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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以来，京口区多措并举切
实稳步推进退役军人养老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工作，切实维护军人退役
养老保险权益。

一是加强政策学习，提高经办
能力。组织经办人员学习《军人保
险法》《关于军人退役养老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规
政策，让经办人员熟练掌握退役军
人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并
对做好该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确
保政策落实不走样。

二是印制服务指南，早做工作
准备。印制包含转移接续的实施依
据、申请条件、申报材料、基本流程、

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的办事指南以
及包含有开户名、开户行、账号、行
号、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
的方便签，分发给前来办事咨询的
军人及其家属，确保信息在相互传
递过程中的准确性。

三是设置专门窗口，开设绿色
通道。在社保服务大厅设立退役军
人专窗，安排专职人员经办该项业
务，为退役军人转移接续养老保险
关系开通绿色通道，及时填写并处
理来自各个军区后勤机关财务部门
出具的《关于提供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开户银行信息的函》，公开咨询电
话，方便广大退役军人及家属了解

军人退役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相关
事宜。

四是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归档
资料。及时审核《军人退役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军人退役基
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
等材料，与到账资金进行核对，经审
核无误后按规定为其办理接续手
续，并将核对后的信息录入“金保工
程”信息系统。同时，做好资料整理
建档工作，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号
建档，确保京口区籍退役军人养老
保险关系转得出、接得上、落得实，
有效维护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

（马铭)

京口多措并举推进退役军人养保关系转接
扬中市人民法院将在扬中市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 ，
户名：扬中市人民法院)进行公开
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扬中市三茅街
道江洲南路 72 号 502 室房产。住
宅、出让。混合结构。建筑面积
109.82㎡。土地使用权面积 22.0
㎡。总层数 6层，所在层 5层。约
建成于 2000 年。起拍价：69.57 万
元;保证金：6万元;加价幅度：5000
元。

二、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

的，应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前向扬
中市人民法院提交有效证明，经法
院确认后才能以优先购买人身份
参与竞买，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
弃对本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

三、拍卖时间：2018 年 10 月 2
日 10 时至 2018 年 10 月 3 日 10 时
止（延时的除外）。

四、拍品瑕疵和限购等详情，
请点击淘宝网扬中市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扬中市
人 民 法 院）查 询 。 联 系 电 话 ：
0511-88286808（姚）。

扬中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公 告
镇江市黄山西路以南九华山路

以西一号地块（镇江铂珺花园）I-3
号地块规划设计方案已经我局审查
通过，于2018年9月3日至2018年9
月12日在项目现场及镇江市规划
局网站（http://www.zjsghj.gov.cn）
进行批前公示，详情可在网站首页

“批前公示”板块进行查询。
镇江市规划局

2018年9月4日

公 告
镇江檀山路以东中山西路以

南地块调整规划设计方案已经我
局审查通过，于2018年9月3日至
2018年9月12日在项目现场及镇
江 市 规 划 局 网 站（http://www.
zjsghj.gov.cn）进行批前公示，详情
可在网站首页“批前公示”板块进
行查询。

镇江市规划局

2018年9月4日

本报讯 经过两个月的漫长暑
假，全市的中小学生昨天步入校园、
走进课堂。新学生、新校园、新起
点、新憧憬……记者昨天采访中发
现，各个学校的新学年的第一课有
声有色，全市23万余名普通中小学
生用崭新的面貌迎来了新的开始。

正衣冠 、行 开 蒙 礼 、行 拜 师
礼……昨天上午 9点整，在江滨实
小校园内，开学典礼的气氛温馨又
热烈，充满了生机和朝气。开学典
礼上，校长王旌向一年级新生赠送
了“希望的种子”和《生命成长手
册》。她表示，每一粒种子都代表
着希望，成长手册将记录孩子们在
学校六年期间的点滴成长，用这样
一份“开蒙礼”预祝每个同学都能
和种子一样茁壮成长。中国是礼
仪之邦，八礼四仪教育成为该校开

学典礼的亮点。“一拜老师，教我做
人；二拜老师，教我读书；三拜老
师，不忘师恩……”在该校的开学
第一课上，新生们在主持人的带领
下，举行了庄严又神圣的新生拜师
仪式。全体一年级新生的家长也
向各自的孩子送出了早就准备好
的“开蒙礼”。家长谢女士告诉记
者，自己准备了一个写着“为中华
之崛起而读书”的书桌摆件，时刻
提醒孩子好好学习，今后做一个对
社会有用的人。王旌表示，对于刚
刚迈入小学校门的新生，作为学校
的管理者将竭尽所能让孩子迅速
适应小学生活，一方面通过和家长
沟通，让家长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另外一方面，让孩子在
校期间能尽快熟悉校园，爱上学
校、爱上课堂、爱上小伙伴。

