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州市教育局文件
泰教规〔2018〕2号

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泰州市民办非学历
教育机构设置指导标准（试行）》的通知
各市（区）教育局、泰州医药高新区科教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18〕80号）、《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民
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设置和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苏教规〔2017〕6号）等精神，市教育局制定了《泰州市
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设置指导标准（试行）》，现予印
发。请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

泰州市教育局
2018年10月16日

尊敬的家长：
您好！
近年来，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和不规范办

学行为，不仅加重了学生课业负担，甚至危害学生身心健康，社
会影响恶劣。为此，教育部、省教育厅、泰州市教育局联合相关
部门先后下发了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的通知。8月7日，
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
见》，着力解决校外培训乱象丛生问题。目前，我市正根据省纪
委监委、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开展教育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实施方案》，全面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
项治理行动。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庭的滋养、学校的培育，更需要良好社
会环境的熏陶。请家长树立科学的育人观、成才观，理性看待校
外培训的作用。

如果确有教育培训需求，请慎重选择，要仔细了解校外培
训机构有无工商营业执照或民政部门的注册登记证、教育局颁
发的办学许可证，代办伙食的机构有无餐饮许可证，提供住宿
的机构有无卫生许可证，培训人员有无教师资格证等信息。11
月5日，我局公布了第一批《泰兴市有证有照的校外培训机构
名单》（附后），并与名单中校外培训机构举办者签订《泰兴市校
外培训机构依法规范办学公开承诺书》，12月底将公布第二批
证照齐全的校外培训机构名单，欢迎监督。

治理规范校外培训机构，事关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贯彻落实，事关广大学生健康成长。我们诚恳地希望
您积极参与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主动抵制一切非法办学行
为，共同维护良好的教育培训市场。咨询、举报电话：
0523-87728123。

泰兴市教育局
2018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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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泰兴市瑞驰教育培训中心

泰兴市德润教育培训中心

泰兴市爱迪生教育培训中心

泰兴市振宇文化教育培训中心

泰兴市世纪风文化教育培训中心

泰兴市启蒙文化教育中心

泰兴市星海艺术培训中心

泰兴市通达文化教育辅导中心

泰兴市通润信息技术培训中心

泰兴市步步高文化教育中心

泰兴市建设科技教育中心

泰兴市天涯艺术培训中心

泰兴市明德教育中心

泰兴市英才教育中心

泰兴市新星文化教育培训中心

泰兴市起点电脑英语培训中心

泰兴市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泰兴市艺林文化教育中心

泰兴市英培婴幼儿早期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泰兴市曲和堂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泰兴市辉睿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泰兴市小天使艺术培训中心

泰兴市本义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泰兴市华宇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泰兴市创享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泰兴市金蓓蕾舞蹈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泰兴市蓝心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泰兴市优卓文化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泰兴市爱达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泰兴市力行文化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泰兴市聚能文化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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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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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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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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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培训

艺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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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者

