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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下午，市委召开
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部署落
实 2018 年度全市党报党刊发行
工作，确保党报党刊发行稳中有
升。会议传达了市委书记陈可可
对做好 2018 年度全市党报党刊
发行工作作出的批示。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李莉珺参加会议。

陈可可在做好 2018 年度全
市党报党刊发行工作批示中指
出，党报党刊是我党治国理政的
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是传播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载体，是
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
地。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对
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对于提升新闻舆论工作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动员
全市上下凝心聚力推进“两聚一
高”新实践、建设“强富美高”新丹
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陈可可
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从巩固党的
执政基础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
新形势下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加强组织领
导，压紧压实责任，统筹协调安
排，保障订阅经费，确保全面足额
完成党报党刊征订发行任务。

会上，李莉珺就 2018年度党
报党刊发行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李莉珺表示，完成好党报党刊征
订发行工作，是市委部署的一项
严肃的政治任务，各地各部门要
强化政治意识，深刻认识党报党
刊发行工作的重要性，切实抓好
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加强统筹领
导，密切协作配合，创新发行方
式，确保全市 2018年度重点党报
党刊发行工作在12月5日前全面
完成。

就做好 2018 年度《丹阳日
报》发行工作，李莉珺特别强调，
《丹阳日报》是我们丹阳人自己的
报纸，该报始终坚持“市委满意，
百姓喜爱”的办报宗旨，围绕市委
市政府中心工作开展宣传，在营
造良好发展氛围、提振发展信心
上作出了很大贡献，得到了市委
领导的充分肯定，各地各部门在
做好上级重点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的同时要积极做好《丹阳日报》的
征订发行工作。

会上，财政局、邮政公司、电
信公司、访仙镇和丹阳日报社等
单位有关负责人还就做好 2018
年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作了表态发
言。 （唐斌 陈静）

本报讯 昨日上午，从北
京传来喜讯，丹阳被中央命名
为“全国文明城市”，成为全国
获此殊荣的50个县级市（县）之
一。今年是全国文明城市首次
在县级市范围内开展评选，我
市从全国 2000多个县级城市、
161 个县级提名城市中脱颖而
出，以江苏省第一、全国第二的
优异成绩当选首届全国县级文
明城市。

据悉，“全国文明城市”是
中国城市的最高荣誉，是创建
难度最大、含金量最高的城市
品牌，不仅体现城市社会管理

能力、综合竞争实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也是评价城市整体
文明程度的综合性最高荣誉称
号。

荣光来之不易，这背后是
丹阳举全市之力、聚万众之心
的付出，是三年来尤其是今年
坚持攻坚克难、挥洒心血与汗
水的艰辛。三年来，我市先后
召开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动员会、推进会、冲刺会，定
期召开半月点评会和创建工作
重点职能部门任务交办会，针
对沿街商铺、公共场所、所有
中小学校家长进行了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专项问卷调查，了解
创建工作的满意度并收集市民
的意见建议。在市容市貌整治
上坚持问题导向，先后解决了
练湖综合楼、老城镇家具厂多
年积存的“脏乱差”，大泊集
镇道路两侧的私搭乱建、长期

占道经营，天虎物流处脏乱
差、安全隐患；在交通秩序维
护上实行常态管控，出台《丹
阳 市 停 车 服 务 收 费 管 理 办
法》，对道路停车进行分类、
分区、分时段收费管理，增设
斑马线监控17处，引导机动车
礼让行人，交警部门在全市28
个主要交通路口开展全天候文
明交通引导和违章查处；在老
旧小区改造上进行全面提升，
对全市 344个老旧小区的楼道
窗户、照明和墙面全面出新，
对11个急需改造的老旧小区进
行了雨污管网分流，自来水
管、落水管更新换代，楼道及
外墙出新，增设停车位，重建
绿化带，新增楼道感应灯等全
面改造，实现“五有”物业全
覆盖；在志愿服务上实现常态
化，充分利用各种平台，拓展
渠道，着重打造了好人公园、

好人宣德馆、家风家训一条
街、“好人路”和“好人墙”
等一批城市的“人文亮点”，
开展“文明在心中，安全伴我
行”文艺巡演；举办了“文明
跑起来”快走、志愿服务集中
行动、首届丹阳平面公益广告
创意设计大赛等活动。目前，
全市注册的义工团队有 16个，
义工总数近5000人。

