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即将召开，这是
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为一名已
连续参加四届‘两会’的政协委员，我深感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市政协委员、住建局副局长
张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履职18年来，深感
责任与担当，将进一步履行好委员的职责，认
真梳理收集民生问题，通过自己的提案反映社
情民意，为群众排忧解难。同时，把会议精神
传达至群众中去，把思想和行动凝聚到市委市
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高邮又好又快高质量
发展添砖加瓦。

做好本职工作是委员履职的基础。在担
任政协委员期间，张青结合本职工作，围绕市
委市政府的工作重点，关注社会热点、难点问
题，深入基层，了解民情、收集民意，先后撰写
提案30多篇，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工作提供了
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其中，《关于推进江淮生
态大走廊建设的建议》被列为重点提案，得到
高度重视，推动了高邮水生态环境建设；《关于
加快后街后巷建设的建议》《关于对金桥路综
合改造的建议》《关于加快宜养社区建设的建
议》等提案，得到了相关部门认可与采纳。同
时，张青还积极参加市政协组织的各类视察活
动，撰写调研材料，多次在政协常委会建言献
策，多次承担常委会召集人任务；在担任科技
小组组长期间，积极组织开展活动，科技小组
多次被评为优秀活动小组。 杨晓莉

履行委员职责 积极建言献策
——访市政协委员、住建局副局长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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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 勤 南 线 定 于

2020年5月31日7时

30 分至 2020 年 5 月

31日16时00分停电

特此通知。

停电范围：
管伙村、江苏鑫

邮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智慧大厦) 、扬州海潮

水产有限公司、高邮市

腾华气体设备有限公

司 、江苏鑫邮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城南医

院) 高邮市汉升高分

子材料有限公司 、高

邮市高强公路工程有

限公司、江苏蔚宝液压

机电有限公司 、江苏

润扬建设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兴业路03#、

04#变、高邮镇八里松

02#变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 武 南 线 定 于

2020年5月31日7时

30 分至 2020 年 5 月

31日16时00分停电

特此通知。

停电范围：
城南新区、中心

大道、排涝站/科力环

保设备（原鹏达橡胶

厂）/开达机械/扬州千

禧龙鞋业有限公司/扬

州鸿宇电工材料/裕果

食品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 勤 区 线 定 于

2020年5月31日7时

30 分至 2020 年 5 月

31日16时00分停电

特此通知。

停电范围：
管伙村、地震台

（蚕种场）、扬州市鸿讯

通讯器材有限公司、蚕

种场02#变

高邮市供电公司
2020年5月22日

停电通知

本报讯（记者 赵妍东
方）“您好，麻烦您在这扫一
下二维码，出示一下‘苏康
码’……”昨日上午 10 时
许，在世贸苏果超市内，超
市工作人员正在对进入超
市购物的市民的“苏康码”
进行检查。连日来，不论是
商场超市、汽车站，还是机
关单位、企业公司等场所，
都要扫码进入。

据了解，“苏康码”是我
省健康码、自由通行码，实
施省内“一码通行”和长三
角等地区“一码互认”。自
本月13日以来，我市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在全
市范围内下发《关于全面推
广使用“苏康码”的通知》，
已统一将“苏康码”作为全
市健康码，不再使用扬州健
康码(在扬人员健康动态观

察系统)、漫游码，进一步发挥“大数据”对
疫情防控的支撑作用，确保“及时发现、快
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全力做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有力保障正常经济社
会秩序。

记者了解到，“苏康码”使用范围为火
车站、汽车站的出入口、有健康管理要求的
省市道口，以及居住小区、商务楼宇、餐饮
场所、行政服务中心、学校、电信和银行服
务网点、宾馆、体育场馆、健身房、美容美发
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机构、福利机构、
宗教场所、室内景区等重点场所。