刘海燕

泰师附中

鞠萍华

季春华

曹红

李爱娟

陆红兵

焦竟

杨长勇

金云兰

建筑业协会

徐琳

季明德

顾玉斌

封华伟

叶继平

蒋莉

马兰

封琪

王慧

郭力

陈萍
殷娟

陈奔

杨萍兰
叶春九

芮燕

周璇

张文燕

伍健

耿婷

印挺

丁玲

审批的办学场所地址

泰兴市文昌东路体育中心

泰兴市国庆中路33号泰州学院泰兴校区1号楼

泰兴市长征路99号

泰兴市济川街道大庆东路139号-3

泰兴市济川街道鼓楼南路2号4楼

泰兴市曾涛路新能源美食休闲广场5号楼5-30号

原鼓北幼儿园内

泰兴商城三楼东侧

国安大厦17楼

泰兴商城三楼西侧

科技路2号

鼓楼北路22-24号

国安大厦

大庆西路37号（原农机公司大楼二楼）

泰兴市济川街道济川路10-1号

泰兴市济川街道鼓楼东路1号

泰兴市济川街道府前街2号

泰兴市仙鹤湾公寓9号楼二楼

泰兴市根思路88号（泰兴市阳光五季花苑11幢110室-102室

泰兴市吉润花苑5幢119室

佳源新天地6号楼二层

泰兴市慧源书城二楼

泰兴市佳源新天地6号楼3层

济川街道府前公寓9号楼18号、20号

泰兴市大庆东路1号银泰城市广场A幢1C01室3楼儿童乐园北侧3F-1号

泰兴市大庆西路37号（原农机公司大楼二楼）

泰兴市济川南路19号4楼

泰兴市济川周曾村（昌建广场3号楼二层277号）

泰兴市羌溪南路86号

泰兴市隆泰福府1幢1011室

泰兴市黄桥镇十桥中路229、231号

泰兴市有证有照的校外培训机构名单（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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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校外培训机构举办者：
今年2月份起，教育部、省教育厅、泰州市教育局联合相关部门先后下发了开

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的通知。8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规范
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10月12日，江苏省纪委监委、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
在全省开展教育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实施方案》，明确

“八个一律”“一个规范”的校外培训机构整治要求。按照“审批准入一批、整改规
范一批、关停取缔一批”的原则，我市制定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方案》，
明确全市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

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事关党的教
育方针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贯彻落实，事关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市校外培训
机构举办者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对照培训机构设置标准，积极开展自查自纠，
主动整改存在问题，切实规范办学行为。通过整改达到办学标准的，要积极申办
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通过整改仍达不到办学标准的，须自行关停，并做好退
费等善后工作。

教育培训利在当前、功在千秋。我们期待全市校外培训机构举办者加强行业
自律，依法办学、诚信经营、优质服务，以规范的办学行为、较高的办学质量，树立
全市校外培训机构良好形象。

泰兴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11月19日

为更好地规范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设置和管理，促
进我市民办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国
办发〔2018〕80号）及《江苏省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设置
和管理办法》 (苏教规〔2017〕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
件，制定本指导标准。

一、适用范围
本指导标准适用于从事文化教育类培训的民办非学

历教育机构（以下简称教育培训机构）。
二、举办者
举办者资格条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

法》、《江苏省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设置和管理办法》(苏
教规〔2017〕6号) 和《公务员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实施国家认可的教育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技术等
级考试等考试机构不得举办与其所实施的考试相关的培
训。

三、办学经费
举办者申请筹备、设立教育培训机构，应当依法按

时足额履行办学出资义务，开办资金须存入机构开户银
行的基本账户，并提供合法有效的出资证明。

单体教育培训机构开办资金（注册资本）不少于人
民币50万元，每增设1个教学点增资数额不少于20万

元。培训机构存续期内，注册资金的60%作为风险保证
金，未经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擅自使用。

允许举办者以自有办学场所的房产、教学仪器设备
和土地使用权等与办学有关的财物作为办学出资，但所
占比例不得超过开办资金最低额度的40%，同时需要经
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依法进行评估，并提供相关的合法
有效的权属证明和评估报告。

以国有资产出资的，应出具上级主管部门或国有资
产管理部门书面意见，国有资产来源及出资比例应符合
审批和登记部门规定。

四、机构名称
外文名称应当与办学许可和核准登记的中文名称一

致。不得使用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的名称或简
称，非营利性培训机构不得使用已被撤销的社会服务机
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营利性培训机构不得在禁
止期限内使用已被撤（注）销的企业名称。

培训机构的字号由两个以上汉字组成，不得使用国
家（地区）、国际组织、政党、社团组织、部队番号、中
国县以上行政区划的名称，不得有损于国家、社会公共
利益或违背社会道德风尚，不得使用字母、阿拉伯数
字，不得使用已登记的学校名称、简称、特定称谓作字
号（有投资关系或经该校授权使用该校简称或特定称谓
的除外），不得使用个人姓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
另有规定的除外）。

