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王文凤 记者 孔令玲）近日，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公告，确定2021年“金牌导游”
培养对象，江苏邮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导游夏
湄明入选。

江苏邮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在邮成立24
年来，坚持强化创建与本土旅游相结合，着力打
造特色旅游线路，影响力显著提升。近年来，围
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大力发展环湖旅游战略，
邮驿国际旅行社与市自行车协会共同推出了高
邮湖旅游特色线路，并推出红色游、候鸟游、亲
子游和研学游等特色旅游线路。此次入选全国

“金牌导游”培养对象的夏湄明从事导游工作14
年，曾参与接待葡萄牙、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
等国驻华大使，并多次参加扬州世界名城博览
会导游接待工作。

邮驿旅行社导游成全国“金牌导游”培养对象

本报讯（通讯员 卢悦 记者 杨晓莉）
“真是太感谢了，你们经常到我家来，不仅
陪我聊天，还帮我做家务、照顾智力残疾的
儿子。这么好的服务都是免费的，不需要
我们花一分钱……”昨日上午，家住南海社
区80多岁的韩奶奶拉着上门服务的助残
工作人员的手连连道谢。

韩奶奶的儿子是一名智力残疾者，生
活不能自理，一直依靠家人照顾。为此，市
残联将他们一家纳入残疾人“互联网+居
家托养”帮残助残服务项目范围。助残人
员定时定点为他们提供“线上+线下”的生
活护理、心理慰藉、助行助购等服务，让这
个家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残疾人“互联网+居家托养”服务是
一种新型托养形式，依托“互联网+智慧
助残信息平台”开展高质量管理服务工
作。今年以来，市残联积极推进残疾人

“互联网+居家托养”服务，成立居家托养
服务中心，建立居家托养网络服务平台，
以政府购买方式引进第三方专业社会服
务机构开展网络和上门服务，实现了残疾
人与工作人员、家属、服务机构、服务人员
的信息交互，满足了重度残疾人在生活、
健康、安全等多方面的需求，有效减轻残
疾人家庭的负担，赢得了受助残疾人家庭
的认可。

据了解，残疾人“互联网+居家托养”
线下上门服务以居家清洁类、生活照料
类、健康护理类、精神慰藉类服务为重点，
把有规律性的服务项目，如理发、卫生保
洁等，以定期配送的方式来实行。同时，
市残联将一台具有定位、通讯和“SOS一
键求助”呼入平台等定制功能的手机，免
费发放给受服务残疾人；把非日常性的服
务项目，如水电维修、管道疏通等服务，采

取一键呼叫的方式预约来实施，将传统的
服务模式和快捷的“互联网式”服务模式
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能解决残疾人的一些
基本需求，又能充分满足各种突发性、个
性化需求。此外，受助残疾人如遇到紧急
情况，也可采取线上一键呼叫的方式，通
过线上应急处理系统，随时连线助残工作
人员，寻求帮助。

据了解，市残联自7月份正式开展残
疾人“互联网+居家托养”服务以来，已为
残疾人提供上门服务800多人次，服务残
疾对象100人。目前，该项工作正在高邮
镇试点展开，下一步将逐步推广到全市各
乡镇（园区），让更多的残疾人家庭享受精
准周到的服务。

我市开启帮残助残新模式——

“互联网+居家托养”为残疾人服务精准到家

因线路计划检修，
10kV轩庙 142线:配
网工程计划定于2021
年12月6日9时00分
至 2021 年 12 月 6 日
13时30分停电，特此
通知

计划停电范围：
陈庄村、陈庄村

2#、11#、18#、31#变
因线路计划检修，

20kV向阳 541线:配
网工程计划定于2021
年12月8日8时30分
至 2021 年 12 月 8 日
12时00分停电，特此
通知

计划停电范围：
送桥镇天山居委

会、江苏润宇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江苏兴龙新
能源有限公司、江苏康
立特电气有限公司、扬
州市万达光电有限公
司、扬州虹光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江苏豪脉电
气有限公司、江苏神荣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中
标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鑫明亮电力发展
有限公司、江苏新思维
化学有限公司、扬州市
苏达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扬州市业昌助剂有
限公司、江苏京煦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扬州市
静妍鞋业有限公司、星
慧照明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江苏顺泰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高邮市联
科电子有限公司、扬州
市宇鑫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扬州市中信生物
发展有限公司、扬州市
湖西机动车检测有限
公司、江苏弘德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江苏尚今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赫
冉新能源科技(扬州)有
限公司、瑞澜光电集团
有限公司

