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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九江市第四届
“德艺双馨”
教书育人楷模名单出炉

看看这些老师有你认识的吗？

老城区 4 个路口
即将拓宽改造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叶涛）为进一步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打造一支师德高尚、素
质全面、业务精湛、开拓创新的
“德艺双馨”
教
师队伍，宣传表彰优秀教师典型，努力实现
“人本、
公平、
优质、
幸福”
四个教育目标，
9月9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
如）昨日，浔阳晚报记者从市发改
委获悉，我市老城区内有 4 个路口
将开展拓宽改造工程，目前已正式
获批。
根据市发改委《关于九江市老
城区路口拓宽改造工程初步设计
的批复》文件，经审查完善，基本同
意修改后的“老城区道路路口拓宽
改造工程”初步设计并进行了批
复。据悉，此次获批复的老城区路
口改造工程位于 4 地，分别为市区
十里大道与桃园路路口、浔阳东路
与庐峰路路口、浔南大道与陆家垄
路路口、长虹大道与馨苑山庄路
口。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为
十里大道与桃园路路口东侧的桃
园 路 北 侧 车 行 道 拓 宽 3 米 ，长 约
100 米；浔阳东路与庐峰路路口南
侧的庐峰路两侧人行道位置新建
非机动车道；浔南大道与陆家垄路
路口北侧陆家垄路两侧车行道分
别拓宽 3 米，长约 100 米；长虹大道
与馨苑山庄路口中馨苑山庄道路
东侧车行道拓宽 3.5 米，
长约 60 米。
经核定，此次路口拓宽改造工
程总概算为 640.69 万元。主要建
设内容为拓宽改造、管线及变压器
迁 移 、排 水 、交 通 标 志 标 线 等 工
程。审查意见还提出，尽可能调整
拓宽非机动车道宽度并根据各路
口现状路面结构优化加宽部分路
面结构设计。

学制短

日，九江市庆祝第 35 个教师节大会上，九江
市第四届
“德艺双馨”
教书育人楷模受表彰。
据了解，全市广大教师将以优秀教师为
榜样，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引领，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九江市第四届
“德艺双馨”
教书育人楷模（10 名）
都昌县第一中学
九江市濂溪区第一中学
九江市浔阳区柴桑小学
共青城市苏家垱乡中心小学
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港城中学
湖口中学
彭泽县第一中学
九江市中心幼儿园
九江第一中学
九江市湖滨幼儿园

肖国平
郭 艳
虞梅芳
殷国清
易本猛
张光明
丁 丹
夏庆俐
谈华楼
潘 芸

模范遵守《新时代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
行为十项准则》，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
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争当有理
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
心的
“四有”好老师。

九江市第四届
“德艺双馨”
教书育人楷模提名奖（10 名）
崔宗标
冷 维
曾令臣
易 华
凌美玲
陈海珠
吴周红
吴 江
杜传华
黄柏泉

八里湖新区向阳中心小学
修水县第一小学
德安县第一中学
永修县第一中学
庐山市温泉中心小学
武宁县第五小学
九江市柴桑区第一小学
九江市第七中学
九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九江市第三中学

我市多位老师喜获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叶涛）为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和第 35 个教师节，大力弘扬尊
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进一步增强广大教师和教
育工作者的荣誉感、责任感，促进广大教师和
教育工作者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
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更大贡献，全国、
全省开展了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模范
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全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
全省模范教师等评选。
据了解，经层层推荐、评审，我市九江市特
殊教育学校等 8 所学校荣获全国、全省教育系
统先进集体，九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李小敏等
13 名教师荣获全国、全省模范教师、优秀教师，
九江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卢炳成荣获全省教
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无须成考