非营利性教育培训机构名称格式为“XX市 （区）
XX（教育或英语等）培训学校（中心）”。营利性教育
培训机构名称格式为“XX市 （区） XX （教育或英语
等）培训学校（中心）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五、办学场所
教育培训机构必须适合办学，应当具有相对稳定和

独立的办学场所，并依法通过房屋安全鉴定、消防安全
验收（备案）、治安措施验收。办学场所的教室和办公室
应设在同一处,总建筑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其中教学
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办学场所总建筑面积的80%，且同
一培训时段内生均教学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3平方米。冠
名为“学校”的，同一处校舍建筑总面积应不少于1500
平方米。

办学场所不得选用居民住宅、半地下室、地下室及
其它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儿童（培训对象不满14周
岁）用房不得超过3层。

向学生提供餐饮服务的教育培训机构须提供餐饮经
营许可等相关证照，相关工作人员应提供健康证。

教育培训机构不得租用或借用公办中小学校的场地
办学；租用其他场地办学的，须签订租赁合同，租赁期
或使用期不少于3年。

教育培训机构的教学场所必须和注册地以及机构章
程中的地址相一致；增设教学点的，新增教学点相关标
准要求不变。

六、办学内容
教育培训机构办学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管

理规定，坚持立德树人，有明确的办学宗旨、目标、内
容、方式、期限以及配合使用的培训教材或讲义，制定
相应的培训计划。

教育培训机构不得举办或变相举办与中小学入学挂
钩的选拔性考试、测试、竞赛或排位赛，不得出现开展
学科类培训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

教育培训机构不得开展军事、警察、宗教、政治内
容的培训，不得从事迷信、赌博等培训活动。

从事在线教育和提供在线教育课程，国家有规定
的，执行相关规定。

七、设备设施
教育培训机构须配备与办学层次、办学内容和办学

规模相适应的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和图书资料等。
教育培训机构常规的实验、实习设施和图书资料以

自行购置为主，贵重设备资料可向其他单位租借，但应
有书面协议，保持相对稳定，确保正常使用。

教育培训机构应当设有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安装
监控、配备安全防卫器材，确保不拥挤，易疏散。

八、章程制度
教育培训机构应当依法制定章程，主要内容包含：

名称、性质（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办学内容、办学形
式、办学宗旨、规模、办学层次、举办者、法定代表
人、校长、地址、开办资金、资产来源及性质、出资方
式及时间、决策机构 （包括产生方式、人员构成、任
期、议事规则等）、管理机制、监事机制、终止办学事由
及处理原则、章程修改程序、党组织建设等。

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制定以下规章制度：行政管理制
度、教学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员工管理制度、学
生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资产与财务管理制度、收
费和退费管理制度、设施设备管理制度、教师培训及考
核制度。

九、组织机构
教育培训机构应当依法依章程建立决策机构、监事

机构，按规定建立党组织、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
董事会、理事会或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由举办者

（或其代表）、负责人（校长、经理）、党组织负责人、教
职工代表等5人以上单数组成，其中1/3以上的人员应当
具有5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设董（理）事长1人。

监事机构成员不得少于3人，由股东代表、党组织领
导班子成员和教职工代表等组成。营利性教育培训机构

监事会中的教职工代表不得少于1/3。股东人数较少或者
规模较小的可设1-2名监事，不设监事会。

有犯罪记录、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者不
得在决策机构、监事机构中任职，自然人不得在同一所
培训机构的决策机构、监事机构中任职。列入法院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或政府公共信用信息系统严重失信人及其
法定代表人名单，近三年担任破产清算或因违法被吊销
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登记证的企业、单位法定代表
人并负有个人责任者和在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在决
策机构、监事机构中任职。董（理）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得在监事机构中任职。

十、专职负责人
教育培训机构的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董（理）

事长或负责人（校长、经理）担任。
教育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校长、经理）应具有教师

