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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民阅读体系
丰盈百姓“文化粮仓”
为了加快书香泗洪建设袁引导
更多的居民参与阅读尧 多读书尧读
好书袁 促进全民阅读习惯养成袁宿
迁市泗洪县石集乡创新构建野1+1+
1冶全民阅读新体系袁在宿迁市泗洪
县石集大地上营造全民阅读新风
尚遥

野每月读渊听冤完 1 本书冶阅读理念遥
同时依托 野长廊夜谈冶野庭院议事冶
等平台袁积极开展野小手牵大手 阅
读交朋友冶活动袁定期举办读书感
言会袁交流分享读书心得遥 通过培
育一批阅读先领者袁吹响全民阅读
号角袁逐步引领全乡民众加入到阅
读队伍中来遥

全乡镇发动袁培育野1冶批阅读
先领者
野我家之前被乡里评为 耶文明
户爷袁前些天村干部找到我袁说我们
乡要树立一批阅读模范袁问我愿不
愿意参加袁我当时毫不犹豫就答应
了遥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子产品袁
孩子一放假就沉迷玩手机尧 看电
视袁 这次我想给孩子带个好头袁跟
孩子一起看看书袁培养阅读习惯遥 冶
瓦房居委会居民石敏高兴地说遥
据了解袁宿迁市泗洪县石集乡
以学校为载体袁以野一个孩子带动
一个家庭冶为理念袁大力引导民众
重视阅读袁 同时兼顾已有成效袁鼓
励全乡文明户尧健康家庭户及退役
军人示范户积极参与到阅读活动
中袁 大力倡导 野每天阅读 1 小时冶

全要素调动袁打造野1冶批阅读
新阵地
野这里跟我以前看到的农家书
屋都不一样袁用时髦话说就是耶高
大上爷袁环境安静又优美袁坐在里看
书袁感觉身心都得到了放松遥 冶新汴
居委会居民柏慧看到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兴奋地说遥
宿迁市泗洪县石集乡整合现
有资源袁充分利用好各村居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袁在公园和学校设立
野读书角冶袁打造野15 分钟阅读圈冶遥
对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文明实践
站进行重装袁 统筹推进阅读服务
野硬件冶和野软件冶建设袁丰富图书种
类袁涵盖健康尧文史尧科普尧创业等
各个方面袁满足读者受众的差异化

需求遥
全方位推动袁创建野1冶批阅读
联合体
野现在我们乡阅读氛围特别浓
厚袁明显感觉到大家看书的意识强
了袁看人家都看袁我也被感染多看
了几本书遥 冶瓦房居委会居民石忠
喜说遥
宿迁市泗洪县石集乡率先创
新推进野政府+民众+学校+志愿者冶
阅读联合体袁联合乡团委尧乡村振
兴尧宣传尧司法等部门袁在农家书屋
不定期开展野童梦成真育少年冶野百
姓名嘴说法律冶野党史知识知多少冶
野水稻种植有讲究冶 等特色阅读与
知识宣讲活动袁既培养和提高了民
众的阅读意识袁也丰富了民众的科
普知识袁通过接地气的知识讲解解
决民众切实生产生活问题遥 同时依
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阵地袁成立
全民阅读志愿服务队袁组织志愿者
带领青少年到户外开展阅读拓展
活动袁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袁感受
自然之美尧书籍之美尧人文之美遥 祖
子谦

瑞金市 2021 年公开招聘国企紧缺人才拟聘用人员

遗失
声明
杨连 庆持 有
的瑞金市被征地
农民证遗失袁证
号 院ZD02060002
特此声明

罗化 明持 有
的残疾证遗失袁
证号院362102195
61114361243袁 特
此声明

名单公示

根据叶中共瑞金市委组织部 瑞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瑞金
市 2021 年公开招聘国企紧缺人才实施方案的通知曳渊瑞组字 也2021页61 号冤精
神袁经过报名尧资格审查尧面试尧体检尧考察等程序袁现将瑞金市 2021 年公开招
聘国企紧缺人才拟聘用人员予以公示院
序号

姓名

性别

面试成绩

报考岗位

1

胡兴春

男

75.79

工程管理渊工程建筑尧市政专业冤

钟友玲

男

钟海兵

男

2
3

73.93
72.64

工程管理渊工程建筑尧市政专业冤
工程管理渊工程建筑尧市政专业冤

公示时间院2021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遥 公示期间,若有异
议袁请向瑞金市国企招聘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袁联系电话院0797-2503909遥
瑞金市国企招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18 日

