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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南京华瑞宠物用品有限公司股东会于

2018年5月11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
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喜 联系电话：025-
52782862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利源南路 8 号
邮编：211100

公司清算组
2018年5月14日

泰州水文应急演练进入实战状态
本报讯（刘素云）为切实做好2018年度

水文防汛测报工作，近日，泰州水文分局开展
抗洪应急监测演练，以实战状态备战主汛期。

演练模拟泰州城区发生洪涝灾害，泰州
（周）站水位超4.00m，且呈快速上涨趋势，为缓
解涝情，省防汛防旱指挥部紧急调度高港枢纽
开机排涝，泰州分局承担应急排涝期间量质同
步监测任务。演练启动后，应急监测组兵分三
路奔赴监测断面开展量质监测。各监测人员根
据指挥部指令恪尽职守，以半小时一次的频
率持续监测，最终圆满完成了应急监测任务。

沭阳农商行召开青年员工座谈会
本报讯（胡玲玲）近日，沭阳农商银行

在书吧召开青年员工座谈会。参会的30多
位青年员工来自基层网点柜员、客户经理、信
贷中台、支行长、机关部室总经理等多个工作
岗位及总行团委班子成员。

会上，客户经理严波就员工的心里疏导、
心理辅导、定期开展岗位培训提出建议；胡集
支行柜员袁野提出柜员每周可抽出一定时间
出去与客户交流，服务客户与客户拉近距离；
客户经理葛峰提出要多开展一些文娱活动，
成立多种形式的兴趣小组，定期举办活动。
与会青年踊跃发言，结合本职工作实际，抒发
自己的工作感受和对企业的热爱与期望，还
就文明服务、手机银行、产品创新、成立VIP
客户室等多项问题提出思考和建议。

遗失/公告

●遗失南京市栖霞区杨
光化妆品折扣店营业执照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
320113600265507，经营者：
杨光，声明作废。

●经营者杨光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320113600496471，声明作
废。

●遗失海州区路南社区
张字坊鸭血粉丝店营业执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320705600558778，正本编
号 ：
320705000201611100027，
声明作废。

●遗失陈启香身份证，
证 号 ：
341181197405125026，声明
作废。

●遗失董开山身份证，
证 号 ：
342321197408275017，声明
作废。

●遗失南京蓝天劳务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913201113024440536，
声明作废。

●遗失海州区路南社区
恩梅信息咨询服务部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320705600005002，正本编
号 ：
320705000201603300038，
副 本 编 号 ：
320705000201603300192，
声明作废。

●遗失连云港汉合金科
贸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现声
明作废。

●遗失常熟市支塘镇雪
刚布行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320581600445033，正
本 编 号 ：
320581000201311290058，
副 本 编 号 ：
320581000201311290059，
声明作废。

●遗失丹徒区谷阳镇芳
草园农业生态园营业执照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
321121600192422，正本编
号 ：
321121000201204260055，
副 本 编 号 ：
321121000201204260057，
声明作废。

●遗失惠山区阳山镇徐
秋琴快洁菜摊营业执照正副
本 ， 注 册 号 ：
320206600247532，正本编
号 ：
320206000201103290025，
副 本 编 号 ：
320206000201103290049，
声明作废。

●遗失无锡荣轩自动化
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
本 ， 注 册 号 ：
91320204087867853H， 副
本 编 号 ：
320213000201706160155，
声明作废。

●遗失无锡市羚爵车业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2056638098638，声明
作废。

注销公告 宜兴市盛友
橡塑制品有限公司股东会于
2018 年 5月 15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公司清
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
公告。
联系人：王萍 联系
电话：13771365518
宜兴市盛友橡塑制品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5月15日
注销公告 无锡建华机

床附件营销有限公司股东会
于2018年 5月 15日决议解
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公司
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
此公告。
联系人：黄建中
联系电话：13814291658
无锡建华机床附件营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5月15日
注销公告 宜兴市紫藤

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股东
会于2018年 5月 14日决议
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公
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再军
联系电话：13801530526
宜兴市紫藤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5月14日
注销公告 江阴大美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于2018
年5月15日决定解散公司，
并于同日成立公司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中一
联系电话：15850387884
江阴大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5月15日
注销公告 常州赞雁弘

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于 2018
年5月14日决定解散公司，
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
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司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周彩庚
联系电话：13601596739
常州赞雁弘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4日
减资公告 根据2018年

5月 15日股东会决议，江阴
市东华防腐防水工程有限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200万元
减至50万元，现予以公告。
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担保。
江阴市东华防腐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5日