那么如何申请“苏康码”呢？市民可登
录江苏政务服务APP点击“防疫专区”或
搜索“苏康码”，或者登录支付宝账户搜索

“江苏政务”服务，在“服务推荐栏”点击“健
康码”进入。老年人等不便申领“苏康码”
的人群，由社区为其开具纸质《个人健康申
报卡》，领取纸质“苏康码”附属卡(近14天
内)即可。

﹃
苏
康
码
﹄
你
使
用
了
吗
？

本报讯（通讯员 腾蛟 尤艳 记者
东方）“哇……”17日上午10时14分，在
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产房内，随着婴儿的啼
哭声响起，胎儿顺利娩出，医护人员和产
妇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当日上午，孕期38+6周的市民冯女
士下腹出现不规则疼痛，家人陪伴她前往
市人民医院办理住院手续。接诊医生了
解到孕妇腹中为二胎、产科检查提示宫口
已开大3cm后，立即将孕妇转入产房，予
以持续的胎心监护，等待分娩。10时09
分，产科医生进行检查时摸到了一条索带

状质韧的组织，怀疑是脐带脱垂。此时胎
心监护出现频发的变异减速，胎心最低至
60bpm，医生立即顺势持续上推胎头，缓
解脐带受压。20秒后，该院妇产科副主任
刘桂英跑进产房。10时10分，刘桂英确
认产妇是脐带脱垂后，立即启动产科脐带
脱垂应急救治程序。此时科室其他助产
师及产科医生均已就位，并立即通知麻醉
科和儿科医生到场，准备新生儿抢救。10
时14分，在刘桂英带领团队联合多学科专
家的共同努力下，胎儿顺利娩出，自10时
09分到10时14分，仅仅用了5分钟。

生死时速——

市人医妇产科5分钟抢救脐带脱垂产妇

江苏彩晶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人民银行开户许可
证 ， 核 准 号:
J3121002956401，
开户行:江苏高邮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武安支行，声
明作废。

马荣伟遗失五
星电器（文游路店）
开具的小家电订金
单，单号：2308199，
金额：900元，日期：
2020年4月5日，声
明作废。

作废声明

创文明城 做文明人

2019年以来，市政协紧扣贯彻落实上
级政协工作要求和市委、市政府重要决策
部署，在手段上创新、方法上改进，积极推
进政协工作取得新成效。

一是创新打造活动阵地。指导各乡镇
（园区）和有条件的城区委员活动小组，利
用现有适宜场所，大力推进“委员活动之
家”建设。全市13个乡镇（园区）实现了全
覆盖，在城区建立了7处“委员活动之家”，
1处扬州政协“委员活动之家”。加快推进
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协助中共高邮市委
制定出台《实施意见（试行）》，成立市推动
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工作领导小组，建立
活动挂联、委员履职、专家咨询“三项机
制”。依托各乡镇（园区）、部分城区“委员
活动之家”，设立“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
室。围绕“红旗涧综合治理”“菱塘老街建
设”等，各乡镇（园区）均已开展了“有事好

商量”协商议事活动。
二是持续做实“搭台”文章。围绕“邮

文化与快递文化及快递业融合发展”“推
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强和改善小区物
业管理”“关注罗氏沼虾生态养殖，推进乡
村振兴”“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化解企业
发展资金瓶颈”等，先后组织6次“有事好
商量”圆桌协商议事会议。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先后10多人次同与会
者互动交流，邀请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济
南大学等知名高校专家教授以及省交通
厅、省人大工委相关负责人等30多人次与
部门（单位）进行面对面交流。围绕群众
关注的小区物业管理、文明城市创建，创
新采取了现场问答的形式，由群众代表现
场提问，有关部门（单位）现场解答，邀请
专家代表进行现场点评，促使相关问题得
到尽快落实解决。