三年文明追梦，丹阳终于
阔步迈入了全国文明城市行
列，但这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
起点，文明城市建设永远在路
上。我市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
南，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全市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热潮中，坚持不懈地提升城市
文明水平，不断谱写丹阳发展
新篇章。 （束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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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上榜全国文明城市
啦！以全国第二、江苏第一的
成绩位列榜单前列！”昨日上
午，这则喜讯通过丹阳新闻网、
丹阳日报微信公众号、丹阳日
报·新鲜等媒体平台传播开
来。全国文明城市是反映城市
整体文明、和谐程度的综合性
荣誉称号，由中央精神文明建
设指导委员会授予，是最有价
值的无形资产和最重要的城市
品牌。这是全国首届县级文明
城市的评选，其含金量不言而
喻。这份沉甸甸的荣誉里凝聚
着全市人民辛苦的付出，饱含
着收获的喜悦，还有对美好未
来的深深期盼。

喜悦！丹阳跻身全国
文明城市行列

“丹阳好样的！”获悉丹阳
上榜全国文明城市，84 岁的退
休老干部黄崇德竖起了大拇
指。今年6月，有感于文明创建
带来的城市变化，黄崇德给本
报编辑部送来一封信，热情地
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点赞。昨
日，喜讯传来，黄老更是按捺不

住心头的喜悦：“我们的城市不
仅环境美，人也美，这是市委市
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共同努力的
结果，我们要把创建的成果继
续保持下去！”接受采访时，黄
老和老伴刚从老年大学唱歌班
上完课回家，心情激动的他不
禁高歌一曲。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厉害
了我的大丹阳！”昨天一天，许多
市民的微信朋友圈都被我市上
榜全国文明城市的喜讯刷屏。
截至记者发稿，丹阳日报微信公
众号推送的关于丹阳跻身全国
文明城市行列的消息阅读量突
破 55000 人次，点赞 600 多人
次。不少网友在转发消息的同
时还积极地留言，抒发喜悦之
情。网友“衡衡”发自肺腑地说
道：“丹阳以全国第二、江苏第一
的优异成绩光荣当选全国文明
城市，丹阳真是好样的！可喜可
贺！”自豪、激动，既充斥在每个丹
阳人的心中，也令外地在丹工作
的人倍感激动，网友“蓝天”表示：

“丹阳确实不错，我从外省每次
回来都很有体会，没有比较是不
知道的。”

感恩！文明创建参与
者们辛苦了

喜讯带来喜悦，喜悦中包含
着祝福与感恩。西门大街社区
居民吉增明说：“感谢文明城市
创建，我们这儿的老小区环境大
变样了，不但环境美了，群众休
闲娱乐场所也有了。”网友们也
纷纷为在创建文明城市中付出
辛勤汗水的参与者点赞：“奋战
一线的环卫、园林、市政工程的
工人们辛苦了，谢谢大家做出的
努力。”“辛苦了！环卫一线的叔
叔阿姨们，谢谢你们。”

马夕龙是我市开发区片区
的一名环卫工人。昨日，得知
喜讯的他激动不已：“丹阳真的
上了！太好了！”马夕龙说，环
卫工人是城市环境的守护者，
虽然工作辛苦，但能在工作中
切身感受城市的变化，为文明
城市创建贡献自己的力量，他
感到很自豪。

“听说丹阳创成了全国文
明城市，而且成绩很不错，你们
交警的功劳很大！我为你们点
赞！”“这都是我们该做的！”这
是昨日下午在中山路路段正在

等待绿灯的市民张超然与执勤
的市区中队副中队长李国才的
简短对话。李国才告诉记者，
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许多市
民都对交警的工作表示理解和
支持，让他觉得很暖心。“入选
全国文明城市，既是对我们工
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更好的
鞭策。”李国才说。

呼吁！建立长效制度
巩固创建成果

昨日上午9点多钟，云阳街
道西门大街社区党总支书记王
丹像往常一样和社区工作人员
一道来到各个小区，听取居民
对文明创建、社区工作的意见
建议。 （下转2版）

厉害了，我的大丹阳！

入选全国文明城市收获满满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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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成绩”全省第一、全国第二

我市喜获“全国文明城市”殊荣

备受市民关注的北二环下
穿京沪铁路立交工程建设推进
顺利，目前已完成施工总量的
70%左右，预计明年年初完工通
车。据了解，该工程由西向东下
穿车站路、京沪铁路、沪宁城际
以及迎宾路，与丹桂路相连通；
地面辅道则与车站路、迎宾路组
成平交路口。工程全长1.256千
米，是我市首条隧道式道路。

(李鑫飞 萧也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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