资格和5年以上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经历，大学专科以上学
历，年龄在70周岁以下。品行良好，具有政治权利和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无犯罪记录，未列入法院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或政府公共信用信息系统严重失信人及其法定代
表人名单，未曾担任近3年因违法被吊销办学许可证、营
业执照或登记证的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

十一、专职管理人员
教育培训机构配备的专职管理人员应不少于3人。
教学管理人员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和3年以上教

育或培训管理工作经历。
财务管理人员应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或者从事会计工作3年以上经历。
安全管理人员应具备从事安全工作所需要的专业能

力，能履行安全监管职责，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中小学在职教师不得作为教育培训机构的管理人员。
十二、专兼职教师
教育培训机构应配备与办学内容和规模相适应的专

兼职教师队伍，其中专职教师一般不少于3人且不少于教
师总数的1/3。

教育培训机构教师应持有与教学内容相对应的《教
师资格证》或相关专业技能资格证。

中小学在职教师不得在教育培训机构任教。
教育培训机构的外籍教师应持有《外国人工作许可

证》、工作类居留证件及相关外教资质。
十三、教学点
教学点的设置标准与主办机构相同，名称为“主办

机构全称＋XX(所在地、道路或楼宇名称等)教学点（分
公司）”。

本指导标准自印发之日起生效。各市（区）可以根
据本指导标准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泰州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设置指导标准泰州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设置指导标准（（试行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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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

在行动在行动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环境整治

华 夏 银 行 泰 兴 支 行 产 品 信 息
龙盈3号开放式
净值型理财产品

5万元起售
截止11月14日

较上一开放日年化收益率6.19%

（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开放日：每月14、28日申购、赎回，如遇节假日顺延。
购买渠道：
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华夏e社区APP均可购买

个人结构性存款

5万元起售 92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3.99%-4.09%
本金安全，收益稳妥

发行期间：2018.11.14-2018.11.20
购买渠道：
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华夏e社区APP均可购买

个人大额存单

利率最高达4.18%
保本保息 提前支取靠档计息

发行期间：2018.9.1-2018.11.30
购买渠道：网点柜台、手机银行

地址：泰兴国庆中路5号华夏银行泰州泰兴支行 咨询电话：0523-87011318

2018年-2009年：1300-2200元
2008年：2300元
2007年：2400元
2006年：2700元
2005年：3000元
2004年：3100元

2003年：3400元
2002年：3600元
2001年：3800元
2000年：4400元
1999年：4500元
1998年：4700元

1997年：5000元
1996年：5800元
1995年：8000元
1994年：8200元
1993年：8600元
1992年：8900元

1991年：9100元
1990年：9400元
1989年：1万元
1988年：1.15万元
1987年：1.2万元
1986年：1．3万元

1985年：1．4万元
1984年：1．45万元
1983年：1．5万元
1982年：1．55万元
1981年：1．6万元
1980年：1.65万元

1979年：1.75万元
1978年：1.8万元
1977年：1.85万元
1976年：2万元
1975年：3万元
1974年：4万元

1973年：6.5万元
1972年：7万元
1971年：8万元
1970年：10万元

全天不休息

征集范围：1957－2018年老茅台酒、五粮液、2000年前郎酒、董酒、泸州老窖、剑南春、汾
酒、虎骨酒等各地区名酒，各种老钱币。

家有老酒的市民注意！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它的潜在价值。
这次举办方满怀诚意而来，开出比其他机构更具诚意的收购价，此次活动重点收购老

茅台，我们懂酒、爱酒，更希望将酒文化发扬光大。如果有老酒的市民请把握这次机会。茅
台回购参考价（具体以现场议价为准）整箱价格更高

一瓶陈年名酒价值不一般，不信你就过来看

为筹建北京陈年老酒收藏馆而来

活动日期：11月21日一11月28日 电话：15221807307岳先生 13685350076王先生
活动地址：泰兴市国庆东路34号世纪金土地大酒店4楼8410室 乘车路线：1路、2路、Y2路到国庆新村北大门下车即到