“高质量发展，核心素养显成
效；负责任做事，立德树人有担
当。”昨天上午，市外国语学校教学
楼顶悬挂的标语分外惹人注目，师
生们齐聚广场，以饱满的姿态迎接
新学期的第一天。经历4天军训的
该校2018级700多名新生，迎来了
激动人心的时刻——军训汇报演
出暨“走进镇外门”入校仪式。当
家长们牵着孩子的手走过那道象
征校门的拱门时，学生们脸上洋溢
着自信和幸福，家长们也激动不
已。因为穿过这道拱门，意味着孩
子已经从小学生变成了中学生，开
始了崭新的学习生活。“突出质量
主题，落实责任机制，扎实有效地
开展各项工作，寻找‘爱就开心’落
地的力量。”该校校长赵国强表示，
新的学年学校进一步明确“向管理

要效益，向德育要质量，向改革要
突破”的工作要求，把老师们的精
气神聚焦到质量内涵，聚焦到学科
建设，聚焦到核心素养。新学期该
校将以推进学科建设行动计划，打
造江苏省语文课程基地，实施未来
课堂建设前瞻计划和“五自”领航
教育教学改革四大工程为抓手，着
眼新高度，定位新目标，实现学校
教育品质的再提升。

采访中记者看到，我市各学校
的开学典礼都不约而同地彰显着“高
质量发展，负责任做事”的主题。市
教育局局长刘元良表示：“新学期新
气象，新学期新追求，教育系统干部
职工要用心干好每一天，踏实干好每
一事，真正地负起责任来，用实干实
绩回答好镇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
代命题。” （胡冰心 唐守伦）

告别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
润州区 2.5万余名中小学生及幼
儿园孩子，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迎
来了新学年。昨天，记者在各学
校、幼儿园看到，开学工作井然有
序、有条不紊，校容园貌均焕然一
新，各项活动有序开展，充分展示
了新学年里的新气象、新开端和
新变化。

开学第一天，润州中专举行新
学期开学典礼暨教师师德承诺仪
式，400余名教师庄严承诺：将牢记

“以生为本”的教育情怀，牢记学校
“教风”，关爱每一名学生，做一个
新时代“四有”好教师。镇江实验
学校魅力之城分校秉承“做‘四有’
教师，展‘魅力’风采”的办学理念，
开学典礼邀请检察官讲解安全知
识。南徐小学“文明礼仪伴我成
长”开学典礼则是由学生自己主
持，分别以《中小学文明礼仪之歌》
文明礼仪操、校长寄语、法制宣讲
等环节组成。穆源民族学校“幸福
穆源娃，文明伴成长”开学典礼，号
召全体师生共学文明之礼，争做文

明之人，让文明之风沐浴整个校
园。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
暑相连……”一首二十四节气歌
拉开了孔家巷小学的开学序幕。
朱方路小学开学典礼举办“志行
伙伴”交友活动，结对伙伴们相互
交换了志行伙伴交友卡，承诺在
学习生活中互相帮助，分享喜悦，
一起做最好的自己。李家大山小
学号召全体师生以新学期为新起
点，用智慧与汗水谱写新的篇
章。师德师风建设是凤凰家园幼
儿园新学期的重点，该园全体教
职员工举行了隆重而庄严的教师
誓词宣誓仪式。

开园当天，润州区机关幼儿
园全体教职工们在“一岗双责”制
安全工作责任状上庄重地签上了
自己的名字。润州区机关幼儿园
园长朱莉表示，在新的学期里，将
认真抓好幼儿安全教育工作，进
一步提高孩子们的安全意识，让
孩子们学会保护自己，健康快乐
成长。

