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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袁 区人社局
社保中心积极抓好 野三早冶袁
有序谋划和部署年度各项工
作结转袁 确保本年度工资申
报审核尧 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尧
年度医疗费用报销等年末重
点工作提前落实袁 及早运转袁
有条不紊遥

提早制定预案遥 十月下旬
该局社保中心便认真筹划袁
积极研究应对措施袁 对年末
工作进行逐项分解袁 制定紧
急预案袁 明确各自职责袁 整
合全中心力量袁 集中攻坚克
难遥 为确保整个工作事项逐
条完成袁 准确无误袁 全体工
作人员加班加点袁 加强 野金保
工程冶 监测和运行袁 使年度结
转尧 网络程序上线两不误遥

尽早加大宣传遥 该中心通
过报纸尧 电视等宣传媒体以
及手机微信短信尧 有关书面
通知等袁 及时发布医保最新
信息袁 提醒参保人员在规定
时限内报销医药费和缴纳医

疗保险费遥 同时与银行协调联
动袁 做好一系列网上收款和支
付对接工作袁 所有灵活就业参
保人员袁 只要备足应缴纳的资
金袁 在缴费时只需要持医保卡
便可在网上通过专用账户完成
缴费项目遥

及早推出便民措施遥 为缓
解年底医疗费报销高峰期窗口
压力袁 尽可能减少报销群众的
排队等待时间袁 该社保中心积
极调配人力袁 及时增加窗口工
作人员袁 采用提前上班袁 早作
准备袁 推迟下班袁 整理台账袁
尽最大努力延长报销工作时
间的方法袁 确保按期对外报
销遥 与此同时袁 该中心始终坚
持提供医保信息咨询尧 查询及
反馈等优质温馨服务袁 增加医
保政策知晓率尧 透明度袁 让前
来报销医疗费的参保人员对医
保政策熟记于心袁 报得舒心尧
报得放心遥

左彩霞 汤敖齐 左玲

区人社局

立足三早 做好年度结转

本报讯 2019 年江苏高考
考试说明和学业水平测试说明
日前出版发布袁语文尧数学尧物理
等科目的考试内容均有部分变
化遥

据悉袁叶2019年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渊江苏卷冤
说明曳尧叶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
中学业水平测试 渊选修科目冤说
明曳尧叶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测试渊必修科目冤说明曳
是考试命题的直接依据遥为使广
大江苏考生和教师全面尧准确了
解 2019年江苏高考和学测命题
的有关信息袁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在总结往年编写考试说明和实
际命题工作的基础上袁以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
为指导袁结合江苏省高考方案和
教学实际袁组织有关专家对原考

试说明进行了修订遥主要修订内
容为院 一是高考考试说明语文尧
数学尧物理三个科目的考试内容
进行调整曰二是根据江苏省学业
水平测试渊必修科目冤方案的最
新调整情况袁学业水平测试渊必
修科目冤说明进行相关调整遥

现代文阅读部分袁将论述类
文本和实用类文本均作为必考
内容袁考查文学类文本尧论述类

文本尧 实用类文本共 3类文本袁
题量尧 题型及赋分也相应调整遥
同时袁 试卷分值结构进行微调袁
语言文字运用减少 3分袁古诗文
阅读增加 2分渊不增加题量冤袁现
代文阅读增加 1分遥 数学方面袁
删去野几何证明选讲冶袁其余 3个
选考模块不变袁由野4 选 2冶改为
野3选 2冶遥 物理方面袁原选考野3-
5冶列为必考袁其余两个选考模块

不变袁由野3选 2冶改为野2选 1冶遥
另外袁2019 年江苏省高考

将试卷容易题尧 中等难度题尧难
题的分值比例由野7:2:1冶调整为
野8:1:1冶袁并对考试内容进行必要
的增减与合并袁个别考点的能力
层级进行适度下调遥 同时袁精选
能代表测试方向的典型题袁更好
地发挥导向教学作用遥

李蕾

2019年江苏省高考出现新变化

本报讯 12 月 5 日袁 区
发改委牵头召开了 叶金坛区
加油加气尧 充电设施布点规
划 渊2018-2025冤曳 中期成果征
求意见会遥

会议首先由区规划编研中
心介绍 叶金坛区加油加气尧 充
电设施布点规划 渊 2018 -
2025冤曳 的规划编制背景和规
划方案遥 各相关部门尧 镇区尧
街道就 叶金坛区加油加气尧 充
电设施布点规划 渊 2018 -
2025冤曳 各板块布点规划等方
面提出了意见袁 进一步提高
了规划的可操作性遥

近年来袁 随着 野常金一
体袁 东扩南移冶 战略的实施袁
我区积极推动 野常金交通一
体化冶 融合发展袁 我区城市整
体布局尧 产业格局及交通网
络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遥 此
次规划的整合修编袁 将重新
科学确定我区在 野十三五冶
及 野十四五冶 期间加油尧 加气
站及充电设施的规模与布局袁

合理配置加油尧 加气设备及充
电设施袁 指导我区加油尧 加气
及充电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袁 这
也将进一步有力助推我区新能
源和汽车产业的昂扬发展遥

