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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偏南转东北风 3~4
级，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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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曾丽萍 通
讯员 范萌)“界牌的发展历来处
于全市的第一方阵，是领头羊。
这就需要我们对全年发展目标
定得更高一点、措施更实一点、
效果更好一点、人民得实惠更多
一点。可以说，推动高质量发展
是界牌必须扛起的重大责任，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富民再
发力，推动发展再升温，加快跨
越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
化的界牌拐点，实现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城乡建设、文化建设、
生态环境、人民生活六个‘高质
量’。”近日，在界牌镇“五位一
体”和党的建设表彰大会暨党员
干部春训班上，镇党委书记王华
君立下了“军令状”。2018年，界
牌将以实际行动开启高质量发
展新征程。

过去的一年，面对复杂的宏
观形势和发展压力，界牌镇保持
战略定力和韧劲，精准施策、创
新作为，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 75.3亿元，应税
销售85.6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1.72亿元。其中重点项目扎实
推进，总投资 16.3 亿元的 8 个新
开工项目有 3 个一期厂房竣工；
通港路延伸段、镇威大桥、红灯
桥完成拓宽改造，东风路、旭日
路、界牌东路完成重建并通车；

“263”铁腕治污，共开展联合执法
行动9次，取缔喷漆镀膜点46家，
废塑料造粒点54家。

发展的任务纷繁复杂，要做
的工作千头万绪，如何保证各项
重点工作有效推进？王华君提
出，建立全年目标责任清单、任
务清单，从细处精细化着手，向
实处精准化发力。目前，该镇从
上至下正在推行这种做法，倒逼
推动各项工作的落实。

“强富美高”界牌是全镇上
下共同追求的目标，在经济发展
上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
山。而“强富美高”正是贯彻落
实这一目标的具体实践。发展

既要高速度，更要高质量。围绕
经济发展高质量，今年界牌将坚
定不移走产业强镇道路，把发展
从追求速度、规模转到高质量、
高效益上来，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
效。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上，改造
提升传统特色产业，鼓励汽车及零
部件产业实施智能化改造；探索运
用财税、金融、环保、安全等综合手
段，加快构建以亩均效益为核心的
综合评价机制，倒逼企业转型升
级。在狠抓重点项目建设上，将重
点对菱威、红峰、万科、汇之杰等5
个新增项目和8个续建项目全力
全程跟踪服务，挂图作战，加快项
目竣工投产，形成一批新的经济增
长点。在积极防范金融风险上，将
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坚决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
线。

“构建更有内生力的发展动
能，是界牌转型升级、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支撑。”围绕改革开放
高质量，该镇将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加强创新资源要素整合，持
续提升竞争力。在融合创新载
体上，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
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完善产、学、

研综合载配服务；在深化农村改
革上，将继续做好土地流转工
作，狠抓村务、财务制度化公开，
落实集体“三资”规范化管理。

围绕城乡建设高质量，突出
精致精美，努力走出具有界牌特
色的发展之路。通过张家桥路、
北大街等道路改造优化交通布
局，让居民出行更便捷；通过原
有管网的疏浚和新管网的建设，
实现镇区范围内的污水集中处
置；通过对街道沿线立面外装、
店牌广告进行改造，对老旧路灯
更换，新增停车位，查处乱停乱
放、超速超载等违法行为，促进
集镇面貌不断美化。

围绕文化建设高质量，用好
用活历史文化资源，打造鲜明标
识。开展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布
展工作，充分运用发挥好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作用。加强阵地建
设，以镇江市五星级文体标准建
设新村文体中心，为新村居民提
供高质量的活动场所，组织、培
育社区文体队伍，努力构建“一
村一品”的社区文体活动特色，
讲好界牌故事。

围绕生态环境高质量，践行

绿色发展理念，下大力气补齐拉
长生态环境这个突出短板，持续
推进“263”专项行动。通过突出
治水、治气、治土，全面整治镇村
环境；落实“河长制”，长效管护
镇域 5条河道和 25条二级沟；严
厉打击无证无照、“小散乱污”企
业与作坊，对喷漆镀膜、餐饮油
污、汽车维修、路灯铸造等行业
展开专项治理，对工业固废坚持
集中储运、处理等。

