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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大新闻事件、十大新闻人物评选办法
1、本次评选活动将采用读者（网友、微信公众号）投

票评选和专业人士评审的办法进行。
2、在读者投票的基础上，邀请相关专业人士组成评审

组，最终评选出2019高邮十大新闻事件、十大新闻人物。
3、评选结果将在《高邮日报》、“今日高邮”网站、“今

日高邮”微信平台、“今日高邮”APP等平台公布。

二、读者参与投票抽奖办法
1、本次评选抽奖活动采用报纸选票、网络投票和微

信参与的方式同步进行，读者可填写本版所刊选票或者
登陆“今日高邮”网站（www.gytoday.cn）和“今日高邮”
微信平台，下载“今日高邮”APP参与投票评选活动。

2、凡在投票截止时间前参与本次活动的读者（网
友），均有机会参加抽奖。设一等奖2名，每名奖金500
元；二等奖4名，每名奖金300元；三等奖6名，每名奖金
200元；纪念奖10名，每名奖金100元（奖金需来市融

媒体中心905室领取，恕不外寄）。
3、填写报纸选票的读者，可将填好后的选票邮寄或

送至高邮市融媒体中心905室，地址：高邮市金桥路3
号，邮编：225600，信封上请注明：“2019高邮十大新闻
事件、十大新闻人物评选”。

三、截止时间
本次活动从即日起至2020年1月23日止，报纸选票

以信封邮戳时间为准，网络、微信选票以投票时间为准。

四、注意事项
1、每名读者（网友、手机用户）只能参与一次投票（以身

份证号、微信号为准），同一身份证、微信号只能参与一次抽奖
活动。

2、本次评选活动的选票可复印。
3、活动解释权在主办单位。

五、本次活动得到江苏省高邮经济开发区独
家冠名支持协办。

评 选 事 项

1、卞春香 我市知名女画家，高邮市教体局美工师，江苏省
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2018年，《运河——远
去的帆影》获首届“邮驿路 运河情——全国中国画作品展”入
会资格作品；2019年，卞春香的《时代瑶风》获第二届“邮驿路
运河情——全国中国画作品展”入会资格作品；2019年8月，
凭借作品《运河——远去的帆影》成功入选并入展全国美展，开
创高邮美术历史先河。

2、王虎英 58岁，卸甲镇大庵村人，2017年6月以来，她一边
照料瘫痪的丈夫，一边大胆办起规模肉鸡养殖场，先后还掉债务近
30万元。她用自己的辛勤付出和信义善举，赢得了大家的口碑。

3、仇俊 我市邮畅物流有限公司的快递员，从2012年刚入
职的“菜鸟”快递员，到配送大物件的业务主管，8年来，他凭着强
烈的责任心，累计派送快件56万余件，揽收包裹10万余件，实现
零差错。2019年他被评为江苏省“最美快递员”。

4、厉正香 1966年出生,卸甲镇金家村人，从2005年开始，她
通过捡拾垃圾、开办废品收购站赚钱资助一名失去母亲的5岁女孩
张哲，每年5000元左右。2019年，张哲考取徐州医科大学，她特意
给自己放了一天假，送张哲上大学。她本人入选了“江苏好人榜”。

5、仇天松 卸甲镇周邶墩生态农庄负责人，2012年，他在周
邶墩遗址附近创办生态农庄，发展生态旅游业，总投资1630万
元占地54亩，仅2018年，就接待游客18万人次，承办国家级垂
钓比赛5次，先后带动周边近50位农户一起发家致富。该农庄
先后获得省三星级旅游示范点、扬州市优秀创业项目、高邮市现
代服务先进单位和高邮市创业大赛二等奖等殊荣。

6、卢陈锦 汪曾祺学校九（7）班学生，凭借《沿线》一文喜获
“苏教国际杯”江苏省第十八届中学生作文大赛（初中组）特等奖，
并获授“《初中生世界》文学之星”称号。他还曾荣获全国初中生

信息学计算机编程竞赛省三等奖、被评为“奥数之星”等奖项。

7、朱继霖 1950年出生在上海，父母都是高邮人，1992年，回
到高邮工作。他从一名机修工到考取艺术院校，成为文工团演奏
员，再经历下岗，从事多种职业。花甲之年，他重拾旧爱，十年间谱
写歌曲八百余首，在网上音乐圈“吸粉”过万。《中国颂》《伟大中国
梦》《梦回草原》《世界听懂了你》等，受到了圈内人士的喜爱和追捧。

8、阮转银 1949年出生，我市第二人民医院已退休精神科
护士长，在外界眼中，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工作多少有些危险与
可怖，她却乐于把医院当成“家”，把病人当成亲人、家人一样精
心护理和照顾，数十年如一日。退休后，她仍定期到医院看望患
者，捐款捐物，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的初心。