本报讯（吴文龙 周示行）近日，常
州2018第18届中华全国集邮展览在常
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当天发行的邮展纪念邮资明信片，设
计者为宋秋萍、邢文伟，由北京邮票厂印
制。明信片以本届展览的标志为主体元
素，附图以常州国际会展中心和体育馆为
主体，把常州标志性建筑天宁宝塔和淹城
遗址装饰成邮票的形状，巧妙地由会展中

心飞出。本届邮展特供张采用《美丽中
国》普通邮票中的“兴义万峰林”和“石嘴山
沙湖”两枚制做，特供版张边饰，展现的是
常州标志性建筑物常州大剧院、天宁宝塔
和常州恐龙园。

本届邮展以“百年邮展 魅力龙城”为
主题，展期将设立“致敬·百年邮展纪念日”

“传承·集藏文化日”“发展·青少年集邮日”
3个主题日，以致敬邮展百年历程。

南烟获“全市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本报讯（刘楠）日前，江苏中烟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南京卷烟厂获得“2017年度全市共青
团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王风获得“2017年
度全市共青团工作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去年，南京卷烟厂团委带领全厂青年员
工深化改革、锐意创新、真抓实干、戮力前行，
分别在青年思想引导、平台搭建、评优创新、
品牌打造、基础团务等工作领域取得成效，为
服务党政建设工作及企业中心工作壮大了青
春队伍、输送了青春思潮、积聚了后备力量，
取得了上级团组织的肯定。

专刊
gong hui zhuan kan

··素质提升素质提升工会

本报讯（通讯员 丁玉琴 记者 赵叶舟）
昨天下午，扬州志愿者、自由职业者王永在
南京中大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他成为我省
第64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涉外捐献第36
例，也是我省志愿者首次对德国患者捐献。

王永今年45岁，当过兵，开过汽车租赁
公司，如今从事空调维修等工作，性格开朗、

勤劳好学、乐于助人。“献血对身体没有影
响，捐献造血干细胞也不会有影响。”原来，
王永多年来一直进行无偿献血。在2011年
5月献血时，他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
2017年9月，他接到市红十字会的通知，说
他与德国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问他愿

不愿捐献时，他二话没说，就“愿意”两个
字。高分辨检测与患者HLA(白细胞表面抗
原)完全相合，全身体检也全部合格，远在德
国的移植医院通过德国骨髓库发来了移植
计划，通过二国骨髓库的密切配合，王永的
造血干细胞将在明天输送到远在德国的白
血病患者体内，重建对方的造血免疫功能。

“真的没想到，我可以跨国救一个生命，
这真的是一种奇妙的缘分。”王永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我省向美国、英
国、韩国、意大利、希腊、新加坡等11个国
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患者捐献了造血干
细胞，总捐献数和涉外捐献数均在全国位
居前列。

我省志愿者为德国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记者 鲍晶）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通
上高铁，传统的客运班线运营面临转型升级。记
者昨天从省物价局获悉，《江苏省汽车运价规则》
第二次征求公众意见。其中最令人关注就是将
放开与与高铁同线的长途客车班车票价，涉及到
约有100多条客运班线。按计划这一新规将于
今年下半年正式实施。

据了解，目前我省的长途客运班线基本都
实行政府指导价。新规则保留了道路班车客运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大原则，放开票价的主要有
3类：一类是部分与高速铁路平行的跨省、设区
市道路班车客运，因在高铁竞争下线路逐步萎
缩，这部分线路为释放活力将实行市场调节价，
由企业自行制定价格；第二类是跨省、设区市机
场专线班车客运票价实行市场调节价；第三类
是卧铺客车、乘用车（不超过9座）、包车（含旅

游）以及按规定开展的定制类道路班车客运实
行市场调节价。

新规征求意见稿还简化了执行票价的核价
程序。新规要求，实行政府指导价的道路班车
客运，由价格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权限核
定“最高票价”，道路客运经营者在“最高票价”
的范围内制定“执行票价”。执行票价可按政府
核定的最高票价执行，也可按一定的幅度下浮。

随着网络、手机购票等多种售票方式出现，
退改签方式也有变化。征求意见稿写道，旅客
购票后，因故不能乘车，需要退票的，按《江苏省
汽车客运站收费实施细则》规定退票。旅客购
票后，需要改变乘车时间、车次的，在不变更起、
讫站的前提下，可在起点客运站售票窗口或经
客运站授权的购票网站免费改签一次，改签时
间应不晚于发车前30分钟。

