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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女儿告诉我，退休金又要
提高了，现在我和老伴的退休金加起
来，一个月就有 1 万多块呢。现在国家
的政策越来越好，我们老百姓生活真的
比以前好太多了。”见到记者，徐正田老
人就分享起了自己的喜悦。

谈到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徐正田却
用了“饥饿”这样一个词来概括。“自己
年轻的时候，兄弟姐妹 8 人，那时最深
刻的印象就是饿，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
时期，每天愁的都是吃什么。现在也愁
吃什么，不过是可供选择的实在太多
了，很多好东西都吃腻了。”

徐正田 1968 年参军入伍，3 年的
军旅生涯，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
记。“他现在还坚持着军人的一些习
惯，每天起床后都会把被子叠成豆腐
块，坚持手洗衣物。”徐正田的老伴田
素珍向记者说道：“我们年轻的时候，
也都是手洗衣物，那时候没有条件，现
在条件好了，家家都有洗衣机，可他依
然坚持手洗。”

田素珍和老伴一样，亲身经历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
化。田素珍任教席桥谢荡小学，在教育
系统工作了近 30 年，她对老百姓生活
水平的提高，有着深刻的感触：“我刚做
老师的时候，每当学校要收学费的时
候，会有好多学生先欠着钱，要等到家
里粮食卖掉以后才能凑足学费。后来我
们慢慢发现欠费的学生越来越少，临近
我退休的时候，就几乎没有学生不能按
时缴费了。”

“之前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区
别还是蛮大的，农民外出打工也不像
现在方便。如今除了种粮食，农民都有
了其他的收入渠道，今天也不用上交
公粮和农业税，国家又免除了学杂费，
学生家长自然变得轻松了。”徐正田补
充道。

“现在时代也不一样了，家长对孩
子的教育都很看重，前两年孙女读高中
的时候，我就在学校旁租了房子用来陪
读，孩子也成功考入南京师范大学读
书，如果我当年能有这个条件该多好
呀。”田素珍的话里，有着自豪，也有着
一些遗憾。

对于徐正田来说，“看病方便，看得
起病”是另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现在
去医院看病，只要输入名字，就有相关
信息显示出来，可以看到自己享受何种
优惠，还有先看病后缴费的方式，以前
真是不敢想象。”

“最重要还是现在日子过得好了，
老百姓们也看得起病，我爸患有慢性支
气管炎，病情严重的时候会到医院住
院，如果是以前，怎么会舍得呢。”徐正
田的女儿告诉记者，“我们家里还备着
氧气罐，供我爸随时使用。”

虽然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老人却显
得十分年轻。“自己退休了之后过得特
别充实，每天养养花、看看报、喝喝茶、
带带孩子，没有什么要操心的事，生活
那么幸福，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心情
好了，自然就年轻了。”徐正田如此向记
者说道。

“你更应该感谢的是国家。”田素珍
笑着对自己的老伴说道，“年轻的时候，
看着自己的父辈度过后半生，也曾想
过，今后的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可
是能过上这样的日子，真的超出想象。
这都是我们党领导得好，都应该感谢我
们伟大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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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9 日袁区老年大学近百名学员先后来到天
好大数据中心项目尧白马湖水厂尧凡之晟远大尧建筑
产业基地总部经济园尧文盛电子尧双环齿轮等地袁实
地了解我区部分重点项目尧 骨干企业生产运营情况
和城乡发展变化遥 朱士新 摄

融媒体记者 刘 蕾 周华翔

8 月 29 日上午，市委书记姚晓
东带队来我区专题调研高中教育工
作。市领导李森、周毅、王红红，区领
导徐子佳、张建闯、谈效艳参加活
动。

姚晓东一行察看了淮安中学校
园环境、教学装备、食堂伙食、住宿条
件等情况，听取学校发展情况介绍，
询问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听取大家对
高中教育的意见和建议。