围绕人民生活高质量，将紧
紧抓住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重视解决“关键小
事”，让民生难点变成撬动社会
进步的支点。首先将做好7件民
生实事工程，具体是：9条道路修
建工程；省级法治文化广场工
程；居家养老和残疾人之家建设
工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布
展工程；污水管网修建工程；新
孟河延伸拓浚工程；丹界线延伸
段两侧房屋立面改造工程。其
次是深化精准脱贫，通过企业帮
扶、医疗保障、资金扶持等方式，
对困难群众开展结对帮扶，确保
小康路上一个不掉队。

六个“高质量”凸显界牌担当
高标准定位高标准定位
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

———贯彻落实市委十三—贯彻落实市委十三
届四次全会精神届四次全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 丽萍 通讯
员 陈丹军）今年以来，商务局会
同各地区各部门继续狠抓国务
院出台的一系列促进外贸发展
的政策落实，对外贸易开局良
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据海
关统计，今年前 2 个月，我市进
出口总值4.82亿美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23%。其中，出口4.32亿
美元，同比增长 29.7%。2月份，
我市进出口总值2.29亿美元，同
比增长58.33%。其中，出口2.11
亿美元，增长80.34%。

分析显示，一般贸易出口快
速增长且比重上升。前2个月，

我市一般贸易进出口 4.28亿美
元，同比增长26.8%，占全市外贸
总值的88.58%，较去年同期提升
2.5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出口所占
比重进一步提升。前2个月，民
营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28%，较
去年同期提升2.2个百分点。

从国际市场看，作为我市出
口商品主要销售地域，欧美和亚
洲市场出口同步快速增长。前
2月我市出口美国 1.12亿美元，
同比增长 38.3%；出口欧盟 0.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4%，这两
区 域 出 口 值 占 全 市 出 口 的
42.59%，较去年同期份额占比提

升 1.03个百分点。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我市有近四成的商品
销往亚洲地区，比去年同期增长
29.8%。而在新兴市场中，出口
非洲、拉丁美洲和俄罗斯分别同
比增长25.1%、24.6%和14.4%。

传统与新兴产业出口同步
增长。前2月，我市传统与新兴
产业稳步增长，出口前 30 类商
品中，有 25 类商品增长。传统
产品中，地板出口增幅最大，达
到 62.3%；车辆安全气囊、铝合
金板材、高速钢材、金刚石锯片、
塑料地板等新产品出口稳步增
长，分别为60.6%、21.4%、67.5%、

20.0%、90.3%。
从出口企业来看，重点外贸

企业出口稳步增长。前2月，在
出口前30家企业中有26家企业
呈现增长。其中天工、大赛璐、
沃得植保机械、大亚沃得轻合
金、圣象、万新光学、镇威汽配等
重点出口企业保持快速增长；大
力神、锐升新材料、淘镜眼镜、久
纳汽车部件、仨忑汽配、常诚车
业等新兴出口企业出口势头强
劲。与此同时，全市 12 个镇
（区）中有 11 个镇区出口增长，
其 中 司 徒 的 外 贸 出 口 增 长
72.94%。

全市外贸进出口数据漂亮
2月份，进出口总值2.29亿美元，同比增长58.33%，其中出口增长80.34%

定期送医下乡
惠民巡回医疗

作为市人民医院患者满意
度提升年、健康宣教惠民年活
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院定期
开通的“惠民巡回医疗车”3月
28日来到丹北，十余名各科专
家在后巷卫生院开展“仁爱行”
送医下乡惠民医疗活动。图为
义诊现场。(记者 溢真 通讯
员 孙红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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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破获一起
省厅督办毒品目标案

今日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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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赴火灾现场
悼念死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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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四个多月的缜密侦查，
我市警方成功破获一起跨省贩卖
毒品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0
名，缴获冰毒约2.5公斤。由此，
一条由四川人相互勾结、从四川
通往我市的跨省贩毒通道，被成
功斩断。据悉，该案也被省厅列
为“2017-157”毒品目标案。

25日，克麦罗沃一家名为
“冬天的樱桃”的购物中心发生火
灾，造成至少64人死亡，迄今仍
有38人下落不明，其中大部分是
儿童。俄罗斯总统普京27日赴
购物中心火灾现场悼念死难者，
指认“疏忽大意”是重大伤亡的主
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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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将列入
教师教育“必修课”

根据教育部等5部门日前印
发的《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2018—2022年）》，我国计划用
5年左右时间，办好一批高水平、
有特色的教师教育院校和师范类
专业，并将师德教育贯穿教师教
育全过程，作为师范生培养和教
师培训课程的必修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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