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佛山院
开展亲子共读系列活动

绘声绘色的故事讲述尧 深情动人的诗歌朗
诵噎噎2020 年野以美育人 以文化人冶广东佛山
校园书香艺术节展示月活动开幕式暨 野粤读书
香冶 亲子共读现场展示活动袁11 月 15 日在佛山
市图书馆举行遥 经过层层遴选袁来自全市五区的
24 个家庭齐聚一堂袁现场展示亲子共读节目遥

王伟楠

福建漳州院
行业引领强化文明骑行秩序

福建省漳州市响应野一盔一带冶安全守护行
动袁 开展 野警保合作共创安全文明骑行秩序活
动冶袁旨在进一步提升电动自行车尧摩托车骑乘
人员的交通安全意识袁 减少市民群众交通违法
行为袁强化防范风险尧解决事故赔偿问题尧减少
事故损失袁保障群众的经济利益袁为文明城市创
建保驾护航遥 周东军

山东青岛院
厚植“艺美城阳”品牌

美育完善人格袁艺术浸润心灵遥 近日袁野十个
一冶 伴我阳光成长要要要2020 年山东省青岛市城
阳区野区长杯冶中小学生艺术比赛舞蹈专场决赛
在城阳区实验二中报告厅举办袁来自全区 32 所
学校的 1000 余名中小学生登上舞台袁一展优美
舞姿遥 据悉袁近年来袁青岛市城阳区扎实推进野阳
光城阳 2.0冶建设袁将阳光具有的公开透明尧温暖
普惠等内涵袁融入社会治理体系各个环节袁以阳
光沃土厚植野艺美城阳冶美育工作品牌袁充分展
现全区中小学生欢乐尧时尚尧活力的阳光心态和
阳光生活遥 兰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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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

第 362102196008150070 号
渊钟松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
明遥

绎瑞金市万田乡中心小
学不慎遗失中国共产党瑞金
市万田乡小学支部委员会公
章壹枚袁特此声明遥

绎江西省三盛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遗失基本存款账
户信息袁账户名称院江西省三
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袁账
户号码院203747801876袁开户
银行院中国银行瑞金支行袁法
定代表人院姚俊鸿袁基本存款
账户编号院J4296001189701,
特此声明遥

一尧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院RJTS2020-RJ-ZX005
项目名称院脐橙包装机
预算金额院200000.00 元
采购需求院脐橙包装机 2 台
合同履行期限院自叶成交通知书曳发

出之日起 5 日内和甲方签订合同袁并于
签订合同之日起 5 日内交货袁包括安装
调试遥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遥
二尧申请人的资格要求院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曰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

务会计制度曰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

业技术能力曰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

的良好记录曰
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袁在

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曰
6.响应人被野信用中国冶网站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
人名单的尧被野中国政府采购网冶网站列
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
单的渊处罚期限尚未届满冤袁不得参与本
项目的采购活动遥

三尧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院2020 年 11 月 18 日袁 每天上

午 08院30 至 12院00袁 下午 14院30 至 17院
30渊北京时间冤遥

地点院 瑞金市添盛采购代理有限
公司

方式院现场报名
售价院100.00 元
四尧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尧开标

时间和地点
2020 年 11 月 19 日 15 点 00 分渊北

京时间冤

地点院 瑞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渊(江西省瑞金市经开区渊沙洲坝镇冤胜利
大道西渊行政审批局 3 号楼 2 楼冤)袁届时
请响应人代表携带其本人身份证原件尧
响应文件出席询价会袁逾期或不符合规
定的响应文件恕不接受遥

五尧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袁请按以
下方式联系遥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院瑞金市武阳镇人民政府
地 址院瑞金市武阳镇
联系方式院0797-2580110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院 瑞金市添盛采购代理有限

公司
地 址院 瑞金市象湖镇八一北路文

广局南侧渊二楼冤
联系方式院13879786307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院谢先生
电 话院13879786307

