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卞一诺（女）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P320531310，声 明
作废。

王吉飞遗失残
疾 人 证 ，证 号 ：
3210221968010604
3562，声明作废。

张文星（男）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V320138049，声 明
作废。

马照阳（男）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J320182042，声 明
作废。

徐可欣（女）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R320993875，声 明
作废。

瞿桃银遗失残
疾 人 证 ，证 号 ：
3210221963013072
2744，声明作废。

张锦山遗失残
疾 人 证 ，证 号 ：
3210221944102872
1121，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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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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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根据邮政办发[2016]212号文件规定，为确保新就业人员公共租赁住房政策落到实处，现将下列初审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请
广大群众给予监督，如有异议，请于公示之日起十日内向我局反映。

监督电话：84693650 地址：长生路25号

高邮市2021年市区新就业人员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情况公告（2）

高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6月10日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申请人申请人申请人申请人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学历学历学历学历 毕业时间毕业时间毕业时间毕业时间 毕业院校毕业院校毕业院校毕业院校 户籍所在地户籍所在地户籍所在地户籍所在地 申请人工作单位申请人工作单位申请人工作单位申请人工作单位 婚姻状况婚姻状况婚姻状况婚姻状况

1 管浩 本科 2020. 7.01 常州大学 江苏省高邮市 高邮市产品质量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未婚

2 何可 本科 2018. 6.20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 高邮市应急管理局 已婚

3 李度 本科 2018. 6.22 江苏警官学院 江苏省海安县 高邮市公安局 未婚

4 李俊 本科 2017.6.20 常州工学院 江苏省姜堰市 高邮市产品质量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未婚

5 刘风 本科 2020. 6.26 辽宁大学 甘肃省民勤县 高邮市农业农村局 未婚

6 吕晨 本科 2018. 7.01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江苏省兴化市 高邮市公安局 未婚

7 莫凡 本科 2019.6.21 江苏警官学院 江苏省海安县 高邮市公安局 未婚

8 钱叶波 本科 2017.6.30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省仪征市 中共高邮市委老干部局 未婚

9 吴藩 本科 2016.6.16 淮阴工学院 江苏省泰州市 高邮市商务局 未婚

10 谢凝 本科 2018. 6.21 江苏警官学院 江苏省常州市 高邮市公安局 未婚

11 章毫 研究生 2020. 8.20 天津中医药大学 湖北省襄阳市 高邮市中医医院 未婚

本报讯（通讯员 赵桂珠 记者 葛维祥）8
日，记者从市外国语学校采访获悉，该校初中
学生陈果、秦高宇在2021年“领航杯”江苏省
中小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大赛中获得省级
二等奖。

据了解，2021年“领航杯”江苏省中小学
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现场赛在常州举
行，分为创客、人工智能、机器人三个项目。
经过层层选拔，全省共有832名选手、300多
名指导老师参加比赛。市外国语学校15岁
的九（二）班学生陈果和13岁的七（二）班学
生秦高宇在吉华明老师指导下，出色地完成
了比赛，最终荣获省级二等奖 。

市外国语学校多年来一直非常重视学生
的全面发展，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2016年，吉华明老师创办了创客社团。创客
社团开设以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
对发展和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创新思维
能力，以及科学综合素养均起到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学生在各级各类大赛中频频获奖。

外国语学校小“创客”省赛获奖

在城南经济新区渠南村，朱永太和朱
广顺父子俩是村里出了名的热心人。邻
居家晒麦子，天降大雨，朱永太便叫上儿
子和老伴一同帮助邻居收麦子；邻居老吴
常年哮喘，行动不便，朱永太上街接送孙
女常常帮老吴买药，自己没时间就关照儿
子朱广顺帮老吴买药；村里大事小事，父
子俩都是齐上阵热心帮忙……

据了解，朱永太和朱广顺父子俩均是
海军退伍军人，且均是共产党员，两代海
军蓝一直都拥有着一颗炽热的爱党心。

朱永太1969年参军，1971年入党，
1975年退伍后回家务农。他曾在执行任
务的过程中，头部受到山上蹦下来的石头
的撞击，至今仍每天需要服药才可缓解疼
痛。在朱永太的房间桌子抽屉里，有一张
泛黄的证书，是朱永太受到过的嘉奖二次

奖励，朱永太时常拿出来看。
“尽管现在父亲是一名农民，但是在

他的内心深处一直留存着6年的海军记
忆。”朱广顺说，从小听着父亲参军的故事
长大，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军人也成为他
的梦想。1995年，朱广顺参军入伍。

“父亲从小教导我要吃苦耐劳，任劳
任怨，不计报酬。”朱广顺在部队服役16
年，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工作，并于1998年
8月因工作突出荣立三等功，1999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2001年还被评为优秀共产党
员等。

2011年，朱广顺退伍回到高邮，进入
城管系统工作。市城管局凤凰中队队长
赵俊评价朱广顺工作认真负责，始终以一
名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是同事们学习的
榜样。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期间，朱广顺