为等建老酒博物馆，现开展“老酒”征集鉴赏活动，意在宣扬中国酒文化的

同时，还为泰兴市民免费鉴定评估，如有成交意向者可现场高价收购。本次
活动公开、公平、公正

江苏江大泵业制造有限公司位于泰兴市虹桥
工业园区桃园村。法人代表：蔡志龙。信用代码：
91321283782054213K。公司经营期限为：2005
年11月9日至2025年11月8 日，所属制造行业。
环保联系人：朱秀祥。电话15961038900。公司主
要生产不锈钢泵阀铸件，年产120吨。主要原料：
钢材、铸件等。

主要污染物年允许排放情况：生活污水560
吨/年，经厂区无动力生活污水净化装置处理后送
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给附近农户运作水肥。化学
需氧量排放浓度300毫克/升、悬浮物排放浓度
200毫克/升、氨氮排放浓度25毫克/升、总磷浓度
3毫克/升；废气：抛丸工序0.005吨/年，设置布袋
除尘器，通过车间排风口达标排放；抛光粉尘0.01
吨/年、铸造粉尘0.02吨/年、电焊工序0.002吨/
年，均加强车间室内通风后达标排放；固体废弃
物：金属边角料5吨/年，由物资部门回收；生活垃
圾1吨/年，由环卫部门处理；废润滑油0.03吨/
年，擦拭现有项目产品泵阀；废石英砂600吨/年，
用于建筑奠基，最终全部实行零排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清
洁生产审核办法》和国家、省、市关于清洁生产审
核的有关规定，今年我公司自愿实施清洁生产审
核，现将企业生产及排污情况向社会公示，欢迎社
会各界进行监督、指导。

监督电话：0523—12369
江苏江大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5日

清洁生产审核公示

本报讯（记者 周冰 通讯员 封飞 王
啸 王兴国）连日来，古溪镇对全镇14个村
（居）和古溪、横垛两个集镇进行了拉网式
的“五大专项整治检查”。与以往不同的
是，此次镇党政负责人全程参加，既是整
治参与者，又是整治督办、指导者。

前期，古溪镇先后成立了乡村环境整
治小组、畜禽粪污整治小组、集镇副中心
环境整治小组、路域环境整治小组、骨干
河道及沿线环境整治小组、协调督查组 6
个专业小组，相关分管负责人每周督查工
作推进情况，细化工作任务，层层抓好落

实，牢固树立全镇“一盘棋”的思想，形成
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针对村庄环境出现的整治难题，该镇
一手抓宣传，一手抓行动，发动村民“人人
各扫门前雪”，对于村容村貌“脏、乱、差”
等问题，与城管部门进行对接予以积极整
改，党政负责人和分工镇干、一线指导督
办，积极打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针对畜禽养殖污染问题，该镇对养殖
业主的具体信息予以整合，做到情况明、
底数清，在确保禁养区养殖户“关停转”的
基础上，对无环保设施、无相关手续的养
殖户坚决实施取缔关停，对符合环保、手
续不齐的，帮助其限期整改到位。

针对骨干河道及沿线环境出现的问
题，各村大力进行河坡整治，切实落实“河
长制”工作职责，集中清理河道中渔网、渔
簖，打捞水面漂浮物和生活垃圾，将主要

河道两旁移植花草树木，美化环境，净化
环境。

针对集镇和副中心环境整治出现的
问题，古溪镇横垛社区城管队唱起了主
角，他们拿起铁锹、扛起扫帚走进大街小
巷，对市场乱堆乱放和私拉乱建进行全面
清理、整治，劝导商户不占道经营，不乱摆
摊设点。经过两个月的努力，集镇面貌焕
然一新，场内外秩序井然。