本报讯（记者 徐嵋）“吃了半年加碘盐，我
就查出了甲状腺结节。”“查出结节后，我家就
开始吃无碘盐了。”近年来，随着甲状腺结节甚
至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升高，朋友圈里的“恐碘”
论也越传越盛。真的是加碘盐导致甲状腺疾
病高发？江苏人到底应该吃什么盐？昨天是
我国第25个“防治碘缺乏病日”，在我省多部门
联合举办的宣传咨询活动现场，江苏省疾控中
心地方病防制所副所长王培桦表示，甲状腺疾
病高发与加碘盐无必然联系，江苏大部分地区
属于轻度缺碘地区，食用碘盐可以满足人体的
碘营养需求。

王培桦介绍，碘是人体必需的一种营养
素。一旦缺碘，轻则导致无力、易疲劳，严重的
还将影响胎儿和0-3岁婴幼儿脑发育，引起呆
小症；青少年及成人缺碘可引起甲状腺肿大，
即俗称的“大脖子病”。

据了解，江苏大部分地区，包括南京在内
属于轻度缺碘地区，因此居民需要长期从每日
膳食，尤其是碘盐中补碘。调查表明，即便是
海鲜丰富的沿海地区，营养和生活水平较好的
大城市同样存在碘缺乏的风险。“除高水碘地

区外，碘盐对人体碘的平均贡献率达84.2%，各
类食物为13.1%，饮用水为2.7%。也就是说，
如果不吃碘盐，有80%以上的可能性会缺碘。”
王培桦说。

近些年，甲状腺疾病检出率持续上升，有
不少人怀疑是加碘盐吃多了。对此，王培桦表
示，甲状腺疾病的高发与人们体检意识的增
强、彩超分辨率的提高有很大关系，也有精神
压力、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因素，与是否食
用加碘盐无必然联系。“国内外资料表明，近年
来，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否采取补碘措施，无
论碘摄入量是增加、稳定或下降，甲状腺疾病
的发病率都是上升的。”

当然，也有一些人群不宜吃碘盐，比如甲亢、
甲状腺炎等疾病患者，因治疗需要遵照医嘱不食
用或者少食用碘盐。此外，江苏省徐州市丰县、
沛县两县及铜山、睢宁、邳州的部分乡镇属于高
水碘地区，这些地区居民每天从饮水和食物中已
经得到了较高剂量的碘，也不宜吃碘盐。

业内专家提醒，普通人群每人每天摄入碘
盐5到10克，就可以满足人体的生理需要，碘
不足或者碘过量都会导致甲状腺问题。

本报讯（记者 万森）近日，司法部
召开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江苏省
20个先进集体、26名先进个人被司法部
通报表扬。

记者了解到，江苏省共有各类人民
调解委员会32873多个、人民调解工作
室1942个，在13个中级法院、199个基
层法院和法庭、89%的公安派出所建立
了调解工作室，初步形成具有江苏特色
的人民调解组织体系。全省共有专兼

职调解员12.5万名，其中医患纠纷、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等领域人民调解
员3700余名，2013年以来共化解矛盾
纠纷200余万件，其中医患、交通等领
域纠纷 52.6 万件，防止民转刑案件
5000余件，有效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将加快
推进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全覆盖转型增
效，发挥人民调解在纠纷多元化解中的
基础作用。

江苏百余条与高铁同线长途班车票价拟放开

加碘盐导致甲状腺疾病高发？
疾控专家：无必然联系

江苏20个集体、26名个人获司法部通报表扬

第18届中华全国集邮展览在常开幕

“五一”前夕，镇江荣德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的“朗读者”活动如期举行。工会活
动室读书声朗朗，职工们通过朗读分享精
彩生活。据了解，今年3月以来，该企业职
工文化艺术节活动丰富多彩，“微马拉松”、

“读书角”、“朗读者”等陆续开展。
东北姑娘张美兰在公司工作了8年，

她说：“这里就是我的第二个家，是我梦想
起航的地方”。正是企业浓郁的文化氛围，
让张美兰的文艺梦想得以施展。她是工会
活动的积极分子，还身兼工会通讯员，她总
会在微信朋友圈第一时间展示单位活动，
还吸引了一些人为此跳槽而来。

据了解，该企业工会每年年初根据员
工的不同年龄层次、岗位类别来排定年度

活动计划。企业成立了读书、摄影等10个
文体协会，由职工来推选协会主席，年底评
出“年度最受欢迎协会”予以表彰奖励。目
前全公司80%的职工都加入了自己喜欢的
协会，会员最多的协会已达100余人。