不怕苦不怕累，难事累事主动请缨。一
次，中队负责一处高6、7米的破损广告牌
拆除，朱广顺二话不说，爬上去将破损广
告牌拆除；高铁站开通，朱广顺负责高铁
站周边的车辆秩序排放，在干好本职工作
的同时，他积极参与客运站疫情防控工作
以及高铁站周边非机动车规范停放等重
点工作。朱广顺因工作出色连续多年被
城管部门评为“先进个人”。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朱
永太和朱广顺父子俩经常在家合唱这首
歌，朱广顺动情地说：“共产党给我们创造
了现在衣食无忧的好生活，我们真的很知
足！感谢党，祝福党！” 赵妍东方

两代海军蓝 一颗爱党心
本报讯（通讯员 朱骏 记者 朱亚萍）“本以为

开工建设还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结果只用了7
天就办成了所有手续，还是送证上门，高邮的营
商环境真的呱呱叫！”近日，城南新区重大办联合
市住建局和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不动产权证
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施工图审查合格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一同交至扬州炳星环保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斌手
中。这是我市首个“五证联发”项目，真正实现了

“拿地即开工”。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从事智能高端型粉碎

机、混煤机设备及配件生产制造，用地38亩，新建
生产及附属用房3万多平方米。“在得知项目建设
需求后，我们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行政审
批局等相关部门，及时启动了项目预审批服务专
题会商机制，优化项目审批‘三同步’工作模式，
打出了一套联合联办、相互策应、同步受理的‘组
合拳’，为项目提供‘全程保姆式’跟踪服务，缩短
了近70%的项目审批周期，真正实现了各个环节
的无缝衔接。”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以来，城南新区积极探索“发证即开工、
拿地即开工”机制，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
水平。围绕重大项目建设，创新招商团队招引服
务项目“一条龙”闭环激励考核机制，进一步优化
资源配置，延伸基层服务触角。城南新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从“多证合一”到“四证齐发”再到“五
证联发”，体现的是部门联动审批的工作效率，营
造的是高邮“审批至简、服务至优”的营商环境，
必将吸引更多项目投资城南、兴业城南 。

首个“五证联发”实现“拿地即开工”

今年6月9日是第14个国际档案日，主题是“档案话百年”。连日来，市档案馆组
织了档案知识宣教、集中捐赠、主题征文、档案展览等活动，广泛宣传档案的特殊价
值、档案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扩大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图为9日上午，市档
案馆走进琵琶社区开展档案知识宣教活动。 苏悦朱亚萍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张世莹 记者 杨晓莉）8日下
午，在高邮工作的外乡人郑先生和徐女士高高兴
兴地来到市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他
们是省实施结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后，首对在
邮办理结婚登记的外地户籍新人。

按照民政部“跨省通办”试点部署要求，从本
月起，江苏实施内地居民结婚登记“跨省通办”，将
内地居民结婚登记由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
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扩大到由一方当事人常住
户口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省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行，为异地工作的准新
人们办理结婚登记提供了极大方便。

郑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是辽宁人，爱人是泗阳
人，目前定居在送桥，因两人户籍都不在高邮，一
直未能领取结婚证。正在他们为回户籍地领证为
难之际，得知可以跨省办理结婚登记，便立即来到
高邮市婚姻登记处。在提供居住证、户口本、身份
证等有效证件后，工作人员立刻为他们办理了结
婚登记手续，并颁发了结婚证书。“这个政策太好
了，我们从出家门到领到结婚证，只用了不到1个
小时时间，真是太方便了。这让我们有一种家的
归属感。”郑先生高兴地说。

我市迎来首对结婚登记“跨省通办”新人

本报讯（通讯员 徐佳佳）近日，甘垛
镇组织开展“革命老兵讲党史 红色薪火代
代传”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宣讲活动。

活动中，曾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
老兵李凤瑞、李如胜先后走进企业车间、
校园，以自己的参战经历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用生动的叙述和极富画面感的语

言让在场的人们重温了那段战火纷飞的
艰苦岁月。现场聆听的企业职工与师生
们无不被英雄的过人胆识、大无畏的牺
牲精神所深深震撼，现场多次响起热烈
的掌声。

在双雁羽绒制品公司生产车间内，
女工韩传芳激动地说：“老兵宣讲进车

间，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到那段战火纷飞
的岁月，也让我们深深懂得今天的幸福
生活来得真不容易。”

在平胜小学礼堂内，宣讲老兵李凤瑞
的话音刚落，孩子们就齐刷刷地向老兵爷
爷们敬了队礼，并纷纷表示，将努力学习，
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努力成为社会主义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据了解，“老兵宣讲团”还将深入村（社
区）开展主题宣讲，让党史宣讲接地气、聚
人气，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心走深走实。

甘垛镇：革命老兵讲党史 红色薪火代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