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姜
善东 记者 杨晓莉）日
前，菱塘回族乡退捕渔
民杨宏文在创业过程中
遇到资金周转困难，得
知这一情况后，市人社
局、农商行相关负责人
立即上门服务，帮其办
理富民创业贷款，解除
其燃眉之急。这是我市
帮助退捕渔民就业创业
的一个缩影。

自退捕禁捕工作开
展以来，我市为全市
653 户 1288 名退捕渔
民量身定制多项政策，
确保退捕渔民上岸就业
有门路、转产有出路。
主要为上岸渔民提供

“131”就业服务，即进
行1次职业指导，推荐3
次基本满足其需求的就
业岗位，开展1次就业
技能培训。并组织六个
工作组，逐户上门开展
帮扶工作。其中，根据
渔民意愿，及时与企业
联系，现场帮助31名渔
民实现就业。在此基础
上，我市连续举办4场
退捕渔民专场招聘会，
20多家企业带着适合退捕渔民的600多个岗
位进场招聘，使大部分上岸渔民走进企业、走上
工作岗位，实现了重新就业。

为激励企业招录退捕渔民，我市对吸纳退捕
渔民就业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和社会
保险补贴。从10月1日起，凡吸纳退捕渔民就
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企业，按每吸纳一名退捕渔民给予1000元
的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奖励。同时，按吸纳退捕
渔民的实际人数给予企业全额社会保险补贴，对
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可以补贴至退休。

上岸渔民可免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并享
受培训补贴。职业资格证书补贴标准为初级每
人1000元，中级为1500元，高级为2000元；专
项能力证书标准为每人1000元。对参加培训
并考核合格的退捕渔民，还给予一定的交通（生
活）补贴。

此外，我市还为自主创业的退捕渔民提供
富民创业担保贷款，贷款额度15万至50万元，
并给予贴息，15万元以内的贷款全额贴息；对
创业雇用3至5人的，贷款额度可以提高到30
万元，30万元以内的贷款按基础利率给予贴
息；对雇用6人以上的，贷款额度可提高到50
万元，50万元以内的贷款按基础利率的50%给
予贴息。同时，退捕渔民首次创业并缴纳个人
社会保险、稳定经营在6个月以上，可以申请
5000元的初始创业补贴；带动他人就业并帮助
其交纳社保的，按每带动一人奖励2000元的标
准给予带动就业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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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顺阳 轶佳 记者 维
祥）近日，市总工会聘任8名科技镇长团成
员为产改科技特派员和工会义工教授，为
我市产改试点工作打造科技牵引“火车
头”，加快推进产业工人队伍改革步伐，积
极探索产改试点新路径。

我市是制造业大市，产业工人队伍有
十余万之众，是省确定的产业工人队伍
改革试点县市之一。今年以来，为推动
我市产改走深走实、创新创优，市总工会

大力深化产教融合，整合科技镇长团高
校院所人才资源，聘任他们为高邮产改
科技特派员、高邮工会义工（专家）教授，
发挥他们在思想政治素质、科技素养、技
术攻关等方面的优势，深入产改试点单
位企业开展技能培训、专题讲座，着力提
升产业工人队伍素质，打造劳模创新工
作室、首席员工工作室、秦邮工匠工作室
等阵地，帮助企业在安全生产和劳动保
护、攻克技术难关等方面解决难题、取得

成效。
据了解，下一步，市总工会将建立完

善相关制度，形成产改试点单位与产改科
技特派员之间的联系沟通渠道，形成供需
之间的轨道对接。同时，在科技成果转
化、技术难题攻关等方面给予奖励政策，
在技能培训、专题讲座等方面给予指标性
安排，在薪酬制度上给予重点倾斜，全力
保障科技镇长团在产改中作用的高质量
发挥，打造高邮产改特色亮点。

打造科技专家“火车头” 牵引工人队伍“加速跑”

市总工会探索产业工人队伍改革试点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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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香子（女）遗
失残疾人证，证号：
3210221956052846
4843，声明作废。

