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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朴小燕 记者 孔令玲）记者近日
从市科协了解到，我市文体公园安全文化体验馆被评
为2022年扬州市科普教育基地，有效期限为2022年
至2026年。目前，我市已有15家单位获得扬州市级
教育基地称号，有效期内省级科普教育基地1个、扬州
市级科普教育基地7个。

高邮文化体育休闲公园是我市城市中央公园的
核心项目，也是集体育训练、比赛和全民健身、文化娱
乐、休闲旅游、科学普及于一体的城市现代化综合性
公共科普活动场所。位于其内部的文体公园安全文
化体验馆馆内面积约520平方米，馆外面积约2000平
方米，设有10大展区，涵盖个人安全、群体公共安全、
生活安全、生产安全、消防安全等多个方面。体验馆
内有从3D漫画到视频展示、从单人到多人协同、从纯
展示教育到实战协作等多重体验形式，可让群众了解
学习到不同情况下的安全知识。

我市再添1个扬州市级科普教育基地

为压降道路交通事故，提高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等
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高邮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决定启用10套监控设备抓拍驾乘电
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非机动车逆向行驶、非机动车不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等交通违法
行为。安装位置如下：

1.文游中路与琵琶路交叉路口南约100米处；
2.文游中路与通湖路交叉路口北约100米处；
3.通湖路与屏淮路交叉路口西约100米处；
4.通湖路与珠光路交叉路口东约50米处；
5.秦邮路与珠光路交叉路口西约100米处；

6.秦邮路与金桥北路交叉路口东约100米处；
7.海潮东路与文游中路交叉路口东约100米处；
8.海潮东路与珠光路交叉路口东约100米处；
9.屏淮路与海潮东路交叉路口北约100米处；
10.屏淮路与泰北路交叉路口南约100米处；
上述交通违法行为经采集、核实后，将对违法人实施处罚并通报到所在单位、社区。
上述监控设备自2022年12月5日启用。

高邮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2年11月24日

关于启用监控设备抓拍交通违法行为的公告

经有关部门批准，扬州科丰高新产业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定于2022年12月2日下午 3:00 在扬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网站对以下房产进行网上

公开招租：见附件。具体招租细节及要求请参见招租单

位招租公告（公告发布网址：http://ggzyjyzx.yang-

zhou.gov.cn/gyfzx/ 产权交易）。

有意者请于2022年11月30日下午4：30前完成在

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网站（http://

ggzyjyzx.yangzhou.gov.cn/gyfzx/）交易响应方登入

注册报名，缴纳保证金（注：非工作时间不进行资格审

核；提交资格审核时间：2022年11月30日上午11:00

前，超过时间提交资格审核的，资格审核不通过。保证

金缴纳时间：2022年11月30日下午4:30前进入指定

账户，超过时间缴纳保证金的，不赋予竞价资格）。

保证金账户：账户名称：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高邮分中心，开户行：江苏高邮农村商业银行屏淮支行，

账号：3210840361010000020998。缴纳保证金时请

务必使用注册账号时所使用的银行卡缴纳，并请备注保

证金缴纳码。

标的展示时间：2022年 11月22日至11月30日
（节假日除外）

单位地址：高邮高新区林禾科创园1号楼
咨询电话：13801448077（田先生，招租单位）
0514-84394986、0514-84363778（崔先生，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高邮市海潮东路997号，高邮市政
务服务大厅四楼 406室 ）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汤先生）

扬州科丰高新产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2日

公房出租公告

经有关部门批准，高邮市粮食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定于2022年 11月

29日下午3:00 在扬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高邮分中心网站对以下房产

进行网上公开招租：

具体招租细节及要求请参见招

租单位招租公告（公告发布网址：

http://ggzyjyzx.yangzhou.gov.