针对道路环境整治中出现的问题，古
溪镇抓住建设“四好”农村道路这个“牛鼻
子”，修复打通“断头路”，大力清理路道两
旁的杂物、杂草，恢复路肩路道面貌，“拓
宽”了路道。

为了更大程度地加快农村环境整治
进度，确保取得实效，古溪镇在下发专题
文件、召开专项推进会的基础上，加大现
场督查力度，镇纪委、镇党政督查办落实

“一周一查”制度，每周进行全覆盖督查。
镇纪委督查后，对各村（居）单位在整治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汇总，编发“整
治进度表”、“问题清单”等予以全镇通报，
对直接责任人和单位提出整改时限和要
求，情况严重者予以诫勉谈话。

按照“五大专项整治”行动的要求，目
前，全镇打造庄台 14 个，拆除破旧房屋
185间，露天粪炕加盖 6458户，新筑路牙
25公里，新栽绿化 4039.1平方米，关停家
禽家畜养殖场（户）76个，新建四星级百姓
大舞台 2个，实现了镇村环境面貌的大幅
度提升。

既有“暴雨打荷叶”的阶段性努力，更
有“疏雨滴梧桐”的久久为功。古溪镇广大
干群将一着不让，继续打好“百日行动”这
一仗，着力打造高颜值的新古溪。

既“暴雨打荷叶”更“疏雨滴梧桐”

古溪：加大治环境 塑造“高颜值”

位于滨江镇的桂民家庭农场
共流转土地 1860 亩，用于种植常
规稻麦两熟作物和发展高效农
业。其中，草莓大棚主推奶油草莓
优良品种，主要销往苏锡常、上
海、北京等水果批发市场，年可实
现纯效益120万元。记者 蒋凯 摄

本报讯（记者 周冰 特约记者 田
留军）为进一步美化内河干线航道
水域环境，加快推进“五项行动”
整治工作，近日，市地方海事处联
合沿线各乡镇对内河干线航道（姜
十线）沿线所有废弃沉船进行集中
打捞。截止目前，该航道水域内所
有废弃沉船全部清理到位，共打捞
沉船 25 艘，改善了河道水域环境，
促进了通航安全。

据了解，该内河航道所有沉船
大部分为早年用于农业生产的水泥
船。近年来，陆路交通便利，这些
船只基本丧失了原先农耕负荷的功
能，而由于长时间废弃、失修，船
只破损逐渐沉没。最早沉没船只大
约有十几年时间了，沉船不仅影响
河道流通性，还容易滋生水草，积
聚淤泥，影响水环境，导致水质变
差。针对这一情况，该处在前期联
合各沿线乡镇进行调查摸底，对每
一艘沉船位置进行定位，形成基础
数据库的基础上，要求相关乡镇公
开招标确定沉船打捞单位，全面启
动废弃沉船打捞工作。同时，为确
保干线航道的通航安全，该处指定
专人实行全方位安全监管，全天候
跟踪巡查和指导。

此外，该处还联合沿线乡镇对
航道18艘住家船进行了清移。

市地方海事处

集中打捞内河干线
航道废弃沉船25艘

本报讯（记者 卢怡 通讯员 马
炜）日前，市安全生产协会安全生产标
准化创建暨持续运转观摩活动举办。

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参观了南极
机械标准化创建现场。会上，标准化
创建评审专家进行了现场辅导，系统
讲解了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和标准化
的实践经验。据了解，自市安全生产
协会三届一次大会以来，安全生产协
会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用、不断拓展
业务服务空间、全力支持安全生产事
业，为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
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会议要求，高度重视，切实增强
安全生产意识；把握重点，着力夯实
企业安全基础；群策群力，共同维护
稳定发展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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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顾灿）为进一步强化公司全体员工消
防安全意识，提高员工防火救灾的实战技能，防患于未
然，昨天上午，市鼓楼购物中心举行消防演练。