高邮市篮球协
会遗失人民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3121001911402，
开户行：江苏银行高
邮支行，声明作废。

龙文飞、张晔、
林永妹遗失扬州保
华建丰置业有限公
司开具的江苏增值
税普通发票，发票代
码：3200171350，发
票号码：00212323，
声明作废。

高邮市人民医
院医疗费发票遗失
声明：

刘福芹发票号：
03997783、
03997784、
04141362

李玉梅发票号：
04141361、
0419718、
43044538、
2538804、2538843、
4019744，以上合计
总金额：4882.44元。

杨中新遗失高
邮市中医医院开具
的江苏省医疗住院
收费票据，票据号：
0000163282，金额：
12482.91 元，日期：
2020 年 9 月 21 日，
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周谊线：10kV周
谊线白马村41#变支线
01#杆（190*15 米）向
北移位10米，架设JK-
LYJ-150导线3*2挡，
JKLYJ-185导线 4*2
档定于 2020 年 11 月
26日7时00分至2020
年11月26日15时30
分停电，特此通知。

停电范围：
龙虬镇白马村、龙

虬镇白马村41#变业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泰山线：泰山线
33#、44#变维修定于
2020年11月28日7时
30分至2020年 11月
28日16时00分停电，
特此通知。

停电范围：
武安社区、泰北路
高邮市供电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停电通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齐心共建全面小康齐心共建全面小康

本报讯（通讯员 王鹤丽 记者 赵妍
东方）19日下午，全市卫生健康行业党
委成立大会召开。

据了解，市卫生健康行业党委主管
部门是市委组织部“两新”工委。市卫
生健康委党委负责对市卫生健康行业
党委具体领导和管理。行业党委涵盖
全市（包含乡镇、街道、园区）内公立和
非公医疗机构党组织，实现全市卫生健
康行业党组织的全覆盖。通过坚持和
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行业党委将进一步探索所属行业基
层党建工作融入中心工作的实践模式，
真正实现党建、业务齐抓共管、齐头并
进，奋力推动行业党建取得新成效，为
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
治保证。

会上，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通报了
成立行业党委前期筹备情况；市委组织
部宣读了《关于同意成立高邮市卫生健
康行业党委的批复》并与卫健委主要负
责人一同揭牌。

卫生健康行业党委成立

通湖东路延伸段将实现城市与高铁顺畅通联。目前该路段工程施工已全部
完工，正在完善道路两边配套设施，本月底可通车。

图为新修建的六车道的通湖东路断面。 王林山 摄

本报讯（通讯员 俞骏 记者 文正）15
日，第四届“全国小学体育活力校园创
新奖”优秀案例颁奖典礼通过网络在线
举行，我市实验小学教师陆有华申报的
《“向乐而行”校本化小篮球实施案例》
经层层选拔，从 2600 多份案例中脱颖
而出，喜获“最佳校园体育文化案例
奖”，为扬州地区唯一入选并获奖的创
新案例。

据了解，陆有华在市实验小学负责学
校篮球队的训练工作。此次他申报的案
例从校园体育发展的实际出发，结合小
学体育教学特点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
律，对小篮球运动进行校本化开发，整体
构建小篮球教学目标和内容，有效激发
了学生运动兴趣，构建了全面育人新平
台、新范式，实现了“以球育德、以球益
智、以球健体、以球尚美”的目标。

近年来，市实验小学始终坚持“以体
树人”的指导思想，将篮球作为校园特色
体育运动项目。2017年起，学校响应中
国篮协“小篮球 大梦想”行动计划，创编
了多套“炫动”篮球操，受到一致好评。
校篮球队赛绩连续多年在扬州地区名列
前茅，2012、2014 年均获市冠军，2015
年获江苏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第七名，
2018年获省青少年篮球超级联赛U8组
冠军，并获得全国第七名的不俗战绩。
目前，该校篮球运动广泛普及，蓬勃发
展，师生热情高涨，乐享其中。

实小案例获全国校园体育文化最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