cn/gyfzx/ 产权交易）。

有意者请于2022年 11月 24日

下午4：30前完成在扬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网站（http://

ggzyjyzx.yangzhou.gov.cn/gy -

fzx/）交易响应方登入注册报名，缴纳

保证金（注：非工作时间不进行资格

审核；提交资格审核时间：2022年11

月24日上午11:00前，超过时间提交

资格审核的，资格审核不通过。保证

金缴纳时间：2022年11月24日下午

4:30前进入指定账户，超过时间缴纳

保证金的，不赋予竞价资格）。

保证金账户：账户名称：扬州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开户

行：江苏高邮农村商业银行屏淮支

行 ， 账 号 ：

3210840361010000020998。 缴 纳

保证金时请务必使用注册账号时所

使用的银行卡缴纳，并请备注保证金

缴纳码。

标的展示时间：2022年11月16
日至11月24日（节假日除外）

单位地址：高邮市通湖路103号
咨询电话：0514-85081806（石

先生，招租单位）
0514- 84394986、 0514-

84363778（崔先生，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 地址：高邮市海潮东路997号，高
邮市政务服务大厅四楼 406室 ）

财 政 局 监 督 电 话 ：0514 －
84610773（汤先生）

高邮市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1月16日

公房出租公告
经有关部门批准，高邮市城运基础设

施服务有限公司定于2022年11月29日上

午9点30分在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高邮分中心网站对以下资产进行网上公开

招租：高邮市盂城南路9号停车场，面积约

1000㎡，租金参考价5万元/年，租期三年，

租金一次性交清，竞租保证金2万元；具体

招租细节及要求请参见招租单位招租公告

（公告发布网址：http://ggzyjyzx.yang-

zhou.gov.cn/gyfzx/ 产权交易）。

有意者请于2022年 11月 24日下午

4：30前完成在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高 邮 分 中 心 网 站（http://ggzyjyzx.

yangzhou.gov.cn/gyfzx/）交易响应方登

入注册报名，缴纳保证金（注：非工作时间

不进行资格审核；提交资格审核时间：

2022年11月24日上午11:00前，超过时

间提交资格审核的，资格审核不通过。保

证金缴纳时间：2022年11月24日下午4:

30前进入指定账户，超过时间缴纳保证金

的，不赋予竞价资格）。

保证金账户：账户名称：扬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开户行：江苏高邮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屏 淮 支 行 ，账 号 ：

3210840361010000020998。缴纳保证

金时请务必使用注册账号时所使用的银行

卡缴纳，并请备注保证金缴纳码。

标的展示时间：2022年11月16日至
11月24日（节假日除外）

单位地址：高邮市盂城南路10-1号
咨询电话：13773300882（秦先生，招

租单位）
0514- 84394986、0514- 84363778

（崔先生，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高邮市
海潮东路997号，高邮市政务服务大厅四
楼 406室 ）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
（汤先生）

高邮市城运基础设施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6日

公房出租公告

序号 资产名称 详细地址 面积（M2） 租赁期限
年租金参考价（万

元/年）
租金收取方式 竞租保证金（万元）

1 办公用房 三垛镇二沟所原二沟粮油经营公司 约17302 5年 45 一年一清 10

2 门面房
高邮市通湖路103号西侧1、2、3号

（原绿源电动车）
约80 5年 5.5 一年一清 2

3 门面房
高邮市通湖路103-东侧4、5、6号

（原永久自行车）
约100 5年 5.5 一年一清 2

本报讯（通讯员 管赛男 记者 文正）
“谢谢你们！让你们费心了！”近日，在临
泽镇营西村村民黎业忠家中，他不住地
向帮他办理残疾补贴的网格员黎月道
谢。如今，网格员上门代办已成为我市
各村（社区）常态，这是我市积极推进“网
格+代办”双融合的一个缩影。据了解，
今年1至10月份，我市共实施村（社区）
代办服务5433件。