目前我区共有在校高中生 14000

多人。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大力实施
教育强区战略，通过开展“政治坚
定、绝对忠诚、师德高尚、业务精湛”
主题教育活动，全力打造“学在淮安
区”品牌。高中红色教育全国知名，
高中课程改革省内外有影响，高考
成绩持续领跑全市，并获得了省中
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区、省
平安校园建设示范区、省社区教育
示范区等荣誉。

姚晓东对我区高中教育工作取
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说，近年来淮
安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连年增长，高

考成绩持续提升，这与教育部门的担
当作为、广大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密
不可分，充分展现了淮安教育人的担
当精神。

姚晓东要求，百年大计，教育为
本。淮安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投
入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兴办教育，
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要充分挖掘
潜力释放更多资源，加大优质高中
教育资源供给，推进高中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让更多的孩子圆高中梦
大学梦。

融媒体记者 刘 蕾 周华翔

8 月 29 日，区委书记徐子佳主
持召开区委常委会落实市委农房改
善专项巡察整改落实专题民主生活
会。区领导颜复、张建闯、宋建国、刘
震生、许国忠参加会议。区政协主席
关晓卫、副区长李晓旭列席会议。

3 月 28 日至 5 月 15 日，市委专
项巡察组对我区推进农民群众住房
条件改善工作开展了专项巡察。6 月
18 日，市委巡察办将专项巡察情况
向我区作了反馈。市委巡察组反馈意
见指出了我区推进农民群众住房条
件改善工作中存在的四个方面共 36
个问题，问题实事求是、客观中肯、切

中要害，为我区如期完成农民群众住
房条件改善任务找出了问题短板，指
明了努力方向。

会上，区委书记徐子佳代表常委
班子作对照检查。区领导颜复、张建
闯、宋建国、刘震生、许国忠、李晓旭
分别就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专项
巡察整改落实逐一进行个人对照检
查，并开展相互批评。

徐子佳强调，要扛起政治重任，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把握省委、市委
对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工作的最新
要求和精神，以更大的决心、更实的举
措、更硬的成效，全力以赴做好农民群
众住房条件改善工作。要聚焦问题整
改、狠抓工作落实，对每一个问题都要

做到不整改到位不放过、不取得应有
成效不放过，以较真促认真，以碰硬求
过硬，切实把农房改善工作向纵深推
进。要切实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及时
全面掌握农房改善工作的进展情况和
存在问题，准确掌握实际情况，找准靶
向，明确措施，务求实效。要切实扛起
做好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工作的政
治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
倾注更多精力、下更大气力，加强对各
条线农房改善工作的督促指导，为农
房改善工作顺利推进提供坚强保证。
要进一步完善职责清晰、各负其责、合
力攻坚的责任体系，学习先进经验，完
善工作思路，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
合力。

融媒体记者 刘 蕾 周华翔

8 月 29 日下午，区委召开十二届
常委会，专题落实农房改善专项巡察
整改工作。区领导徐子佳、颜复、张建
闯、宋建国、刘震生、许国忠参加会
议。区政协主席关晓卫、副区长李晓
旭列席会议。

会上，区农房办汇报了全区农房
改善巡察整改落实情况，提请常委会
讨论研究《关于推进农民群众住房条
件改善作专项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
报告》，《报告》针对市委专项巡察提
出的反馈意见，逐条明确了整改措
施，并得到了认真落实，常委会通过
了报告所阐述的内容。

区委书记徐子佳指出，市委开展
农房改善专项巡察以来，区委、区政
府高度重视巡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工作。反馈的 36 个问题，已经完成整
改 34 项，基本完成 2 项，整改完成率
94.4%。要以巡察整改为动力，进一步
深入谋划、细致安排，把巡察整改工
作做扎实、做到位，把农房改善工作
做得更稳妥、更有成效。