企业住所核查公告
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曳等法律规定和
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统一部署袁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企业 渊经营场所冤核
查工作遥
住所核查工作通过邮寄专用信函 渊企业住所
掖经营场所业核查函冤的方式与全市注册登记的企业
联系袁经向企业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邮寄无人
签收的袁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
得联系遥
现将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
联系的企业名单予以公示袁请列入该名单的企业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与其注册登记机关联
系袁依法办理住所渊经营场所冤变更登记或重新取得
联系遥 如停止生产经营袁请及时到企业登记机关办

理注销登记遥 对核实企业无法联系袁证实无正当理
由在其登记的经营场所未开业或开业后自行停业
经营均连续超过 6 个月袁且未办理注销登记袁我局
将依法吊销此类企业营业执照遥
特此公告浴
瑞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10 月 9 日
附院企业住所核查公告企业名单请登陆瑞金市
人民政府政务信息公示平台网站渊http://www.ruijin.
gov.cn/rjsxxgk/rj9531/202110/
cebefa3c19494a8e8641c8af3e07fe1f.shtml冤 通知公告
栏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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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 日袁在江
周
苏省盐城市响水县交通巷袁
仁
有一户人家袁院门前插着国
甫
旗和党旗袁主人周仁甫聚精
总
会神地坐在电视机前袁湿了
眼眶遥
现年 97 岁的周仁甫有
很多身份袁勇猛刚毅的抗战
老兵尧 善良慈祥的志愿者尧
捐资助学的老党员噎噎
饱经沧桑的周仁甫袁时常
会想起那个战火纷飞的年
代噎噎
野有力出力袁有钱出钱袁
永远为人民服务遥冶1943 年袁
在入党介绍人李文广的这
句嘱托里袁周仁甫找到了精
神归属遥 此后 78 年袁他奉之
为圭臬袁 无论身份怎样改
变袁都身体力行袁矢志不渝遥
伤疤就是勋章
1925 年袁周仁甫出生在
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遥
从小袁周仁甫就在父辈
的影响下袁对共产党领导的
军队充满了向往遥 1940 年袁
年仅 16 岁的周仁甫毅然决
然加入党的革命军队遥 1943
年袁周仁甫如愿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遥
野1943 年袁日本人打到响水袁
经常对我们搞突袭遥 那个时
候我们用的还是烧火信子
的耶扫帚炮爷袁一炸后面跟着
扫帚一样的黑烟噎噎冶回忆
起过去激烈的战斗过程袁周
仁甫连当时大炮引线的长
度都能比划出来遥 旁人看着
周仁甫身上触目惊心的战
争伤痕袁那是这位老兵最光
荣的战斗勋章遥
抗日战争胜利后袁响水
地区还残存部分仍在负隅
顽抗的伪军袁周仁甫所在的
队伍依然在战斗遥
野1945 年七月袁早上东方还没发白袁敌人就
来围攻我们遥 当时我们只有 80 个人袁而敌人黑压
压一片袁火力密集袁打了一天的拉锯战袁从清晨战
斗到深夜遥 冶周仁甫回忆袁野那天我们牺牲了三个
人袁都是和我一起参军的遥 冶想起牺牲的战友袁周
仁甫神情肃穆袁沉默了半晌遥
三个心愿
周仁甫还有三个心愿遥
2016 年 5 月 7 日袁在家人的陪同下袁周仁甫
走进响水县红十字会袁在器官和遗体捐献同意书
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遥 他希望百年之后袁
能帮助更多人延续生命遥
野最后一次为人民服务冶袁这是周仁甫的第一
个心愿袁他笑称自己如此高龄袁摔了十几跤都没
有骨折袁一定要让医学家研究研究是怎么回事遥
人们说袁周爷爷有福气遥 他长寿且硬朗袁随手扔下
的桃核在水泥地里扎了根袁 竟能长出一棵桃树遥
周仁甫想把福气分给更多人袁他想要化作日落时
的晚霞袁照耀更多的人袁文以照心袁在 100 岁生日
的时候出版个人文集叶落霞满天曳袁这是他的第二
个心愿遥
1995 年 4 月 4 日袁 响水县委组织部收到了
一笔特殊党费遥 70 岁的离休教师周仁甫为表达
对党的感激之情袁 将其因工资改革补发的 1008
元工资作为特殊党费交给党组织遥 2003 年袁周仁
甫又交了 1008 元的特殊党费遥 2011 年袁中国共
产党成立 90 周年袁他交了 10000 元的特殊党费遥
今年袁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大时刻袁
他再次交出了 10000 元特殊党费遥
活到 100 岁袁再交一次特殊党费袁这是周仁
甫的第三个心愿遥 他曾在一封信中深情地写道院
野我是一名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老党员袁 没有共
产党袁就没有我的今天遥 托党的福袁我们离退休人
员丰衣足食袁生活
愉快遥 吃水不忘挖
井人袁我向党表示
一点心意是应该
的噎噎冶
孙军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