为进一步提升审批服务便利化水
平，今年以来，我市在全域推广村（社区）
代办帮办服务，13个乡镇（园区）的220
个村（社区）均设置了代办服务专窗，明

确240名村级代办员，并印发了村（社
区）公共服务和代办帮办两张清单，推动
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同时，我市还深
化网格服务管理工作，创新基层便民服
务模式，健全村（社区）治理机制，在全市
推动形成“群众点单、网格代办”的新型
便民服务渠道；结合我市实际制定《高邮
市“网格+代办”两员融合工作实施方
案》，由市政务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指挥中心联合牵头，统筹推进“网格+代
办”两员融合工作，在原有886名网格员
中择优甄选、合理配备，将符合条件的村
（社区）网格员“转型升级”为网格代办

员，并吸纳党员、志愿者等群体，扩大组
建一支综合素质较高的网格代办员队
伍，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为提升网格代办员的业务水平，我
市还启动了代办帮办人员培优工程，在
多个乡镇（园区）开展专项业务培训，打
造了一支“能办事、会办事、办成事”的帮
办代办服务队。在此基础上，我市各乡
镇园区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创新工作方
式方法，真正发挥网格员熟悉情况、服务
精准的优势，将服务的触角前移到村（社
区）、下沉到网格、延伸到村民家中，变

“群众跑”为“我来跑”。

变“群众跑”为“我来跑”

“网格+代办”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 本报讯（通讯员 王健 记者 孔令玲）记者23日从
市文广旅局了解到，近日，国家版权局公布了2021年
度查处重大侵权盗版案件有功单位和有功个人名单，

“江苏高邮张某销售侵权盗版图书案”专案组成员贾正
松等5人荣获“2021年度查处重大侵权盗版案件有功
个人（第一批）”称号。

2021年，市文广旅局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接群众举报，有无证游商向某中学销售教辅材料。接
到举报后，市文广旅局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立
即组织执法人员进行立案调查。经查，当事人未取得
出版物销售资质，所售出版物经鉴定为侵权盗版图
书。经进一步调查取证，最终市文广旅局文化市场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对其做出没收侵权盗版图书、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相应罚款的行政处罚。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严厉查处各类侵权盗版行为，有效维护了著作权人
合法权益，有力提升了全市版权保护水平，让尊重版
权、保护版权的意识更加深入人心。今年，我市还制
定、印发了关于强化《我市“扫黄打非”护苗宣讲员队伍
和宣讲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扎实开展“护苗2022”专
项行动。市文广旅局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紧紧
围绕净化校园周边出版物市场环境、网络文化环境等
重点任务，扎实开展“扫黄打非·护苗”专项行动，对校
园周边出版物市场开展集中专项治理工作，严厉打击
销售非法出版物等违规行为，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
造了良好社会文化环境。

5人获国家版权局表彰

近日，龙虬镇东角村巧
用农家书屋阵地，积极开展
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党员
和群众聚在一起，畅谈学习
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感悟和体
会。图为活动现场。

居煊孔令玲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潘振洲 记者 东
方）职业健康体检是保障劳动者身心健
康，防治职业病的重要手段。近日，我市
首家职业健康体检中心在开发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投入运行。

据悉，职业健康体检中心检查对象
是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劳
动者，如接触粉尘、噪声、高温、辐射、化

学毒物等等。检查项目根据劳动者接
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按照《职业健康
监护技术规范》（GBZ188）确定，不同的
工种、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不同，体
检的项目也不同。其中噪声环境作业
必检项目为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血
清ALT、纯音听阈测试；粉尘环境作业
必检项目为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血

清ALT、后前位X射线高千伏胸片或数
字化摄影胸片（DR胸片）、肺功能；高温
环境作业必检项目为有甲亢病史可检
查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4）、血清游离
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促甲状腺激
素（TSH）；化学毒物环境作业必检项目
为血常规、尿常规、血清ALT、心电图、
肝脾B超。

市卫健部门提醒，开发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已正式投入运行，有需要的企
业、个人可前往咨询、预约。

开发区职业健康体检中心投入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