徐子佳强调，要把整改落实工作
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和重要政治任务
来抓，整改落实工作在区委常委会领
导下进行，大家要认真履行“一岗双
责”，对分管领域整改事项承担主要
领导责任，要亲自研究、亲自协调和
亲自督办。农房办、巡察办要按照巡
察工作要求，做好向党内通报和向社
会公开的“双公开”工作，每两个月向
市巡察办报送整改进展情况，每半年向市纪委监委汇报
一次整改情况。要继续深化巡察整改，对各镇街整改落
实情况进行检查督查,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确保问题
得到解决。农房办作为牵头部门、责任部门，要切实担起
牵头抓总、上下沟通的责任，要指导和谋划全区农房改
善工作。

徐子佳强调，整改质量必须过硬。各牵头领导和各
责任单位要以严肃的政治态度，迅速行动，联动实施。要
按照全省 7 月 23 日推进会精神和副省长费高云 8 月初
来淮调研座谈时的讲话要求，吃透政策口径，把握工作
重点，调整计划安排，确保工作方向和节奏与省市要求
高度契合，对每一个整改问题，都要坚持真改、实改、彻
底改，确保整改任务清仓见底，决不留尾巴、决不留后遗
症。

徐子佳强调，工作进度必须保证。要加快上半年已
经开工的项目的施工进度，加强质量监管，按照既定计
划抓好工程建设。要科学安排下半年的项目，抓紧推
动，确保 10 月份参加全市统一开工。各镇街要紧紧抓
住搬迁复垦工作，合理安排搬迁计划，突出阶段性工作
重点，抓好挂钩复垦和占补平衡。既要保证目标任务的
完成，也要考虑群众意愿和财力状况，保证把好事办
好、办实。

徐子佳强调，年度目标必须完成。要强化结果意识，
加强政策研究，围绕省定的目标口径，提早谋划，研究政
策，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全力以赴确保省定目标任务不
折不扣、全面完成。

融媒体记者 刘 蕾

8 月 28 日，区
委书记徐子佳带领

区公安分局、市监局、卫健委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到
朱桥镇、车桥镇、博里镇督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副区长彭凯参加活动。

徐子佳一行现场查看了朱桥镇一站式公共服务
中心、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卫生院，车桥镇农贸市场、
乡镇集镇、农贸市场新址；博里镇王庄居委会、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等场所，实地查看了解创建工作进展情
况，现场指出环境卫生、公共秩序等方面的问题。

朱桥镇集镇环境整洁，商户摊点整齐摆放，交
通秩序管理到位。徐子佳一边走一边看，对朱桥镇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中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他要
求朱桥镇进一步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和紧迫感，广泛
发动群众，营造浓厚氛围，提高当地群众的知晓率
和参与度。要按标准打造综合文化站，开展群众喜
闻乐见的各类活动，丰富乡村文化活动内容。要强
化监督检查，形成工作合力，努力建立文明创建的
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机制，有效解决突出问题，改善
群众生活环境，确保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取得实
实在在的效果。

在车桥镇农贸市场，徐子佳仔细地察看创建细
节问题，并与沿街商铺店主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
徐子佳说，文明创建工作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落实
到具体的工作中。 渊紧转第二版冤

融媒体记者 严曼曼

8 月 28 日，我区召开科技创新
奖励大会，江苏共创人造草坪有限公
司等 54 家荣获淮安区 2018 年度科
技创新奖励企业，累计获得奖励资金
896.33 万元。副区长黄沛江参加会
议。

2018 年,我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累计数 34 家，同比增幅 3.03%；大中
型工业企业和规上高新技术企业研
发机 构建有 率 95.1% ，同比 增 幅

6.97%；发明专利授权量 40 件，同比
增幅 81.82%；发明专利申请量 619
件，同比增幅 19.27%；全社会研发支
出占 GDP 比重 1.54%，同比增幅
21.26%；被省科学技术厅评为“2018
年度科技宣传工作成效突出区”，施
河现代教育体育产业园获批“中国产
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

