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吴继原）5日一大早，市跑步协会的宋
银丽、徐元山、朱运东、居荣林等跑友在晨跑途中，发现4面
国旗被风吹落。他们立即停下脚步，小心翼翼地捡起国旗，
一路高举前行，直至将国旗专程交到市公安局值班民警手
中，才悄然离去。

据当事人宋银丽介绍，5日清晨5时许，她与跑友在高
邮城区捍海路与丁庄路交界处的人行道上跑步时，无意间
发现附近机动车道上有一面国旗。当时，她想：“这面国旗
一定是被大风从灯杆上吹落下来的。国旗是神圣的，不可
践踏，更不可以被碾压！”于是，她立即上前捡起国旗，掸掉
国旗上的灰尘，举着国旗继续前行。

一路上，宋银丽与跑友徐元山、朱运东、居荣林等先后
捡到4面同样从灯杆上被吹落的国旗，他们一一弯腰捡起，
然后高高举起继续前行，直至将4面国旗专程护送到位于
捍海路与海湖东路交界处的市公安局传达室，郑重地交到
了值班民警手中后才转身离去。他们的行为赢得大家纷
纷点赞。

四面国旗被风吹落
跑友及时捡起护旗





 



强信心 保增长

本报讯（通讯员 俞翔 葛顺志 记者 王小敏）
近日，我市龙腾照明、日兴生物公司分别收到税
收返还扶持资金346万元和155万元，切实减轻
了企业财务成本和上市成本，进一步提振了上市
信心。

为将“强信心、保增长”措施落到实处，市金
融监督管理局以“主动服务、用心服务、服务到
家”的工作理念，先后走访了日兴生物、龙腾照
明、承煦电气和卫星卷烟等上市推进企业，听取
企业在上市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建议。针
对龙腾照明和日兴生物提出的公司在股份制改
造过程中，企业缴纳税款数额较大，企业现金流
较为紧张等情况，市金融监管局主动与企业所在
乡镇政府及市财政局沟通协调，依据《市政府推
进资本市场建设实施意见》相关规定，结合实际
情况，提请市政府给予企业上市推进分阶段资金
扶持，帮助企业减轻上市负担，得到批准，从而为
企业“强信心、保增长”提供了资金支持。

降低财务成本 提振上市信心

市金融监管局为企业上市“减负”

本报讯（记者 朱亚萍）日前，市文明城市创建
指挥部召开专题会议，通报第十三轮养成教育（重
点脏乱差问题和不文明行为整治）满意度评审结
果，并就第十四轮问题清单进行现场交办。

据了解，第十三轮评审结果“满意”得票率较
高的点位有2个，分别是文游府邸小区整治和北
苏果后绿化带的修复；“基本满意”得票率较高的
点位有6个，分别是中山路道路的修复、原黄渡菜
场口袋公园环境整治、朗盛天琴小区西门消防通
道杂物堵塞整治、国道233环境整治、邮汉路活禽
宰杀问题整治、文游雅居小区整治；未通过评审的
点位有5个，分别是网吧管理、秦邮茗都北苑小区
整治、鸿泰商业广场环境问题、洞庭湖路黑臭水体
问题、八桥高速出口至233沿线环境问题。

会议要求，要以较真的工作态度，加强督查检
查，加大曝光力度，提升工作成效；对不能解决的、
没有解决落实的问题，要以书面形式报告情况；对
重点问题要进一步加大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社会
监督；要以问题为导向，理清职责，明确责任。

第十三轮文明养成教育问题整治通报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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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平农线新林西支
线005#杆至“平农和平
L123开关”之间线路定
于2019年10月14日7
时 30 分至 2019 年 10
月 14 日 13 时 30 分停
电，特此通知。

●停电范围：
甘垛镇和平村、甘

垛镇新林村01#变、新
林排涝站，南宋排涝站
专、甘垛镇平胜集镇
07#变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八镇线“八镇变
电801”开关至“八镇八
沟L181”开关至“八港
八镇L178”开关之间线
路定于 2019 年 10 月
15日7时00分至2019
年 10月 15日 14时 30
分停电，特此通知。