上午7：20警报声响起，商场的广播中开始播放让大
家有序冷静撤离商场的提示。各楼层安全疏散员带领员
工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迅速从安全通道疏散，有序撤
离到安全地点，并快速清点人员、整队集合。整个过程用
时3分30秒，圆满完成了疏散逃生演练。

随后进行的灭火演练中，工作人员给全体员工讲解
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如何灭火及参与灭火，并现场示范
了灭火器使用的动作要领。部分员工在安保人员的指导
下，进行了灭火器现场操作练习。通过一系列的“实战”演
练，商场的全体员工既巩固了消防知识，也完善了自我保
护能力。

消防安全关系到万千商客和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
鼓楼购物中心是重点防火单位，公司通过消防演练让员
工真正学到消防知识、积累消防经验、提高应对突发消防
事件的能力，确保危机到来之时处置得当，保障顾客和员
工的生命财产安全。

警钟长鸣 保障安全

市鼓楼购物中心举行消防演练

本报讯（记者 蒋凯 通讯员 杨建华）
“以前这里是一片废塘，堆满了生活垃圾，
杂乱不堪，异味扑鼻！”日前，在济川街道
陆桥村姜里组的田头，该村党总支副书记
祝国庆在夕阳下直起劳作的腰杆，“如今
通过专项整治，这里已经是绿草茵茵、花
香阵阵，我们还准备把这里打造成村里的
文体活动阵地，真正做到变废为宝！”

近年来，陆桥村以文明城市创建为契
机，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持续发力推
进新风行动及乡村振兴工作。该村先后获
评“江苏省三星级康居村”“江苏省生态

村”“泰州市卫生村”等荣誉。
据了解，该村近年来累计修建新路

1200平方米，修复道路1000余平方米，拆
除违章建筑120平方米和户外厕所23座，
清理黑臭河道1条和坟头63座，整治庄河
6条，清理金沙中沟、段港两侧扒坡种植
3000余米，渔网渔簖 2处，关停整治养猪
户 12家，“五大专项整治”百日行动的治
理成效得到群众的认可和好评。目前，村
里正在筹建文化大舞台，建立“四会”组
织，用乡贤引领、民间舆论、群众评价的力
量，褒扬社会新风，批评不良现象，为乡村

振兴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保障。
“将工作重心向纵深延伸，严格坚持

标准，逐庄台逐农户进行全面整治，不留
盲区和死角。”陆桥村党总支书记刘云表
示，将通过广大干群共同努力，把陆桥村
打造成“水清岸绿、路畅院美、村容整洁、
生态宜居”的新农村。

陆桥村： 以文明创建促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顾灿）近日，省针灸结合康复治疗脊髓

损伤学习班在我市举行。
来自省中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同济大学附属十一

院的专家介绍了针灸在康复治疗脊髓损伤临床应用、基
础研究,及个案病例，深入学习和探讨针灸科各领域的新
技术、新进展、新疗法。通过培训，进一步推动针灸诊疗技
术，深化中医药特色和优势，挖掘和推广有独特疗效的中
医诊疗技术，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

省针灸结合康复治疗
脊髓损伤学习班在泰举行

遗 失 王 惠 平 残 疾 证 ， 证 号 ：
32128319630319661612，本人不可能同时持有两本残
疾证，否则后果自负与市残联无关，声明作废。

遗失户主薄国富江苏省泰兴市曲霞镇印达村七组
54-1号户口簿一本，声明作废。

遗失泰兴市明富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公章、财务
专用章、法人章（法人：朱明富）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户主孙桂林江苏省泰兴市古溪镇双红村红旗
二组53号户口簿一本，声明作废。

遗失许修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320565305，声
明作废。

遗失肖天生残疾证，证号：32128319450520851641，
本人不可能同时持有两本残疾证，否则后果自负与市
残联无关，声明作废。

遗失叶新明残疾证，证号：32102519680724407462，
本人不可能同时持有两本残疾证，否则后果自负与市
残联无关，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