在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素质
提升工程又是另一番模样。“我们与客户接
触，不仅要深谙产品性能，更要掌握与人沟
通的技巧，周末我搜集了一些沟通案例视
频，待会大家一起来学习分享下。”在每周
一的例会上，车间主任王琴都会确定一个
主题。作为扬中首届“金牌员工”，王琴在
管理团队方面也是游刃有余。她说自己初
进企业时只是一名普通工人，通过勤学苦
练成长为技术骨干，走上车间主任岗位。

中专毕业的她渴求提升学历、增加自信。
2015年企业提出学历提升战略，王琴激动
不已，第一时间提交申请，成为第一批学
员。她利用周末全面充电，终于在去年9
月拿到大专文凭。

据公司工会主席王彦华介绍，该企业
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提出了员工
素质提升两步走战略。一是全员学历提升
战略，实现员工大专学历100%，通过补贴
学费、提升薪酬的手段激励员工主动学习；
二是骨干培养战略，企业与北京邮电大学
签署教学协议，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我
们致力于打造学习型企业，培养知识型职
工，提升员工与岗位的融合度，为企业长足
发展服务”。

在扬中，像这样注重职工素质提升的
企（事）业单位还有很多。市总一方面鼓
励他们结合实际各自开展工作，另一方
面联合相关部门为他们送培训、搭平台、
给扶持。今年年初，市总发放《关于职工
会员文化普惠活动的调查问卷》2000余
份，根据职工需求开设书法、绘画、舞蹈、
摄影等课程。前不久，市总下发《推进高
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意见》，
从政策上加大对职工创新创业的扶持，
使其发展有空间、上升有通道、待遇有保
障、培训有条件、创新有动力，旨在打造
全市高素质的职工队伍，把广大职工的
创新激情和创造活力转化为推动企业发
展的强大动力。

扬中市总拉动职工素质提升引擎
通讯员 郭又菁 陈娟 记者 范翊

本报讯（记者 朱波 通讯员 刘
璐）昨天是国际家庭日，南京市科教
卫体工会联合会举行全系统女职工

“好家书家训家风”表彰和宣传展示活
动。现场10个优秀获奖家书、家训和
家风故事作品宣传展示，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一个个扣人心弦、催人泪下的
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梦醒了，仍要继续努力生活。
如今我顺利完成学业，如愿走进了省
人医的护理岗位。我会珍惜每分每
秒，保护好妈妈，好好服务病人，相信
这也是您希望看到的……”省人民医

院护士李小淅写给已故父亲的家书，
情真意切，充满女儿对父亲怀念，经
江苏广播《林杉声音杂志》主持人姜
林杉的深情朗读，深深打动了现场近
200位观众的心。

此次“好家书家训家风”宣传展
示，分别以配乐朗读、歌舞表演、情景
剧、书法展示等形式进行。南京市科
教卫体工会联合会主席唐医文告诉记
者，今年以来，南京市科教卫体工会在
全系统女职工中开展的“好家书家训
家风”征集评选活动，得到所属各基层
工会的积极响应，女职工踊跃参与，活

动影响大、参与范围广，取得丰硕成
果。活动共收到基层工会选送的家书
1443封、家风故事316篇、家训610
条。通过系统专家评审，产生了家书一
等奖10篇、家风故事一等奖5篇、家训
一等奖5条，以及优秀组织单位27家。

唐医文表示，这些作品让大家再
次深切感受到家书非同寻常的意义
和感染人心的力量，“特别是家书中
蕴含了女职工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的精神，俭朴持家、尊老爱幼的品质，
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境界，都让人
感动、令人敬佩。”

南京女职工“好家书家训家风”展示感动观众

本报讯（记者 周新林 通讯员 花红斌 徐能如）灌南县
总工会针对县域农民工及在县外务工农民工的实际，认真
研讨，扎实谋划，不断创新，坚持推行体验、听证、帮扶、培
训“四个工程”，不断提升农民工的综合素质，让他们工作
生活的更有自尊。

体验工程，提升自理自信自强能力。联合园区、人社、
乡镇安排农民工到县内需要招工的企业参观，让他们不再

“孔雀东南飞”;安排参观县内企业,感受家乡巨变,提供优
惠条件,欢迎返乡创业。举办农民工创业论坛，请农民工
谈创业经验、话创业艰辛、说打工趣事，道成长喜悦，让他
们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安排文艺演出，让农民工参与演
出，传递正能量，展示新时代农民工风采，不断提升他们自
信自强能力。