会议要求袁 各板块要根据
各自的区域发展尧 产业特点尧
路网建设尧 土地利用等确定迁
建尧 保留尧 改造和调整的建
议袁 深入谋划袁 使其更加具有
前瞻性和可实施性袁 具有深度
和广度袁 具有透明性和公开
性遥 编制单位要深入调研袁 认
真负责曰 各镇区尧 街道及相关
部门要主动对接袁 积极配合袁
多提合理化建议遥 希望规划能
逐步建立起与我区国民经济发
展相适应尧 与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尧 布局科
学合理尧 功能完善的加油加气
及充电设施服务网络体系袁 为
我区高质量发展尧 高速度增长
描绘新蓝图袁 为 野两个加快冶
增加新动力遥

尹俊 臧风华

区发改委

完善规划布局 助力汽车产业
本报讯 为促进失业人员创

业袁 提高就业和再就业及创业能
力袁近日袁西城街道朱庄社区开展
了一系列创业政策宣传活动遥

活动以落实各项积极的创
业优惠政策为保障袁帮助扶持下
岗失业人员就业和成功创业袁做
到培训与创业相结合遥 活动期
间袁社区工作人员结合本社区服
务业发展袁把创业典型尧创业政
策通过讲解尧发放宣传册等形式

送到居民手中袁通过发放宣传资
料尧接受群众咨询袁为创业群众
提供政策尧信息尧技术等方面的
内容袁供大家参考和选择袁让创
业群众得实惠尧获实利袁营造良
好的创业环境遥同时帮助创业就
业人员了解创业尧 就业政策袁激
发创业热情袁调动创业就业人员
的积极性遥

此外袁社区创业指导员特别
向有意向创业的大学生青年尧失

业人员推荐了西城街道组织的
SYB创业培训课程袁解析本区创
业扶持政策遥通过这次创业宣传
活动袁居民对政府的惠民政策有
了更深的了解袁大家对社区宣传
活动给予一致好评袁活动取得预
期效果遥 孙婷 庄俊芳

西城街道

开展创业宣传活动 帮助居民就业创业

12月 8日下午袁由区
文广体局尧区教育局尧区科
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的
野献给金坛市民的种球植
物自然课冶 暨花谷奇缘第
二届种球公益活动启幕仪
式袁 在区图书馆报告厅举
行遥 活动吸引了数百名小
朋友与家长参加遥 花谷奇
缘园艺师在现场为小朋友
们介绍了如何挑选郁金香
种球尧郁金香的生长习性袁
并让小朋友们在现场学习
拨种球皮尧培土尧浇水等步
骤的实践袁 小朋友们做得
有模有样袁 受到园艺师的
表扬遥 李蕾 文/摄

渊上接第一版冤
最后是野挖冶袁即挖潜存量土

地遥一是对全区城镇建设用地中
批而未供尧空闲和闲置土地全面
调查摸底袁建立野可利用土地数
据库冶袁 并与年度建设用地供应
计划衔接遥二是按照野以用为先冶
原则袁对批而未建或建设周期长
的袁督促企业加快建设袁收取土
地闲置费袁 或依法收回土地曰对
项目建设单位不具备开发能力袁

有偿调剂给急需用地的项目或
坚决收回遥三是鼓励企业盘活存
量用地袁推行野零地技改冶袁原地
提升发展能力袁或开展野零地招
商冶袁充分利用多余土地和厂房袁
实现野一厂多企冶遥四是大力推进
土地综合整治遥 以野整村尧整镇尧
全域冶综合整治为抓手袁积极推
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袁形成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占补平衡
指标袁从而保障产业用地遥

金坛经济开发区将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摆在重要位置袁围绕
空间资源整合袁以野亩产冶论英
雄袁加大低效闲置土地挖掘尧 盘
点和处置力度袁 出台了闲置厂
房租赁管理办法遥 在分类汇总
基础上袁 以谈判租赁形式袁 掌
握并储备一批闲置厂房资源袁
通过嫁接招商盘活闲置厂房 7
万平方米遥
蒋建君 孙云清 刘玉华

守住开发底线 推进节约集约———

我区巧妙破解土地野有限冶发展野无限冶不等式

渊上接第一版冤
近年来袁为鼓励尧引导和扶

持创业袁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和
创业氛围袁我区每年都定期开展
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评选活动袁
积极帮助品质优良的项目参与
省尧市级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遴
选和申报袁每个入选省级项目可

获得 10万元一次性补贴袁 旨在
通过选拔和扶持优秀创业项目袁
完善政策尧优化服务的方式来帮
助更多大学生成功创业袁不断促
进创业带动就业遥

区创业指导服务中心负责
人表示袁这些省大学生优秀创业
项目大部分都已经成功落地遥下

一步袁我区将健全和优化创业项
目动态跟踪服务机制袁逐一跟踪
落地实施情况袁引导符合条件且
有需求的项目团队到区创业指
导中心接受服务袁帮助项目实施
单位成功开业尧合法经营尧可持
续发展袁提高创业成功率和带动
就业率遥 王伟国 左玲

江苏省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名单公示

我区 5个项目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