
张华遗失就业
登 记 证 ，证 号 ：
321084101501742
0，声明作废。

扬州华劲机械
有限公司破产管理
人遗失人民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L3121000035001，
开户行：江苏高邮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邮都支行，声
明作废。

高邮市界首镇
永安村村民委员会
遗失高邮湖区养殖
证，证号：苏府（淡）
养 证 【2014】 第
00593 号 ，声 明 作
废。

江苏神居硒谷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的
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
和机动车商业险保
单 ， 发 票 号 ：
04302660，机动车商
业 险 保 单 号 ：
PDAA2018321000
00239106，声 明 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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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占用公共场地置办家宴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城区占用公共场地置办家宴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宣宣

经有关部门批准，高邮市交投集团定于

2019年8月15日上午10点在扬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蝶园路52号）对高邮横

泾育才路北侧一处办公楼（原横泾财政所）进行

公开招租，面积约为289.76㎡，年租金参考价

1.1万元，租期一年，竞租保证金1万元，租金一

年一清。具体招租细节及要求参见招租单位招

租须知。

有意者请于2019年8月14日下午五点前

（节假日除外）到高邮市交投集团一楼8103办

公室办理报名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8月6日至8月14
日（节假日除外）

单位地址：高邮市蝶园路29号
咨询电话：0514-80527803（左先生）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翟女士）

高邮市交投集团
2019年8月14日

公房出租公告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八金线“八金兴
旺782”开关至“八金
曹杨W58”开关之间
线路定于2019年8月
21 日 7 时 30 分 至
2019年8月21日11
时00分停电，特此通
知。

●停电范围：
金家村、兴旺村

10#变、兴旺村12#变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八园线“八园园
西796”开关至“八园
曹杨W60”开关之间
线路定于2019年8月
21 日 7 时 30 分 至
2019年8月21日11
时00分停电，特此通
知。

●停电范围：
循环经济产业

园、兴旺村05#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宾珠线路定于
2019年8月21日7时
00分至2019年 8月
21 日 16 时 00 分停
电，特此通知。

●停电范围：
珠光豪庭一期小

区、珠光豪庭一期小
区1#、2#、3#、4#变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轩镇线“轩镇镇
中354”开关至“轩镇
轩红L078”开关之间
线路定于2019年8月
21 日 7 时 30 分 至
2019年8月21日12
时30分停电，特此通
知。

●停电范围：
龙虬镇龙虬庄,

龙虬居委会龙虬路,
凤凰支路,横桥路龙
虬镇龙虬集镇 01#、
06#、08#、11#、13#
变，凤凰路01#变，龙
虬路03#变，龙腾村
05#变，东方华苑小区
01#、02#变,高邮市天
域服饰有限公司，扬
州市银河制衣有限公
司（2个），扬州友圣制
衣有限公司高邮分公
司，龙腾村村民委员
会(排涝站),龙虬小
学。

高邮市供电公司
2019年8月14日

停电通知

本报讯（通讯员 姚烨 记者 翁正倩）日前，江
苏省商务厅网站公布第二批“江苏老字号”企业公
示名单，我市江苏江府酿酒有限公司的“公顺和”
品牌榜上有名。

据了解，“江苏老字号”经企业自愿申报、各地
商务局推荐和初审，由江苏省商务厅组织专家对
各地推荐申报企业材料进行评审，报“江苏老字
号”认定委员会批准。

第二批“江苏老字号”名单公示

我市“公顺和”品牌上榜

10 日，弘盛·瑞沃集团举行奖学金发放仪
式，向考取大学的职工子女发放奖学金 18 万
元。据了解，集团高考奖学金自2018年设立，目
前共计发放奖学金 30 万元，有 16 名职工子女获
得奖学金。 万莉 摄

本报讯（记者 赵妍东方）12日上午9时许，
界首镇实验小学报告厅内坐满了学生和家长，
省特级教师殷家骅义务讲学开班仪式在此举
行。据悉，本次义务讲学为期5天，从本周一开
始，周五结束。

殷家骅今年81岁，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1994年被评为江苏省特级教师，是高邮乃至全
省教育界颇有影响的师德模范、教学专家。据
了解，殷家骅本次义务讲学的主要对象是在界
首镇实验小学就读的留守儿童和家庭贫困的五
六年级学生。值得一提的是，暑期结束后，殷家
骅还将会在每周末抽出一天的时间为界首镇实
验小学的学生们义务授课。

开班仪式结束后，殷家骅走进界首镇实验
小学五年级课堂，为学生们讲解了上学期的期
末试卷，对学生们提出的疑问一一进行解答，并
为基础较差的学生查漏补缺，巩固基础知识。
殷家骅精彩的讲课给现场的学生和家长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不少家长表示，殷老师来校为孩
子们义务授课是一件大好事，为殷老师无私奉
献的举动点赞。

省特级教师殷家骅赴界首义务讲学

法院之声法院之声

一
喜欢一个人，也许不需要什么理由。

热爱这份职业，真的需要理由。尤其是喜
欢法官这个职业，不仅需要理由，更需要勇
气和付出。

那我对这职业爱得深沉的理由究竟是
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少年时的那一腔
宏愿，现如今的那一片初心。