黄沛江要求，在加强科技供给、引
领产业升级上聚力，积极培育推进高
企入库工作，瞄准战略必争领域和供
给侧短板，突出产业向中高端攀升核

心，引导企业加强研发投入，培育创新
型企业集群；在深化科技改革、激发创
新活力上聚力，深入推进科技领域简
政放权、优化服务改革，进一步放开市
场、放宽政策、放活主体；在完善平台
建设、加快成果上聚力，充分整合用好
已有的创新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换
的速度和效率；在营造良好生态、集聚
创新人才上聚力，加快完善激励创新
的政策体系，弘扬识才、爱才、用才的
风气，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人才生
活、创业和发展环境。

融媒体记者 王 丹

8 月 28 日，中国光大银行淮安主题信用卡发布会在
金陵国际酒店举行。区委副书记、常务副区长颜复参加
活动。

光大银行淮安主题信用卡以“情系伟人故里，光大
伟人精神”为核心主题，是继韶山主题信用卡之后发行
的又一红色主题信用卡产品，旨在更好地缅怀和思念敬
爱的周总理，更广泛宣传周总理精神，以淮安红色教育
基地的资源优势和影响力，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
归属感。同时结合中国光大银行的特色业务为广大客户
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为持卡人提供不一样的“红色”生活
方式。

颜复说，光大银行南京分行来淮安发行“光大淮安
主题信用卡”，将 560 万淮安人民与 20 万光大员工紧密
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既是支持淮安金融事业发展，助推
淮安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光大银行积极融入
淮安、扎根淮安、助力淮安发展的一个缩影。光大淮安主
题信用卡的发行，像一场及时雨，再次给我区的社会经
济事业注入了新的经济血液，随着该卡的发行推广，其
丰富的功能，也将惠及全区人民，提高和改善百姓的生
活质量。颜复希望全区各部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创造
优良的金融生态，大力支持光大淮安分行和淮安光大村
镇银行做大做强。共同携手努力，在淮安这片热土上创
造出更多更辉煌的成就。

市领导调研我区高中教育工作

徐正田：留存深情的记忆 收获幸福的当下
融媒体记者 朱士新

区委常委会召开农房改善专项巡察整改落实专题民主生活会

区领导推进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我区近 900万元奖励科技创新企业

中国光大银行淮安
主题信用卡发放

2019年 8月31日 星期六

综合·广告
责编：朱士新 版式：丁 颖4

投稿邮箱院xcznews@163.com地址院淮安区新城商务中心 12楼渊1208-1215室冤《淮安区报》编辑部 新闻热线院87030110

苏 通 卡 扫 码 免 费 领 ，轻 松 安 装 优 惠 行

1、全国科普日活动是自哪一年开始？（ ）
A.2000 年 B.2003 年
C.2008 年 D.2010 年

2、2、《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于（ ）颁布实施

A.2003 年 6 月 B.2002 年 6 月
C.2003 年 9 月 D.2002 年 9 月

3、2019 年全国科普日宣传主题是什么？
（ ）

A.“礼赞共和国、智慧新生活”
B.保护生态环境
C.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
D.创新驱动发展，科学破除愚昧
4、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 120 周年，纪念

这位中国航天工程的创始者、推动者，淮安市
人民政府决定立项研制和发射首颗中小学生
参与研制的环保科普卫星，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 12 时 12 分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搭乘

“长征 11 号”运载火箭顺利发射升空，8 分钟
后卫星进入轨道。这颗卫星的名称叫（ ）。

A.“淮安号”恩来星
B.“淮阴号”恩来星
C.“清江浦号”恩来星
5、每年的（）是世界环境日。
A、6 月 5 日
B、5 月 19 日
C、9 月 20 日
6、蜻蜓点水的真相是（ ）。
A、蜻蜓交配完后，以点水方式产卵
B、天气太热，以此方式降温
C、没任何意义
7、发现 x 射线的科学家是（ ）。
A、居里夫妇
B、贝克勒尔
C、伦琴
8、滥砍滥伐森林造成的主要危害是（ ）。
A、水源污染
B、空气污染
C、水土流失
9、我国将每年的（ ）定为中国水周。
A、3 月 22-28 日
B、6 月 12-18 日
C、9 月 2-8 日
10、排纵队时，如果后一位同学看到前一