招标公告

野多大点事啊浴值得这样吵来吵
去吗钥老话说耶远亲不如近邻爷袁都坐
这儿消消火噎噎冶11 月 10 日下午袁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顺河街道乡贤
调解员朱宜虎袁 拉着两个争吵不休
的村民坐下袁 开始语重心长地开导
教育遥类似这样的邻里纠纷尧家庭矛
盾经他一劝就能化解袁 因此朱宜虎
被当地百姓称为 野金牌调解员冶袁鸡
毛蒜皮的小事袁 他每季度都能调解
20 多起遥 2020 年以来袁宿豫创新乡
贤工作袁 积极探索在窗口服务单位
创建乡贤工作室袁着力做深野乡贤+冶
文章袁探索乡村治理新路径遥

乡贤+道德引领 用嘉言懿行垂
范乡里

野桃李不言袁下自成蹊遥 乡贤用
自身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尧 涵养文
明袁 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
好的环境遥 冶宿迁市宿豫区曹集乡党
委书记张大伟说遥

针对农村的一些陈规陋习袁各
地乡贤深入了解社情民意袁 乡贤参
事会每季度组织召开一次 野有事好
商量冶 协商议事会袁 带头抵制旧习
气袁倡导科学尧文明尧健康的生活方

式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袁引导群众见
贤思齐袁 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和人际
关系遥

据了解袁 宿迁市宿豫区政协推
动各政协工作联络组建立乡贤参与
社区道德讲堂宣讲阵地袁 通过乡贤
现身说法尧专题讲座尧主题教育等形
式袁以野乡贤冶的力量引领道德风尚袁
涵养社会新风袁助力乡村振兴遥

乡贤+技艺传承 用传统文化涵
养文明

走进宿迁市宿豫区陆集镇荣闸
文化大院袁四合院环抱两层小楼遥室
内书架林立尧字画满墙袁门前搭有戏
台袁两侧游廊贯通袁田园风光与人文
底蕴交相辉映遥 附近村民经常在此
聚会袁或看戏尧听讲座袁或练字尧读
书袁文化大院成为百姓家门口的野精
神粮仓冶遥

为培育乡贤技艺传承队伍袁宿
迁市宿豫区政协建立一整套工匠乡
贤选任尧培训尧管理办法袁排查梳理
乡贤技艺传承工匠袁 建立传统文化
活动阵地袁依托街道尧社区书画室等
载体袁向低收入家庭学生尧留守儿童
免费传授书法尧剪纸尧泥塑等传统技

艺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袁推动乡贤技
艺传承落地落实遥

乡贤+社会治理 用乡情土法化
解矛盾

乡贤对农村各种矛盾掐得准
脉尧找得到根尧摸得着门袁在遵照法
律法规的前提下袁从民间野老理冶出
发袁从乡情亲情入手袁用春风化雨的
方式化解矛盾袁促进和谐遥

宿迁市宿豫区丁嘴镇丁庄村村
民丁长顺说袁 他和丁先勇原是十几
年的好邻居袁 这几年因种地占到对
方地边而摩擦不断遥 村干部出面调
解袁总被误认为野拉偏架冶遥乡贤到场
后袁一方面两头劝和袁一方面当着双
方的面将土地丈量好袁 在地边立下
边界袁两家心服口服袁和好如初遥

记者了解到袁 宿迁市宿豫区政
协探索建立乡贤参与诉前调解尧法
律援助尧公调对接等阵地袁发挥乡贤
参与乡村治理尧矛盾调处尧纠纷化解
等作用袁联合区司法局等单位袁召开
现场推进会袁 将乡贤公益服务工作
在全区各有关部门尧乡镇渊街道冤和
村居渊社区冤全面推开袁助力和谐社
会建设遥 王菁

做深“乡贤 ”文章 探索乡村治理“新路径”

荨11 月 12 日下午袁2020 年四川省 野乡村学
校少年宫嘉年华冶展示活动在泸州市梓潼路学校
拉开帷幕遥 来自自贡尧攀枝花尧泸州尧广元尧宜宾尧
甘孜尧 凉山等 7 个市州的近 200 名代表到场观
摩袁并参观考察了泸州市龙马潭区安宁中心学校
和雅乡村学校少年宫尧泸州市梓潼路学校乡村学
校少年宫建设情况遥图为泸州市特殊教育学校选
送的展演节目叶伞语悠悠曳遥 周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