9、邱红星 卸甲镇禾丰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花阳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农机能手。1995年7月，他从职业学校美
术专业毕业回乡，弃画从农，为周边群众农田收割及旋耕作业服
务。他还带头购买插秧机推进农机化发展，通过示范带动，带领
周边群众购买插秧机35台，使周边95%的农户实行了机插秧，
解决了插秧难问题。他曾入选“江苏工匠”，并获得第十四届全
国技术能手、全国“中联重科”杯农业技能大赛二等奖、扬州市五
一劳动奖章、江苏省乡土人才“三带”能手等荣誉。

10、张忠 43岁，高邮人，重度残疾人。2008年开始自学烙
画，10年多来，他每天用于烙画的时间不少于2小时。作品超过
300幅。为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他创作“高邮市民文明公
约”烙画。此外由他创作的《泰山春韵图》还被中国烙画研究院
选入国家级材料——《中国烙画作品集》。他本人获得了省自主
创业先进个人、省乡土人才三代新秀、扬州市残疾人自主创业十
佳标兵、市首届残疾人自强之星等荣誉称号。

11、陈忠 47岁，临泽镇陈甸村村党总支书记，自2007年

以来，团结带领全村干群通过普养改精养，全村5000多亩鱼
塘、虾塘、蟹塘实现了科学特色养殖、高产高效。他还主动争
取，让投资20亿元的“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落户陈甸，使该
村2000亩荡滩得到充分利用，年增加租赁收入160万元。他
带头关心关爱困难群众，在他的帮扶下，有3个生活特困的党
员和5个贫困户家庭先后脱贫政富。他本人荣获了省“吴仁宝
式优秀村书记”荣誉称号。

12、陈志萍 市京杭运河管理处的护林员，十多年来，她负
责运河二桥至运东船闸的护林巡防、修剪树枝、清除杂草、捡拾
垃圾、堤防管护和树林防火等工作，全长大约3公里，每天两
次，单程3公里多，来回4程就是12公里，一年下来有4380余
公里，至今她巡防总里程近4万余公里。她被全国绿化委员会
授予全国绿化奖章。

13、周忠燕 38岁，高新区神居山村人，2009年，她的丈夫胡
永飞在为边境哨所运送建材的途中，为掩护战友不幸被巨石砸
中，长眠高原。她强忍内心悲痛，悉心照顾患病的婆婆，精心抚
养年幼的孩子，辛苦经营一家干洗店，维持全家老小的生活。她
是众人心中的好军嫂、父母心中的好女儿、婆婆心中的好儿媳、
儿子心中的好妈妈。她当选为第七届江苏省道德模范。

14、袁良萍 市第二中学政治教师，从2014年至今三次赴西
藏支教。为了提高课堂效率，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她摸索出了
适合藏族学生的教学模式。由于有不少班里贫困生，每次从拉萨
回高邮后，她还到处问同事、朋友有没有人愿意资助她的学生。

15、徐信花 临泽镇川青小学80后英语教师，2006年农村
小学的英语教育刚刚起步，她服从调剂从数学老师“半路出家”
教起英语，16年来，在专注提升自己教学能力的同时，慢慢将主
要精力转移到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的培养上，开创“拳头举手法”，
开辟“阅读交流角”等。她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入选“教育部首

批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

16、殷家骅 81岁，市原实验小学退休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
他坚守讲坛60年，桃李遍天下;他推行快乐教学，让学生们从数学
中找到乐趣;他关注家乡留守儿童教育，义务为孩子们培优补差。
他还将快乐教学带到安徽、广州、山东等8个省30多个城市。

17、黄淦海、马小宝 6月4日，市区花湾路一小区二楼住户
家中突发火灾。情急之下，二人徒手攀爬至着火的住户家中，迅
速将明火扑灭，并不留姓名离开了。经过市融媒体中心10多天
跟踪报道，引起了广泛反响。继CCTV-13新闻频道后，央视
《新闻联播》以《凡人善举·江苏高邮:两小伙“逆行”救火不留
名》，对两名救火英雄的见义勇为事迹进行报道。

18、蒋成忠 高邮市盂城诗社社长，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中华楹联研究会会员、江苏省作协会员、高邮诗词学会副会长。
多年来，专心研究王磐、张綖作品，并推向全国。在全国第八届
秦观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华师大举行，他以《秦观、张綖诗馀考论》
一文入选进编，他还被专家称赞为“研究、辨析张綖《诗馀图谱》
500年来全国第一人”。

19、蒋康明 市公安局三垛派出所副所长，为了抓捕销售假
冒伪劣产品犯罪嫌疑人，跨省办案11天，在闷热的车库里连续
蹲守20多个小时。回家第二天，因疲劳过度在家中突发昏迷，
被送往医院抢救苏醒后，仍然心系案件进展。今年以来，他查处

“黄赌毒”案件近3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和违法行为人46人。近
年来，他还帮助辖区企业解决难事50余件，帮助群众化解各类
疑难矛盾纠纷60余起，赢得了辖区群众的广泛赞誉。