位同学挡住了前面所有的人，就表示队伍排整
齐了，这主要是因为（ ）。

A、光速极大
B、光沿直线传播
C、光的反射
11、1999 年 9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授予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
贡献的 23 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两
弹一星”特指（ ）。

A、核弹、导弹、人造卫星
B、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
C、中子弹、氢弹、人造卫星
12、下列哪组动物危害最大（ ）。
A、臭虫、苍蝇、老鼠
B、鸡、蝴蝶、蜘蛛
C、猫、蚁、跳蚤
13、有些植物的生长方向似乎总是转向光

源，攀缘植物也总是顺着棚架向上生长。这就
是植物的向光性生长。植物向光性生长的主要
原因是（ ）。

A、光能加速生长素的合成
B、光加速了植物的光合作用
C、单侧光影响生长素的分布

14、下列不是空气成分的是（ ）。
A、氮气
B、二氧化碳
C、电石气
15、食用油倒在水中不会下沉，是因为

（ ）。
A、同体积的食用油比水轻
B、同体积的食用油比水重
C、一样重
16、水果在碰伤后，表皮和内部的薄膜“保

护墙”会破裂，趁虚而入并使受伤部位发生化
学反应而变黑的物质是（ ）。

A、氧气
B、二氧化碳
C、细菌
17、当我们打开电视机时，电能转化成了

（ ）。
A、光能和声能
B、光能和热能
C、热能和声能
18、新恒星的诞生是由老恒星分裂而产

生。（ ）
A、正确
B、错误
C、不知道
19、为何蜘蛛在蜘蛛网上行走不会被缠住

（ ）。
A、蜘蛛身体表面有特殊物质，可避免被

蜘蛛网缠住
B、蜘蛛网并非全部具有黏性，蜘蛛会避开

黏丝行走
C、蜘蛛有特殊的走动步伐，可避免被蜘

蛛网缠住
20、（ ）年世界上第一颗实战用原子弹在

广岛上空爆炸。
A、1935
B、1944
C、1945
21、猫头鹰睡觉的时间是（ ）。
A、早晨到下午
B、中午到晚上
C、傍晚到早上
22、雷击是有选择性的，以下哪类建筑物

不易遭雷击（ ）。
A 、高大建筑物
B、木质平房
C、野外的岗亭
23、声音是由物体振动引起的，物体振动

消失后，声音会消失吗（ ）。
A、会
B、不会
C、不一定
24、抗御强台风哪个选项是错误的（ ）。
A、船只回港避风
B、停课、停业，停止大型集会
C、去海边旅游
25、昼夜交替的原因是（ ）。
A、太阳的东升西落
B、乌云的遮盖
C、地球的自转
26、中国是继美国、俄罗斯之后世界第三

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我国的卫星
导航系统被命名为（ ）。

A、天宫
B、北斗
C、银河
27、英国科学家焦耳曾经是个永动机迷，

他对热功当量的长期研究，奠定了（ ）定律的
基础。

A、质量守恒
B、能量守恒
C、物质守恒
28、严重雾霾中的主要污染物包括（ ）。
A、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B、可吸入颗粒物、臭氧、一氧化碳
C、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甲醛
29、您认为手机在以下哪种使用情况下产

生的电磁辐射水平较高？（ ）
A、新买的手机使用时
B、用手机上网时
C、手机拨通后的瞬间
30、我国南北方自然分界线的河流是

（ ）。
A、长江
B、黄河
C、淮河
31、计算机病毒是（ ）。
A、一段致病的 DNA
B、隐藏在正常程序中的一段恶意代码
C、寄生在机箱中的蠕虫
32、测量水温的方法，哪个是错误的操作

（ ）。
A、手持温度计的上端
B、液柱不再上升或下降时读数
C、温度计下端要接触盛水容器底部
33、鲸鱼浮出水面喷水是为（ ）。
A、呼吸
B、观察水面情况
C、捕食
34、不能用开水煎中药的原因是（ ）。
A、开水会杀死植物性中药的有效细胞
B、开水会使淀粉和蛋白凝结
C、开水不能和中药溶合
35、在水中更容易发生毛细现象的是