因线路计划检修，
10kV轩桥 113线:配
网工程计划定于2021
年12月6日9时00分
至 2021 年 12 月 6 日
13时30分停电，特此
通知

计划停电范围：
陈庄村、一沟村、

陈庄村 1#、21#、25#、
26#、27#、32#变；一沟
村2#变；高邮市福兴微
耕机有限公司、高邮市
龙虬镇人民政府（路灯
中）、扬州欧星机械有
限公司、扬州润扬路面
工程有限公司、扬州市
福兴铝业制造有限公
司、高邮市秦邮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高邮市供电公司
2021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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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版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QQ：486720458

综合
新闻

2021年11月25日 星期四
辛丑年十月廿一

责 编：郭兴荣
版 式：纪 蕾

《高邮日报》、
“今日高邮”网站
法律顾问为江苏
金荣律师事务所

谢金荣律师。
电话：84655911

13705257609
地址：龙祥商业中心

内1-35号

我为群众办实事

全民阅读 书香高邮

遗失高邮市卸甲
镇花阳村农民用水户
协会银行开户许可
证 ， 证 号 ：
3210840121010000
029354，声明作废。

金跃春遗失道路
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 ） ， 证 号 ：
321084303319， 声
明作废。

作废声明

今日高邮APP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部令 第4号），现对高邮市汤庄镇
工业集中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
公示。

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纸质版可至我单位查阅（地址：高邮
市汤庄大道）；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及公
众意见表详见网页（http://gaoyou.
yangzhou.gov.cn/gyhbj/tzgg/

201809/
7530ae9700394132a1524509a406370
c.shtml）。征求范围为与本项目任何有
环保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

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
等方式，将填写完整的公众意见表反馈
至我单位（具体详见上述网页）。

发布单位：高邮市汤庄镇人民政府

高邮市汤庄镇工业集中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

法》，现对扬州新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年加工14万吨镀锌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第二次公示。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纸质版可至我公司查阅（地址：扬州市
高邮市S333与滨河路交叉路口往南约130
米）；征求意见稿电子版详见网页（http://

www.huanpingbao.cn/）。征求范围为
任何有环保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

自公告发布起十个工作日内，公众可
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
位或者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交书面意见。

发布单位：扬州新鑫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发布时间：2021年11月25日

扬州新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14万吨
镀锌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由高邮市政协主办，高邮市政协社会
法制和海外联络委员会、高邮市融媒体中
心承办的“我为高邮代个言”新媒体展示活
动，共征集到来自于各政协履职小组以及
个人与社会传媒公司报送的微视频作品37
件。现经评审出一、二、三等奖作品9件，
优秀作品奖10件，共计19件新媒体作品。
现将具体获奖作品公示如下：