三是不断深化提案工作。出台《高邮
市政协提案审查立案实施细则》，明确提
案审查立案的程序，对提案征集、初审、复
审、立案、交办等环节作出具体规定，严把
提案质量关。完善提案工作双向评议机
制，增加对承办单位提案办理结果的评价，
力求真实反映提案人对提案办理结果的意
见。组织开展“B”类提案办理“回头看”，聚
焦委员和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实事是否得
到解决，从上一年度“正在解决或已列入计
划逐步解决的”52件提案中，选择“解决一
小放学难”“老旧住宅小区加装电梯”等8件
提案，组织相关承办部门和提案人现场互
动交流、面对面协商，逐件进行现场督办。
督办的8件“B”类提案有6件转化为“A”
类，相关做法在《江苏政协》和《扬州政协》
上报道。

许仁园 赵妍东方

注重创新实践 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2019年市政协工作回眸之三

本报讯（通讯员 吴继原）19日上午，卸甲
镇总工会联合镇经济发展局、社会事业局等部
门举行该镇电动工具行业“抗击疫情 助力复
工复产”工资集体协商活动，就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企业停工职工工资补助发放、战“疫”
复工后职工工资涨幅等问题进行集体协商。

据卸甲镇总工会负责人介绍，卸甲镇现有
电动工具行业企业106家，从业人员近4000
人。去年该行业经济总量20亿元、销售18.5亿
元、外贸出口交货值8.9亿美元、利税达2.2亿
元。受疫情影响，该镇电动工具行业企业从农
历正月十六后才逐步复工复产。为助企战“疫”
复工复产、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该镇明确镇总工会牵头，相关部门密切配
合，以金飞达等企业为先行示范，建立工资集体
协商指导工作室，举行工资集体协商现场协调
会，指导企业与员工开展工资平等协商，并进行
跟踪督查，坚决向拖欠职工工资行为说“不”。

在此次工资协商活动中，卸甲镇总工会牵
头电动工具行业协会与金飞达、金利达、金阳
光、方圆、华胜等10多家企业职工代表面对面
进行沟通。协商过程中，行业协会、企业、职工
三方代表各抒己见、坦诚交流。经过镇总工会
最后协调，企业和职工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将
该镇电动工具行业职工疫情期间停工补助标
准定为每人每天70至 90元。随后，行业协
会、企业、职工三方就战“疫”复工后职工工资
涨幅进行了互动交流、讨论协商，并在镇总工
会见证下达成共识，最终签订了《卸甲镇电动
工具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合同》，明确2020年全
镇电动工具机械行业企业职工薪资考评实行
与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
量等进行挂钩，实行综合计时制，最低工资标
准在去年原有基础上上调5%左右。

工会牵线当红娘 职企有事好商量

卸甲电动工具行业工资集体协商见成效

21日，市公路站在净土寺塔广场举行
“路政宣传月”宣传活动，向广大市民宣传
禁止打谷晒场、严禁超限运输、严禁占用桥
下空间等诸多方面内容，同时还就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以及扫黑除恶进行了宣传。活
动共发放各种宣传资料300余份。

邮路宣 子杼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岳萍 其定 王道 记
者 南笙）近日，我市警方破获一起销售不
符合安全标准的医药器材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1名，涉及7万余只劣质医用口罩。
19日，警方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强
制措施。

今年3月5日，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
警称，其购买到了 3 万只劣质医用口
罩。接到报警后，侦办民警对该警情非
常重视，立即开展工作，经专业机构鉴
定，这批3万只口罩均不符合一次性医

用口罩标准。通过侦查，民警很快就锁
定并抓获犯罪嫌疑人方某某（男，29岁，
江西人）。

经查，2020年2月份以来，犯罪嫌疑
人方某某在明知自己销售的口罩不是一
次性医用标准口罩的情况下，仍通过层层
加价转销、微信朋友圈发医用口罩销售广
告的方式，用国外的劣质口罩冒充一次性
医用口罩在国内进行销售，共向国内销售
7万余只劣质医用口罩，其中3万只销售
至高邮，涉案金额10余万元。

一销售劣质口罩案告破

当前，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已进入攻坚期，各部门单位正在以问题为导向，全面
开展各项完善工作，树立城市文明形象。

图为洒水车在主干道洒水除尘的场景。 王林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