（ ）。
A、塑料
B、铁丝
C、纸巾
36、食盐溶解在水中属于不可逆反应。（ ）
A、正确
B、错误
C、不知道
37、森林里的空气比较湿润，是因为树叶

进行了（ ）。
A、光合作用
B、蒸腾作用
C、蒸发作用
38、磁铁中吸铁本领最强的部分是在

（ ）。
A、中间和两端
B、中间或两端
C、两端
39、放射性射线一般是从哪里放出的

（ ）。
A、原子核
B、电子
C、正电子
40、能源按照是否可以再生，分为可再生

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下面属于可再生能源的
是（ ）。

A、太阳能
B、电力
C、煤炭
41、骆驼把水储存在（ ）。

A、驼峰里
B、胃边上的小囊里
C、胃里
42、地球仪上的白色代表（ ）。
A、大陆
B、平原
C、冰川
43、下列情况中，（ ）呼吸最快。
A、读书时
B、长跑后
C、散步时
44、下列物质容易溶解在水里的是（ ）。
A、木屑
B、洗衣粉
C、面粉
45、哪个节气到来时，北半球的白昼时间

最短（ ）。
A、春分
B、夏至
C、冬至
46、勺柄用金属比用木头的不容易烫到

手。（ ）
A、正确
B、错误
C、不知道
47、下列哪项不属于环境污染（ ）。
A、生物污染
B、食品污染
C、噪音污染

48、最早的人类与恐龙生活在同一年代。
（ ）

A、正确
B、错误
C、不知道
49、一切生命都起源于水，人体内的水分

一般占体重的（ ）。
A、20～30%
B、40～50%
C、60～70%
50、科学家公认（ ）是未来人类最合适、

最安全、最绿色、最理想的替代能源。
A、原子能
B、太阳能
C、风能
51、油料着火时，不能用来灭火的是（ ）。
A、干粉灭火器

B、水
C、沙土
52、江苏的海岸线长约（ ）千米。
A、18000
B、350
C、950
53、水面率指水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百分

比，江苏省的水面率大约为（ ）。
A、5％
B、13％
C、17％
54、月光不是很亮，但是依然包含着紫外

线，因此我们也会被月亮晒黑。（ ）
A、正确
B、错误
C、不知道
55、海市蜃楼是一种光学现象，是因为光

的（ ）而产生的。
A、折射
B、反射
C、漫反射
56、雨过天晴，空气中漂浮着很多微小的

水滴。这些小水滴起到了（ ）的作用，把太阳
光分解为不同色光，形成了彩虹。

A、凹面镜
B、三棱镜
C、凸透镜
57、地震时正确的做法是（ ）。
A、躲在车里不要出来
B、快速乘坐电梯下楼，逃到空旷地带
C、躲在桌子等坚固家具的下面，房屋倒

塌后能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
58、我国地表水水质分为（ ）类。
A、3
B、4
C、5
59、秋天树叶为何会变黄（ ）。
A、树叶停止制造叶绿素，其他化学色素

因此显现出来
B、树叶中的叶黄素增加
C、树叶失去水分变干
60、在下列哪位科学家的指导下，人们将

放射性用于治疗癌症（ ）。
A、爱因斯坦
B、居里夫人
C、奥本海默

淮 安 区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知 识 有 奖 竞 赛
为大力弘扬科学精神袁广泛普及科学知识袁全面提升全区公民科学素质袁区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在全区范围内

组织科学素质知识有奖竞赛活动遥 请参赛者将 60 道单选题答案序号填写在答题卡上袁并于 9 月 6 日前将答题卡报送或邮
寄至区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渊区科协冤遥 地址院淮安区西长街 97-2 号袁电话院85912951遥

有奖竞赛试题答题卡
姓 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渊请在括号中填上正确答案的序号冤
1（ ）2（ ）3（ ）4（ ）5（ ）6（ ）7（ ）8（ ）9（ ）10（ ）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