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前天一早，扬中烈
士谭振林的哥哥谭振福，找到
了长江拥军服务社的创始人张
康伟，强烈要求加入服务社，尽
一份自己的力量。从服务对象
到服务者，老谭理由很简单：这
是一个真正服务“当兵的人”的
大家庭。

长江拥军服务社于2017年
5月 14日成立，是我市首家，也
是唯一一家在民政部门登记注
册并主管的社会拥军组织。自
成立以来，服务社举办爱国拥
军献爱心活动近 50次，一群身
着蓝色背心的拥军志愿者，成
为温暖人民子弟兵和军烈属的

一道阳光。
张康伟坦言，因为没有组

织经验，并且镇江范围内没有
可以参照运行的范例，服务社
成立之初所有拥军活动都是

“摸着石头过河”，“当时我们确
定的服务对象是现役军人家
庭，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在
逢年过节及老兵复退等节点，
组织志愿者开展慰问活动等
等。”但是，“如何打破单一的服
务对象和服务模式”是他和社
员一直思考的问题，随后，通过
走访全市相关单位和部门寻找

“答案”。
“驻扬武警中队的指导员

史益斐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
见，根据他的指点，我们进一步
扩大了服务对象的范围，将抗
美援朝老兵以及生活困难的复
退军人、军烈属等都纳入其
中。”很快，长江拥军服务社就
与驻扬武警中队对接并选定了
一批帮扶对象，烈士谭振林的
母亲唐秀英就在其中。

为了缓解烈士母亲对儿子
的思念，服务社义工和武警官
兵隔三岔五就去串门、陪老人
聊天。在烈士儿子牺牲 31 年
后，老母亲不仅有了一群“兵儿
子”，还多了一群长江拥军服务
社的“义工儿子”。也因此，烈

士的哥哥谭振福深受感动，主
动要求加入服务社。

“还有很多好的建议正在
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张康伟
说，服务社成立后，他们对接涉
军群体的公益活动以逢年过节
上门慰问为主，“通过征集意见
和建议，如今我们的拥军公益
服务的方式也多样化起来，定
期组织文艺爱好者进军营送文
化的‘文化拥军’，安排知名律
师进军营搞法制讲座的‘法治
拥军’等等。”今年，服务社还将
在挖掘红色文化、打造拥军公
益文化品牌上下大力气。

（朱婕 范永贵）

全市首家拥军服务社温暖“当兵的人”
一年多开展爱国拥军献爱心活动近5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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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镇江华普投资有限公司股东

会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决议解散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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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婷婷
联系电话：18261958025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象山长
岗求索路101号 邮编：212000

镇江华普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4日

注销公告
镇江开博汽车运输代理有限

公司股东于2019年1月2日决定解
散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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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曾上
联系电话：13236379922
地址：浙江省天台县三合镇下坊村
中兴巷23号 邮编：212000
镇江开博汽车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4日

遗 失

欢迎刊登
遗失、声明、公告、特约刊登等

各类信息
电话：85010151 85020219

地址：市中山东路4号镇江日报社二楼
广告中心营业厅

遗失镇江市皓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21102758491077X，编 号:
321102000201510220057，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盛吉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港口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证书编号：（苏镇）港经证（0030）
号，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市丹徒区农场鲜生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1112MA1MYWE78F，编 号 ：
321121000201611150097，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市公共住房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的转账支票一张，支票号码：
17903922，金额：23568 元，声明作
废。
遗失王明建的苏宁易购中山桥店的
购机发票，代码：032001700207，号
码：00986477，购机日期：2018·6·18，
订单号：DA0026931，金额：3749元，
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市丹徒区星河航运有限公
司所属船舶苏镇江货0798内河船舶
载 重 线 证 书 ，证 书 印 刷 号 ：
816199868，声明作废。
遗失润州区子嘉文化用品商行的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乐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润州区五三聚餐馆的营业执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21111MA1NMFHQ1R，声 明 作
废。
遗失汝山乡长江村五组相宇周的村
镇房屋所有权证，声明作废。

句容市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句容市人民法院将在句容市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0511/03，
户名：句容市人民法院）进行下列公
开拍卖活动：2019年2月25日10时至
2019 年 2 月 26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
外）举行第一次拍卖竞价会；2019年3
月 18 日 10 时至 2019 年 3 月 19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
竞价会。如拍卖成交，将不再进行下
一次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位于青岛市崂山区苗
岭路19号9号楼2单元102室住宅房
产，建筑面积：87.38m2。所在楼层及

总层数：1/5，普通装修，详情见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房地产估价报告》
电子档。一拍起拍价：270万元，保证
金：54万元；二拍起拍价：230万元，保
证金：46万元，增价幅度：5000元。

优先购买权人及有委托关系的
竞买人须在竞买开始前五个工作日
15时前（节假日除外）向句容市人民
法院提交有效证明并办理相关手续。

详细公告点击淘宝网句容市人
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f.taobao.com/0511/03，户 名 ：
句容市人民法院）查阅。电话：0511-
87996201，17705292131（谢）