●停电范围：
八桥居委会、张余

村李庄村10#变、李庄
村 13# 变、八桥集镇
01#变、八桥集镇 02#
变、八桥集镇 03#变、
八桥集镇04#变、八桥
集镇05#变、八桥集镇
08#变、八桥集镇 10#
变、八桥集镇 11#变、
八桥集镇14#变、八桥
集镇15#变、八桥集镇
16#变、八桥集镇 17#
变、八桥集镇 18#变、
八桥集镇19#变、八桥
集镇20#变、八桥集镇
21#变、八桥集镇 22#
变、八桥集镇 24#变、
八桥集镇25#变、八桥
集镇26#变、八桥集镇
27#变、八桥集镇 28#
变、八桥集镇 29#变、
八桥集镇30#变、八桥
集镇31#变、八桥集镇
36#变、八桥集镇 37#
变、高邮市高邮灌区管
理处、江苏华坤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高邮市大
中机械厂、高邮市八桥
长虹塑料制品厂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八砼线“八砼变
电785”开关以下线路
定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7时00分至2019年
10月 15日 14时 30分
停电，特此通知。

●停电范围：
八桥居委会、扬州

市盛熙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高邮市八桥水泥
制造有限公司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德营线王桥分支
线67#杆以下线路定于
2019年10月15日8时
00 分至 2019 年 10 月
15日16时00分停电，
特此通知。

●停电范围：
送桥镇盘塘村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甸农线“甸农小
学899”开关至“甸南甸
农L220”开关至“汤潘
甸农L202”开关之间线
路定于 2019 年 10 月
15日7时30分至2019
年 10月 15日 15时 00
分停电，特此通知。

●停电范围：
汉留村、汉西排涝

站、朗劲1#箱变、盛康
有限公司、祥和鞋业有
限公司、姚费大站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和平线横铁中支
线034#杆至“平农和平
L123开关”之间线路定
于2019年10月14日7
时 30 分至 2019 年 10
月 14 日 13 时 30 分停
电，特此通知。

●停电范围：
甘垛镇和平村、甘

垛镇新林村06#变、02#
变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送镇2号线刘庄
支线30#杆以下线路定
于2019年10月15日8
时 00 分至 2019 年 10
月 15 日 16 时 00 分停
电，特此通知。

●停电范围：
送桥镇张公渡村、

高邮市世斌石料加工
厂

高邮市供电公司
2019年10月9日

停电通知

经有关部门批准,高邮市卸甲镇人民
政府定于2019年 10月 10日上午9：00
在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
（蝶园路52号）对以下资产进行转让：卸
甲镇周邶墩村一处地块上的绿化苗木（紫
薇、樱花、垂柳、香樟、桂花等），参考价
370.5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中标者
需自中标之日起15日内转移标的物。详
情请咨询卸甲镇人民政府。

有意者请于2019年10月9日下午5
点前携带报名材料到扬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高邮分中心（蝶园路52号）办理报
名手续。保证金账户：1、账户名称：扬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开户
行：农业银行高邮环城路支行，账号：
10152201040305419；2、账户名称：扬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开户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邮支行，账
号：514473149308。

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9月25日至
10月9日（节假日除外）

单位地址：高邮市卸甲镇镇南路1号
咨询电话：15366855827（姜勇，处

置单位）
0514-84394986（周先生，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

（翟女士）
高邮市卸甲镇人民政府

2019年10月9日

资产转让公告
经有关部门批准，高邮市交投集团

定于2019年10月10日下午3：00在扬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蝶
园路52号）对以下房产进行公开招租：
界首镇葡萄园办公用房，房屋面积约
298㎡，年租金参考价1.5万元，租期一
年，租金一次性交清，竞租保证金1万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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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9日下午
5：00前（节假日除外）到扬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办理报名手续。保
证金账户：1、账户名称：扬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开户行：农业银行
高 邮 环 城 路 支 行 ，账 号 ：
10152201040305419；2、账户名称：扬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开户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邮支行，账
号：514473149308。

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9月25日至
10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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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租单位）
0514-84394986（周先生，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

（翟女士）
高邮市交投集团
2019年10月9日

公房出租公告

本报讯（通讯员 陆桂春 记者 杨晓莉）国庆长假期间，位于
文游路的中国邮政高邮市分公司门口排起长龙，许多市民争相
购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邮票。据了解，截至
目前，在邮发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邮票已
售罄。

据了解，10月1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纪
念邮票开始在邮发售，共190套，小型张55张。纪念邮票一套5
枚，小型张1枚。5枚邮票图案分别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文化繁荣兴盛”“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建设美
丽中国”。小型张邮票图案为衬以牡丹花图案的数字“70”以及扬
帆起航的巨轮，边饰图案是各族人民载歌载舞的欢庆画面，表现