听证工程，提升学法用法守法意识。根据县域农民工
的实际情况，为他们进行维权“听证”帮扶；联合杭州下城
区总工会，召开务工人员座谈会，听取他们对两地工会的
呼声、建议，举办工资协商谈判员、法律维权信息员、新市
民宣传员等培训班，争做新时代学法用法守法的农民工。

帮扶工程，提升爱人帮人助人情怀。对困难农民工家
庭进行逐一登记，举行农民工家庭互访活动，提高农民工
沟通协调能力；为困难农民工送过年大礼包，开展困难农
民工子女金秋助学、困难农民工医疗救助活动；举办有农
民工及其子女共同参与的趣味游戏活动，让农民工学会助
人为乐。

培训工程，提升创业就业干事业底蕴。联合有关部门
利用职工书屋、农家书屋为农民工学习提供场所，开展读
书征文比赛、送法到基层，组织部分书法爱好者义务为农
民工写春联，举行系列文体趣味活动；联合有关部门安排
养殖、缝纫、家政、电商、电焊、农业科技、叉车驾驶、书法等
一系列培训活动，提升创业就业底蕴。去年全县就有183
位农民工创业，3457位农民工就业。

本报讯（记者 徐军霞 通讯员 祝璐璐）技术工人
待遇提高如何落到实处？江苏海阳化纤有限公司通
过自主评聘高等级技能型人才的形式在泰州率先实
现破题。近日，在该公司庆祝“五一”节大会上，公司
工会向经前期考评选拔的2名首席高级技师、9名高级
技师和6名技师颁发聘书，以此提高他们的福利待遇。

该公司这次评聘的首席高级技师和高级技师是
由企业内部自主评审后聘用的。受聘职工有的在消
化进口技术、解决设备疑难杂症上有特长；有的在小
改小革、节能降耗、稳产提质创新项目实施上有能力；
有的在发挥“传帮带”培育新人上作用突出。“企业和
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技能型人才，打造一支高
水平的技能型人才队伍是公司快速发展的保障。”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陆信才说，以往高级技师只能参
加省里组织的统一考评，通用型的专业考试并不能体
现他们的学识水平和能力，不少人在学历、年龄以及
理论考试和论文写作上也面临很大障碍，而且省里也
很少组织类似评审，等待的时间漫长。技师们平时工
作任务繁重，作出的贡献大，理应有更好的地位和待
遇。公司从实际出发，内部组织评审，提高他们的地
位和待遇，为更多的技能型人才打开成长通道。

据了解，目前，该公司在检维修各级系统技术工人
中已有5位江苏省首席技师，3位泰州市首席技师，3个
泰州市技能大师工作室，144人取得技师及以上资格证
书。陆信才表示，今年公司将继续“放大招”，在技术含
量高的操作岗位中开始内部评聘操作师、高级操作师和
首席高级操作师工作，加快技能型人才队伍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范华 记者 王槐艾）日前，扬州市
全国劳模徐永珍与中国淮扬菜泰斗薛泉生、淮扬菜烹
饪理论家教授王镇等组团前往河北，在河北省保定市
远碧斋水乡鱼宴大酒店传授淮扬菜餐饮技艺，同时加
强冀扬两地烹饪大师的交流互动，促进两地烹饪职工
技艺提升。

本次活动由河北省饭店烹饪餐饮行业协会、保定
市烹饪餐饮饭店行业协会、扬州市烹饪协会、扬州市
餐饮服务行业工会联合会等联合主办。活动采用现
场讲解、现场操作、现场指导的形式。在3天时间里，
徐永珍、薛泉生等六位淮扬菜大师和河北省杨甫军、
何宝良等七位冀菜大师教授了8道经典淮扬菜、10道
经典冀菜、4道经典淮扬面点、3道冀菜面点的制作方
法，并从每一道菜品的历史典故、文化内涵，到造型理
念、菜点选料、配料、制作、造型、装盘等，进行详细讲
解和现场展示。淮扬菜大师精湛的烹饪技艺和厨艺
厨德让现场的人员叹为观止。

海阳化纤公司自主评聘高等级技能型人才

扬州劳模组团赴河北传授餐饮技艺

体验 听证 帮扶 培训

灌南县总不断提升农民工综合素质

连云港海事局日前来到驻地墟沟小学开展《水上交通安全知识进校园》系列活
动，通过传授水上安全知识，增强学生们水上交通安全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刘峰摄

扬子石化公
司日前举办第九
届职工运动会健
步走活动，千余
名员工参加，营
造了健康向上和
谐团结的良好氛
围，增强了团队
凝聚力。

李树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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