句容市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句容市人民法院将在句容市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0511/03，

户名：句容市人民法院）进行下列公

开拍卖活动：2019年2月25日10时至

2019 年 2 月 26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

外）举行第一次拍卖竞价会；2019年3

月18日10时至2019年3月19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竞

价会。如拍卖成交，将不再进行下一

次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位于句容市华阳镇崇

明东路香江公馆 10 幢 906 室住宅房

产，总建筑面积：90.08m2。所在楼层

及总层数：9/12，精装修，详情见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房地产询价报告》

电子档。一拍起拍价：61.6万元，保证

金：12万元；二拍起拍价：49.28万元，

保证金：8万元，增价幅度：3000元。

优先购买权人及有委托关系的

竞买人须在竞买开始前五个工作日

15 时前（节假日除外）向句容市人民

法院提交有效证明并办理相关手续。

详细公告点击淘宝网句容市人

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

//sf.taobao.com/0511/03，户名：句容

市 人 民 法 院）查 阅 。 电 话 ：0511-

87996201，17705292131（谢）

句容市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句容市人民法院将在句容市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0511/03，

户名：句容市人民法院）进行下列公

开拍卖活动：2019年2月25日10时至

2019 年 2 月 26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

外）举行第一次拍卖竞价会；2019年3

月18日10时至2019年3月19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竞

价会。如拍卖成交，将不再进行下一

次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位于句容市开发区世

茂花园 B4 幢 2707 室住宅房产，建筑

面积：102.56m2。所在楼层及总层数：

27/33，普通装修，详情见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房地产询价报告》电子

档。一拍起拍价：67.9万元，保证金：

13万元；二拍起拍价：54.32万元，保证

金：10万元，增价幅度：5000元。

优先购买权人及有委托关系的

竞买人须在竞买开始前五个工作日

15 时前（节假日除外）向句容市人民

法院提交有效证明并办理相关手续。

详细公告点击淘宝网句容市人

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

//sf.taobao.com/0511/03，户名：句容

市 人 民 法 院）查 阅 。 电 话 ：0511-

87996201，17705292131（谢）

句容市人民法院网上变卖公告
句容市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2月

11日10时至2019年4月12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句容市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0511/03，户名：句容

市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变卖活动，现

公告如下：

变卖标的：位于句容市华阳镇东

昌路东方华城 3 幢 604 室住宅房产

（含阁楼），201.24m2（604室109.02m2，

阁楼 92.22m2阁楼无证）,所在楼层及

总层数：6/6，简单装修，详情见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房地产询价报告》电

子档。起拍价：84万元，保证金：16万

元，增价幅度：5000元。

优先购买权人及有委托关系的

竞买人须在竞买开始前五个工作日

15 时前（节假日除外）向句容市人民

法院提交有效证明并办理相关手续。

详细公告点击淘宝网句容市人

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

//sf.taobao.com/0511/03，户名：句容

市 人 民 法 院）查 阅 。 电 话 ：0511-

87996201，17705292131（谢）

前天，市军休四所开展“万个党支
部结对万户特困家庭”奔小康走访活
动，为荣炳园区高庄村的困难群众送
去春节前的关心和问候。图为军休四
所工作人员为困难群众送上慰问金。

石峰 摄影报道

金山廉政教育基地
举行讲师说课比赛

本报讯 镇江文旅集团围绕“百花
洲、芙蓉楼、王仁堪纪念馆”区域重点
打造“金山廉政文化教育基地”。为进
一步提升教育基地软件水平，丰富教
学内容，达到廉政教育如“清风徐来，
润物无声”的教学目的，昨日镇江旅游
发展公司举办廉政讲师说课比赛。

比赛中，7名来自公司不同岗位的
选手，对教学思路、教学环节进行了阐
述，并进行了模拟教学。选手们将芙蓉
楼的“冰壶美德”、天下第一泉“以水为
镜，以泉为鉴”的人文情怀，甚至是翠竹、
香樟、莲花的“物的品质”都进行了充分
挖掘，并有机地融入教学环节。同时，设
计了“摘抄党章”“廉政飞行棋”“廉洁指
数测试”等课堂互动活动，使得廉政教育
不再停留于传统的参观与说教，极大地
丰富了党员教育的方式方法。

下一阶段，金山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还将结合此次说课比赛的成果，组建廉
政讲师团队，围绕“一堂好课”设计教学
环节、制定教案。以党员道德品质的内
在提升为教学目的，探索一条以实景教
学、互动教学、体验教学为一体的创新
型党员教育模式，为广大党员提供更为
务实的学习体验，将镇江悠久的廉政人
文史得到继承与发扬。（刘润 司马珂）

“平安镇江”捧回
“2018江苏政务民生服务奖”

本报讯 2018腾讯江苏区域影响
力榜单正式发布。昨天，记者从市公
安局新闻中心获悉，“平安镇江”微信
公众号荣获腾讯公司颁发的“2018江
苏政务民生服务奖”，这也是继去年获
得“2017江苏政务新媒体成长潜力奖”
之后，市公安局捧回的又一大奖。