“祝福祖国”70华诞的寓意。
纪念邮票在邮发售后，邮城集邮爱好者第一时间赶到高邮邮

政大厅购买，以此纪念新中国70华诞。一些资深集邮爱好者还高
举五星红旗在现场拍照留念；有的爱好者买到邮票后，急忙到服务
台贴邮票、盖日戳，记录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为新中国成立70周
年送出祝福。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纪念邮票在邮受追捧

本报讯（记者 赵妍东方）8日中午11时左
右，市区通湖路一烧烤店铺突然着火，火势凶猛。
11时17分，市消防大队接到报警后迅速赶赴现
场救援。经过10多分钟的扑救，火情被成功控
制，未殃及周边房屋。

据附近一居民称，起火时，他正路过该小吃烧
烤店铺，发现店铺内有火光，且火势越来越猛，现
场浓烟滚滚。此时店内人员已紧急疏散,在救火
不成后，老板急忙报警。消防人员赶到后，很快将
火扑灭。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未殃及周边
店铺和居民房屋。目前，初步判断火灾是油锅起
火引起，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

通湖路一店铺起火
未殃及周边房屋

本报讯（通讯员 吴军勇 记者 翁正
倩）国庆长假，又逢重阳，市民出行热情高
涨。我市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秀美的生态
风光，吸引了八方来客，各旅游景点游人如
织，场面火爆。不少市民也纷纷选择市内
游，感受身边的“诗和远方”。

据了解，早在“十一”黄金周到来之前，
我市各景区就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做了充分
准备，并举办了各式各样的特色活动。截
至7日下午，盂城驿、清水潭、文游台三大
景区就接待游客5.48万人次，同比增长
8.51%，实现门票收入28.73万元，同比增
长8.62%。其他景区接待人数2.2万人次。

7日上午，开发区清水潭湿地公园门
口停满了一辆辆私家车和大巴车。当天，
高邮市第二届龙舟大赛在此举办，虽然天
空细雨绵绵，但仍吸引了大量游客。大家

聚集在龙舟赛道岸边，为比赛选手加油鼓
劲，现场呐喊声不断。“得知今天这里有龙
舟赛，特意带小孩子过来感受一下。”家住
汤庄镇的吴国明和妻子一大早就带着孩子
赶到清水潭。他告诉记者，景区内的恐龙
园、小火车等特色项目也让孩子玩得十分
尽兴。据介绍，仅7日当天，到清水潭景区
游玩的人就超过1万人次。

在运河西堤风光带，记者看到不少外
地游客前来游览拍照。来自杭州的姚蒙
蒙一行4人，2日就来到高邮。她告诉记
者：“我是第一次来高邮，高邮太美了，有
历史，有文化，更有让人流连忘返的美
景。”据了解，“十一”期间，运河西堤风光
带共吸引了扬州市多家旅行社组织的近
2000名市民来邮观光。有关部门在明清
运河故道、镇国寺、平津堰、耿庙神灯四个

景点专门安排了讲解员，为参观市民提供
讲解服务。

盂城驿景区今年通过智慧旅游建
设，开通了微信网络购票服务，极大方便
了游客，通过微信购票游览的人数占到
了总参观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国庆前
夕开街的南门大街更是热闹非凡，每天
都吸引上万游客、市民或打卡留影，或品
尝美食，两边数十家老字号店铺顾客盈
门，“人从众”模式得到充分展现。

除了市区的特色景点，以休闲垂钓和
采摘体验为主题的乡村旅游也吸引了众多
游客，我市全域旅游正抒写新的篇章。

不少市民和游客反映，今年国庆黄金
周期间，我市旅游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完
善，景区接待能力大大增强，旅游服务质量
也有了显著提升。

高邮境内游全面升温——

市民更加钟情身边的“诗和远方”

经过 15 个月的紧
张施工建设，日前，S333
特大桥通郊野公园匝道
桥顺利建成并通过验
收。该项目位于高邮湖
滩郊野公园保麦圩处，
主线S333为一级公路，
匝道在增设加减速车道
后，采用菱形互通形式，
落地湖滨保麦圩堤，主
线 拼 宽 长 共 1105 米 。
项目于2018年4月开工
建设，今年 7 月完工。
图中横向的路桥为建成
后的匝道。

建荣同祥 维祥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