一等奖（1名）：
《最亲最美是家乡》，政协委员法制外

侨民宗履职小组报送。
二等奖（3名）：
《周荣池——用文学为高邮代言》，周

荣池报送。
《我是方艺霖——我在高邮》，政协委

员城建履职小组报送。
《我用民歌为家乡代言》，政协委员文

艺新闻履职小组报送。
三等奖（5名）：
《好事成双在高邮》，政协委员城建履

职小组报送。
《双黄鸭蛋呱呱叫》，政协委员教育履

职小组报送。
《想带你回高邮 看高邮风光》，马棚街

道政协委员履职小组报送。
《“筷”步未来》，龙虬镇政协委员履职

小组报送。
《我为高邮代言——宜居宜业宜发

展》，高邮城南经济新区管委会报送。
优秀作品（10名）：
《红星闪耀 服务家乡》，政协委员法制

外侨民宗履职小组报送。
《创业热土 第二故乡——走进新时代

实现新作为》，卸甲镇政协委员履职小组报
送。

《我的家乡在高邮》，政协委员城建履
职小组报送。

《高邮是个好地方》，政协委员教育履
职小组报送。

《中国龙虬罗氏沼虾第一镇》，龙虬镇
政协委员履职小组报送。

《传承红色基因 续写奋斗精神》，高邮
镇政协委员履职小组报送。

《秦观故里 文化三垛》，三垛镇政协委
员履职小组报送。

《遇见本草在高邮》，高邮市中医医院
报送。

《幸福高邮 特殊园丁》，政协委员资源
环境履职小组报送。

《女企业家为高邮照明及机械加工业
代言》，政协委员工交履职小组报送。

2021年10月25日

关于“我为高邮代个言”新媒体展示活动评选结果的公示

我公司 2021 年 3月 20日办理的临泽
供电所新建生产用房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用字 321084202100008）、甘
垛供电所新建生产用房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用字321084202100009号)

遗失,现申请挂失。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高邮市供电分公司

2021年11月

申 请

近日，城南新区妇联组织开展电商实操提升培训班，采取“理论+实操”
的形式，就短视频拍摄、剪辑、发布，抖音直播账号认证、直播脚本写作、直播选
品、直播技巧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详细讲解，近50名电商从业者和创业青年参
加培训。图为活动现场。 王红 朱亚萍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翟高健 记者 赵妍东方）
“这是一件惠民的大好事，让我们基层群众也能享
受阅读的乐趣。”23日，市图书馆到菱塘回族乡分
别在回民实验小学、文昌社区和文化宫三个点开
展“一路书香”流动图书服务活动，该乡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工作人员曾亚萍参与活动后感慨道。

为倡导全民阅读，方便市民借还图书，推动文化
惠民服务不断深入，连日来，市图书馆“一路书香”流
动图书服务活动分别走进界首、菱塘回族乡，为当
地居民送去优质的图书和各类特色文化展览，让当
地居民直赞“涨知识”。接下来，市图书馆还将继续
深入全市其他乡镇开展“一路书香”活动。

据了解，市图书馆流动图书车里上架了1000
多种图书期刊，内容包括时事政治、人文地理、历
史文化、科学卫生、文学休闲等，供市民进行现场
办证借阅。 图书流动车里还配备空调、饮水机、
卫生间等设备，冬暖夏凉，阅读环境十分舒适。现
场，志愿者还为市民讲解图书馆功能和服务内
容，引导市民了解图书馆、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
馆，以发挥图书馆的最大功效。

市图书馆馆长张改美介绍，“一路书香”流动
图书服务活动是市图书馆常年开展的文化惠民、
文化服务进基层活动之一。该活动把公共图书馆
的服务范围扩展到了乡镇、学校和企业，深化了全
民阅读活动，全力打造“书香高邮”。

一路书香 一路悦读

流动图书服务打通全民阅读“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通讯员跃华 周坤 记者 维祥）近
日，233国道高邮超限超载检测系统建设工程
顺利通过交（竣）工验收，专门监控超限超载的

“电子警察”正式上岗执勤。该系统建成运行
后，233国道高邮段南北双向都有了超限超载
检测系统，科技治超手段得到进一步增强。

据了解，此次新建成的233国道高邮超限
超载检测系统包括主线动态称重、货车专用
道与电子抓拍、车牌识别、车貌抓拍、视频监
控、电子信息发布、供电与防雷、网络通讯、数
据业务处理等子系统。使用经费为扬州市公
路事业发展中心专项补助资金，建安费决算
总值423.89万元，工程于去年11月底进场实
施，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11月通过调试。

据了解，233国道高邮段治超系统初建于
2015年，起初仅在K1585+350设置了南向北
高速预检不停车称重系统，无法作为执法证
据使用。为应对设备原件的老化及科技治超
技术的迭代升级，2020年11月至2021年3
月，交通公路部门对原预检系统进行升级改
造，为该线查处南向北超限超载车辆提供了
执法依据。此次K1560+160北向南货车检
测专用通道和称重系统的建成，为当前非现
场处罚执法精度、执法取证提供了技术保障。

233国道治超“电子警察”上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