据了解，“平安镇江”微信公众号
成为此次获奖的全省公安系统 9家微
信平台之一，也是全省 13个地级市非
微警务类公安微信平台中唯一获奖
单位。

据清博指数统计，“平安镇江”微
信公众号 2018 年度成绩单超越全国
94%的微信公众号，发布推文1202篇，
阅读量超过147万人次，涌现了10万+

“爆款”推文，先后被“央视新闻”“人民
公安报”“中国警察网”、公安部宣传局

“警苑心语”等国家、省市级微信公众
号转载 100多次，其中“新华社”微信
公众号转载2次。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10月3日，
“平安镇江”推文《在这个比工作日还
忙的假期，他们父母来了……》素材被
10 月 5 日《人民日报》头版评论文章

《为你的幸福守望》采用，该文以镇江
公安民警坚守岗位的事迹开篇，引发
社会强烈反响。

据悉，本次评选活动由腾讯、腾讯
大苏网主办，分别设立“最具影响力政
务新媒体奖、政务新媒体传播创新奖、
政务民生服务奖”等 8大榜单，来自江
苏各行业共129家单位获奖。
（记者 景泊 通讯员 仇亦非 曹伦平）

江科大镇江高投集团
研究生工作站挂牌成立

本报讯 昨天，江苏科技大学与镇
江市高校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签约，合作建立研究生工作站，并举
行了揭牌仪式，这标志着双方“校企共
建”迈向更高层次。

在交流座谈中，校企双方就工作
站发展目标、近期合作项目进行了探
讨、对接。江科大土木工程与建筑学
院先行，将派水平高能力强、实践经验
丰富的教师和优秀的研究生进站，深
入生产一线，开展课题研究，解决工程
建设中的技术难题。随着工程建设竣
工，高校园区发展向管理运营转变，江
科大其他学科陆续入驻，提供智力支
持，为园区培养更多的复合型人才，推
动品牌建设，服务园区高质量发展。

（戴煜坤 王彦冰 张凤春）

泰州商会慈善助学
本报讯 迎春之际真情满，寒冬慰

问暖人心。昨天下午，苏宁广场门口，
由京口区慈善总会主办的“关爱朝阳”
慈善助学活动现场，镇江泰州商会常
务副会长、江苏鼎盛重工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广德代表商会到场，送上会员
们的集体捐款总计3万元。

成立于2012年8月的镇江泰州商
会，始终在会员中广泛开展“致富思源，
富而思进”教育，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积极支持慈善公
益事业，采取多种形式献爱心、送温暖、
精准扶贫。据了解，成立6年多来，该商
会成员已为各类慈善公益活动捐款捐
物折合130余万元，其中，公益助学部分
就达70余万元。 （记者 杨佩佩）

本报讯“买故宫福袋的第
三年，传统的元素加上时尚的玩
法，不得不服气现在有创意的文
创产品。”近日，市民邢女士在朋
友圈里晒了一张“年味十足”的
故宫福袋。除了故宫福袋，日
历、红包、手账本等系列的文创
产品，集取馆藏文物元素与中国
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受年轻群体
的欢迎。

打开“故宫博物院文创旗舰
店”，满屏的红色产品让人感觉
到浓浓的“年味”，记者点击

“2019新春限量故宫福筒”显示
已下架，销量达到了8万多。记
者注意到，这款文创产品主打

“皇帝送金福”的创意，据介绍，
清代自康熙以后，每年入冬，皇
帝都要亲自书写“福”字颁赐王
公大臣。而故宫的文创设计师

们就从海量文献史料中，甄选出
此类吉祥文物加以设计，为“宫
粉”们呈现出这款“福气满满”的

“年货”。
连续三年购买故宫福袋的

邢女士表示，很喜欢中国传统文
化，而故宫文创能将传统的元
素，用时尚手段加以包装，结合
节日的氛围让传统文化融入生
活。“借助这些文创，可以唤醒旧

时光记忆。”
记者注意到，目前各大博物

馆推出的充满知识韵味的文创
产品，充满情怀、妙趣横生。除
了故宫福袋，日历、红包、手账本
也很受欢迎。如国家博物馆推
出的首款《国博日历》，精选的
365件藏品按 12个月分为 12个
主题；苏州博物馆旗舰店，最畅
销的是古风手账本，手账的内页
是古风书写页，很有特色；陕西
历史博物馆旗舰店推出的是
2019 陕博日历丝路辉煌，突出
丝路沿线具有影响力的重要文
物、宗教遗址等。（记者 杨佩佩）

为迎接新春，句容
后白镇曹村的养殖户们
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捕
鱼，捕捞出水的 1000 多
公斤的鲫鱼在短短一个
小时内便销售一空。“今
年收获了10多万斤鱼，
卖掉了7至8万斤，这个
丰收年大概卖了 60 多
万元。”现场养殖户兴奋
地说。
辛一 杨志国 摄影报道

农家捕鱼
喜迎新春

福袋、日历、红包……

文创“年味”产品受年轻群体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