二
一切得从高考结束后说起，家人一心

想让我成为一名老师，我也同意了，如果剧
情照这样发展，也许我现在就应该站在学
校的讲台前给孩子们上课了。

但在正式填报志愿的前夕，我偶然看了
一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我被这部电影深
深震撼了，我震撼的不是男主人公用二十年
的漫长时间准备越狱并获得成功，而是震撼
一个错误的判决居然能让人发生如此巨大
的改变。于是，我毅然决定报考法学专业。

那个夏天，我也一饱眼福，在网上看了
我所能找到的跟法律有关的各种电影和电
视剧。现在回头想想，当初选择法学专业多
少带着些年少的冲动，我想每个人选择法学
的原因也许各不相同，但最初选择的内在价
值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了公平与正义。

三
大学四年，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选择

法学的初衷，如饥似渴地学习各门法律知
识，并在大二那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

党员。记得我的授课老师，也是我的入党
介绍人，在跟我们座谈时，语重心长地对我
们说道：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
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
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对我而言,把法律刻在心里，就是让它
成为一种情怀、一种信仰。一种忠于法律，
忠于法治，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信仰。

光阴似箭，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法院
工作，踏上了向女汉子转变的新历程。此
时的我更加明白: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稍有差池，判决就会偏
离真相，审判公信就会遭受质疑，我们所从
事的事业可谓是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四
所以，每当案件在手，我都会凝心想想

内心澎湃的回响，要秉持信仰。务必要如
履薄冰、如临深渊，抽丝剥茧，拨云见日，最
终揭开事情的真相。

所以，每当心中稍累，我都会抬头看看
周围忙碌的同事，向他们学习。务必要牢
记初心、铭记教诲、不辱使命、勇往直前，让
初心成为力量源泉。

过去虽已去，未来正已来。在审判这
条道路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于
将来，我和自己相约：愿奋斗一生，初心不
变，忠于法律，不负期许，胸无杂念，做祖国
宏伟法治大厦上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即便风雨，为什么我的眼中充满期望，
只因我对这职业爱得深沉。这就是我，一
名基层法官的初心，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
信仰！

热爱这份职业，是因为......
□ 华娟

本报讯（通讯员 王怀玉 记者 南
笙）近日，我市警方打掉一个涉恶犯
罪团伙，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
（男，52岁）、李某（男，47岁）、孙某
（男，42岁）、胡某（男，46岁，四人均为
淮安人），破获寻衅滋事案件1起。

2016年12月29日10时许，市一小
区多名业主因小区车位问题在该小区售
楼处讨说法，期间四名业主被人采用棍
子袭击头部、身体，致不同程度受伤。警

方经大量侦查工作发现淮安籍男子王
某、李某、孙某、胡某有重大作案嫌疑，遂
组织抓捕，于今年8月8日至10日先后
赴淮安、上海等地将四名犯罪嫌疑人抓
获。经审查，四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于
2016年12月29日10时许，受他人之邀
窜至我市一小区售楼部，持棍无故殴打
受害人，致受害人受伤的犯罪事实。

目前，四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被警
方刑事拘留。

警方打掉一涉恶犯罪团伙

四男子受邀持棍殴打他人被刑拘

本报讯（通讯员 陈晨 记者 杨晓莉）日
前，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市财政局、民政
局联合下发《关于提高2019年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我市再次提高
2821户5767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这一
标准从7月1日起正式执行，并实行差额
补助。

据了解，我市于1998年、2005年先后
实施城市低保、农村低保等相关政策，政策

实施初期，城市低保标准每人每月仅有
100多元，农村低保标准每人每月60元。
为不断提高低保对象的生活水平，我市建
立了城乡低保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并于
2017年实行统一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发放标准。据市民政局社救科工作人员
介绍，截至目前，全市农村低保户共2457
户、5137 人，城市低保户共 364 户、630
人。从今年7月1日起，我市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月人均630元提高到月
人均680元，实行差额补助。

另据了解，从2019年1月1日起，对
已享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精简退职老职工
生活定补对象的标准由原每人每月850元
调整为每人每月900元，原在企业单位发
放定期定量补助的，仍由原单位发放，调整
标准所需经费按现行财政体制和经费开支
渠道不变。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再提高
近6000名困难群众受益

本报讯（通讯员 吴古银 戚远志 记者 杨晓
莉）日前，我市举办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此次竞赛
是我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也是备战扬州市职业技能竞赛的一次实战演练。来
自全市各乡镇（园区）的19名选手现场展开比拼。

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是残疾人就业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以赛代训的方式提高残疾人
的职业技能，增强残疾人的竞争性就业能力，从而
推进残疾人就业工作。历年来，通过每年举办的残
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一大批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和创
业，我市也逐渐形成“年年有比赛，人人能参与”的
竞赛机制，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据统计，近年来，我
市共有31人次残疾人选手参加省、市级桌面排版、
插花等技能比赛，先后涌现出了徐阳、周素琴、于树
松等一批优秀的残疾人技能人才。

据了解，结合扬州市项目设置和我市实际，参
照2018年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标准，此次竞赛
设置了绘画、电子商务、文本处理、海报设计四个
项目。

我市举办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

12 日上午，
市水投集团组织
邀请高邮镇部分
社区负责人及市
民代表共 40 余
人，前往港邮供
水有限公司二水
厂开展“优质水
进万家”“水厂开
放日”活动，加强
企业与用户之间
的沟通与交流，
增进广大市民对
我市自来水生产
工艺的了解。

吴静 左文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