20、薛煜 12岁，周山镇实验小学6年级学生，11月28日遭
遇车祸，12月19日不幸离世，他的家人最终决定将他的器官捐
献给有需要的人，为更多家庭带去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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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年首个工作日，我市举行“看企业
发展、看城市变化、看政府服务”企业家发展活
动日大会，近600名企业家参会。同时，印发
《工业经济“百亿航母十亿方阵”年培育行动计
划(2018-2020)(试行)》以及服务企业政策文
件汇编等，为广大企业家送去“隐性福利”。

2、名人文化喜结新硕果。2019年 1月
《汪曾祺全集》正式出版，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倾力打造，共分12卷，并附年表，共400多
万字。5月11日，王氏纪念馆修缮竣工正式开
馆、高邮二王研究院揭牌。11月9日，秦观纪
念馆开馆。11月10日，第十届全国秦少游学
术研讨会暨秦少游与高邮文化高端论坛在邮
举办。

3、1月18日，我市东北片区域供水提标升
级工程竣工，实现了乡镇自来水由“合格水”向

“优质水”过渡。该项目2017年11月份开工
建设，2018年12月份完工投入试运行，共完
成投资4.14亿元。

4、2月22日，全市机构改革工作启动。《高
邮市机构改革方案》于1月29日获扬州市委、
市政府正式批复同意。机构改革后，我市共设
置党政机构37个，其中党委机构9个，包括纪
检监察机关1个、工作机关8个;政府工作部门
28个。

5、全市土地庙整治成效显著。截至3月
18日，全市5901座土地庙已拆除5895座，占
总数的99.9％。6月24日，我市“土地庙”专项
整治经验做法在全省交流。

6、高邮市抗日战争最后一役文化园成为
国家4A级景区。目前，我市共有国家4A级
景区2家、3A级景区5家。4月28日，龙虬庄
遗址公园盛大开园，总面积约为42.89公顷，是
江淮地区东部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
石时代遗址。

7、我市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获国务院2018
年度督查激励，成为江苏省唯一获得此奖项的
县市。自2012年实施农村危房改造以来，我
市累计完成4000多户农村危房改造。

8、5月，我市出台的《高邮市关于促进人
才双向流动的实施意见》，拆除人才流动的“玻
璃门”，通过“轻松来”的调入制度、“放心创”的
激励制度、“梦成真”的发展环境、“自由走”的
调出制度、“简易办”的办事流程，构建更具区
域竞争力的人才生态体系，全力打造创新筑梦
新高地。

9、6月5日，高邮市融媒体中心、新时代文
明实践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作为中宣部
确定的县级融媒体中心首批建设县市，省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省级试点县市，市委市政
府将“两中心”纳入全市机构改革通盘考虑、同
步建设。

10、7月5日，第二届“邮驿路 运河情”全
国美术作品展开幕。此次入围参展的作品共
217幅。我市画家有12位入围、7位入选，其
中4位获入会资格。

11、7月29日，连淮扬镇高速铁路连云港
至江都段(左线)铺轨工程在高邮站以南500
米处实现合龙贯通。连江段(左线)轨道的胜
利贯通为2020年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12、2019年我市新增“高邮湖青虾”“高邮
湖鳊鱼”“高邮湖银鱼”“高邮湖白鱼”“高邮湖
鲫鱼”5件中国地理标志商标，我市已获批中
国地理标志商标10件，在扬州各县(市、区)中
居首位，进一步擦亮了我市特色农产品品牌。

13、8月18日，苏州大学高邮实验学校开
工，占地面积130亩，工程投资规模为6亿元，
建设规模为小学8轨、初中15轨，学校将实行
理事会管理体制，依托苏大教育科研平台与办
学资源优势进行联合办学。

14、2019年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评选结果“出炉”，我市成为扬州市第一
家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并获得
中央财政资金2000万元。

15、11月22日，中国工程院2019年院士
增选结果揭晓，高邮籍国医大师王琦和土壤研
究专家张佳宝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6、11月29日，中国邮文化节·首届江苏
省快递员节在邮隆重开幕，江苏省电商快递
产业园项目奠基、快递文化展示馆建成开馆、
首届江苏省快递员节主题论坛、“快递员康养
小镇”揭牌暨温泉酒店开工等多项活动同日
举行。

17、12月1日，全市首条城乡一体化公交
投入试运营。3路城市公交终点延伸至汤庄
镇，该线路由此成为全市城乡公交一体化的试
点线路。

18、12月，省环保督察组反馈的高邮“煤
炭消费总量偏高”环境问题完成整改，正式销
号。至此，我市成功摘掉高耗煤“帽子”。

19、我市在扬州区域内率先实施血透患者
透析费用全免政策，每年逾200万元。同时积
极构建以市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以及三垛、
送桥、临泽区域卫生中心为支撑的全域血透保
障网络。

20、12月29日，第六届汪曾祺文学奖在
邮揭晓，莫言的《等待摩西》、毕飞宇的《两瓶
酒》、叶兆言的《滞留于屋檐的雨滴》、姚鄂梅的
《旧姑娘》、次仁罗布的《红尘慈悲》、艾玛的《白
耳夜鹭》、阎连科的《道长》、鲁敏的《火烧云》等
8部作品获第六届汪曾祺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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