学费低

虞晨鑫
聂执慧
全爱荣
游 蕾
余虎霞
徐桂英
谢晓波
叶征喜

全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6 所）

浔阳区柴桑小学
九江实华学校
濂溪区第一中学
庐山市白鹿中心小学
九江市共青城市中学
永修县艾城镇中心小学
修水县第五中学
武宁县大洞乡彭坪村小学

全省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1 名）
卢炳成

九江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九江市地名公告

九江广播电视大学 国家开放大学（九江）
九江广播电视大学是经省政府批准创办的九江直属地方成人高校，目前
开设文经、理工、农医六大门类专、本科专业 50 多个，在校学生 15000 多人，是
九江市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江广播电视大学 2019 年秋季招生现已开始报名。开放教育无须成人
高考，经内部测试即可入学，学习形式灵活，学制两年（采取学分制），品学兼
优者可申请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本科符合学位申请条件可申请学位。所颁
发的国家开放大学本、专科毕业证书可在教育部学历证书查询网站——中国
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www.chsi.com.cn）查询。
报名须知：即日起开始报名，至 8 月底,9 月初开学。报名时请携带身份证、毕业证、
照片及 180 元报名建档费。
报名地址：九江市长虹大道 310 号，九江电大一楼大厅内招生办。
办公电话：8170068 8170569
联 系 人：周老师 13979209880（微信同步） QQ：236481244

全省模范教师（8 名）

全国优秀教师（3 名）
陈晓珊 九江市同文中学
肖丽华 都昌县土塘中心小学
徐莉莉 濂溪区第一小学
瑞昌市第一中学
九江市湖口县金砂湾学校
九江市修水县第一小学
九江市浔阳区湖滨小学
江西九江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九江市武宁县鲁溪镇中心小学

九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都昌县大树中学

李小敏
姜英荣

九江市特殊教育学校
九江市修水中等专业学校

国家认可

二 O 一九年秋季开放教育专、本科招生

全国模范教师（2 名）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2 所）

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
《江西省地名管理办法》和《九江市关于加强城区建
筑物道路名称管理的规定》要求，
现将下列审核登记的标准名称予以公告。

名称

汉语拼音

汽车城安置
小区

Qichecheng
anzhiXiaoqu

申报单位

位置

批准号

江西华安投资 南至聆湖春天， 九地办字
有限公司
北至九瑞大道 （2019）7 号

以上公布为标准名称，纳入国家地名标准化管理，其合法权益受地名法规保护，
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与其重名或同音的名称。
特此公告
九江市地名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9 日

近期重点招聘单位
艾美特电器(九江)有限公司

让 招 聘 更 简 单

让 求 职 更 轻 松

网络招聘热线：0792-7789888
九江人才市场每周五上午举办大型现场招聘会
现场招聘热线：0792-8561585

九江华南鑫砂建材有限公司

木工、污水处理员、叉车司机、
机修工、设备维修工、电工、 商务文员、技术员及学徒工、店面
喷手、刷墙工、厨工、普工
生产厂长、营销经理、企业会计、 销售员、仓库管理员、送货员
联系电话：
出纳、铲车、师傅
联系人：
陈经理 13330005588
0792-2286888-7020 周小姐
电话：
17770280777
于 姐 13507065376

宝黎酱菜调味品商行

九江鸿平劳务有限公司

保安员
联系电话:徐班长
18379253035
15170928039
九江人才网手机触屏版

九江人才网手机 APP

江西康成药业有限公司

货车司机、面包车司机、三轮摩 建筑工地水电工（专业消防工程）10名普工，
托车送货员、仓库文员、门店电 学徒工,中工，大工，预埋消防弱电师傅
销售客服
脑文员、业务员
电话：13879235776、15270580308
电话：15180683772 宋先生
联系电话：
13607028130黎女士
曹（微信同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九江康元皓泰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九江人才网微信公众号

九江君临贸易有限公司

浔城十三香乐盈店

销售员、售后安装
大堂经理、
部长、
领班、
收银、
服务
联系电话：
人事部—沈女士： 员、
传菜员、
保洁、
厨师、
配菜、
打
15579222214
荷、
洗碗工、
杀鱼工、
学徒工
熊先生：
15347921615
电话：
13879289227鞠店长

应聘以上岗位及查询更多高薪岗位信息请登录九江人才网（WWW.JJTL.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