2.5万孩子感受新气象
本报记者 孙晨飞 本报通讯员 王云苏

昨天，在中山路小学仁章校
区，可爱的拍照娃娃吸引了孩子
们争相留影。开学典礼上，每个
班级都收到了一份新学期的礼物
——生命的种子。

为给一位身患白血病的18届
毕业生撑起一片蓝天，让他赶快
恢复健康，早日回到校园。学府
路小学在开学首日举行了“汇聚
点滴爱心，传递学府真情”爱心
捐款暨开学典礼。此次活动得到
了全体师生、家长、兄弟学校以及
共建单位科莱恩公司的大力支
持。疾病无情，人间有爱，师生们
和爱心人士用爱心点燃希望。同
样，解放路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老
师带领下进行了慈善捐款活动
（下图 王莹莹 唐丹凤 摄），他
们将自己的一份爱心投入捐款
箱，全园 280 名幼儿，共捐善款

4800多元。
继漫长暑假之后，京口区 24

家公办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开学活动。

在京口中学的开学典礼上，
八年级学生代表带着使命和责
任，郑重地宣誓：“我们将勤奋博
学、进取争先，掌握扎实的文化知
识，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学会做
人、学会学习，真正成为一名有终
身学习能力和有责任心的人。”学
校团委还表彰了 2017—2018 学
年校级“美德少年”。

京口区教育局副局长黄涛表
示，本学期全区公办中小学及幼
儿园近 3万名学生踏入校园，开
启新一学期的学习生活。该区将
继续坚持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强
化“家校融合”工程，为孩子身心
成长开道引航。

3万学子开启新学期
本报记者 谭艺婷 本报通讯员 谢峰

本报讯 日前，和平路街道三茅
二社区联合爱心企业佬土火锅在开
学前慰问了辖区 4名困境青少年，
志愿者用慈善款给他们送上书包文
具等学习用品。

在朱继福家中，志愿者向其送
上了学习用品。据了解，朱继福有
一个哥哥，前两年做了心脏手术，

他去年做了肠息肉手术，全家收入
就靠父亲朱正冈经营的小餐饮店
维持，生活比较困难，志愿者鼓励
朱继福好好学习，有困难会尽力帮
助他。

社区和爱心企业表示，会给予
困境青少年家庭长期的帮助和支
持，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丁力）

社区开学前慰问困境学生
本报讯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镇

江市中心支行在茅山风景区建立“学
雷锋志愿服务站”，常态化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茅山风景区天乐村 13岁
的男孩徐治告诉“红马甲”志愿者叔
叔、阿姨，他不仅有了新书包和文具
盒，听到了神奇的军号声，还聆听了
雷锋的故事，他很开心！

据徐治的奶奶介绍，7年前徐治父
亲车祸去世后，孙子就和她相依为命，她
们家是低保户，自己年纪也大了，没有能
力带孩子出去旅游。尽管是茅山本地
人，但徐治没去过新四军纪念馆和苏南
抗战胜利纪念碑。在纪念馆，徐治看得
聚精会神，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夏林村的 6岁女孩朱芯瑶来自

一个单亲家庭，她穿着自己最喜欢的
粉红色公主纱裙，认真地学唱着《学
习雷锋好榜样》。她告诉团委志愿
者，爸爸在外面打工一年也回来不了
几次，站在纪念碑下听鞭炮她又紧张
又好奇，“真的听到军号声了”，朱芯
瑶开心地说道。

茅山风景区团工委负责人表示，
今后将继续开展“诵读学传”活动，通
过志愿者服务等有意义的活动展现茅
山青年的青春形象。 （葛扬 胡建伟）

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关爱贫困单亲孩子

核心素养显成效 立德树人有担当

23万名学生迎来“开学第一课”

昨天，镇江市中小学开学，敏成小学一年级
新生在校门口收到学校礼仪队员赠送的青青苹
果礼仪贴。这是敏成小学苹果礼仪学院的礼
物，意味着一年级的新生将从开学第一天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礼仪习惯。

刘利群 王呈 摄影报道

昨天，镇江实验学校的五千多名师生参加主题为“童心里的诗篇”开学第一课启动仪式暨开学典礼。
五千多名师生齐诵《少年中国说》，推动“童心里的诗篇”活动月开启。 封疆江 摄影报道

昨天，交警支队
京口大队交警在市区
红旗小学门口启动

“护学岗”，确保学校
周边道路畅通有序。

马镇丹 谈德捷
张久召 摄影报道

昨天，市江科大附
小举行新学期开学典
礼，一年级的小创客们
手捧金钥匙，快乐穿越
智慧门，在科技的氛围
中迎来开学第一天。
倪蔚丹 王呈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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