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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罗玲 文/摄）今年清明小长假
期间，丹阳眼镜城内游客量激
增，各零配店销售异常火爆，

“假日经济”、“旅游经济”效应
再次得到验证。三天中，眼镜城
车流量达2万余车次，游客接待

人次突破 10万大关，销售额达
3000余万元，创历史新高。

自驾游成主导

4 月 5 日至 7 日，丹阳迎来
了先雨后晴的天气，但市民出行
的热情丝毫不减，即使下雨天，

眼镜城也吸引了大量周边城市游
客，其中约八成以上的游客或全
家出游、或携朋带友自驾到眼镜
城配镜，眼镜城内各停车场俨然
成了车的海洋，一辆辆江、浙、
沪、皖等外地牌照的私家车依次
停放。

“上午 10点至下午 4点的车
流最多，这个时间段内每隔两个
小时换一批车流，停车场停放率
比平时高出好几倍，三天车流量
共达到2万车次。”据眼镜城市场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小长假高峰
时期车站路一度出现‘喷井式’
车流，但眼镜城市场内停车场秩
序井然，市场管理、安保人员全
部值班到岗，在市场各大停车场
出入口疏导指挥进出车辆，确保
了停车场各通道畅通无阻。

太阳镜成抢手货

作为中国眼镜之都，丹阳眼
镜城云集了众多时尚奢华眼镜品
牌，走进任何一家零配店，柜台
上都整齐地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眼
镜，令人目不暇接。人来人往的
顾客在各店柜台前认真试戴、挑

选，连验光配镜区都排成了长
龙，生意十分火爆。

“这三天店里每天都像赶庙
会一样热闹，从上午8点多开始
一直到下午6点多了还有顾客在
买眼镜，其中销量最好的还是太
阳镜。”正在给顾客挑选眼镜的
店员吴女士介绍，随着天气逐渐
转暖，太阳镜成了抢手货，而现
在又正值各类时尚新潮的太阳镜
新品上架之际，因此，太阳镜一
反冬季遇冷的行情，受到消费者
热捧，包括现在针对近视族定制
的近视太阳镜都非常走俏。在亮
睛睛眼镜店内，虽然店面位置不
占优势，但店里人流丝毫不减，
高店长乐呵呵地说：“很多外地
没有的新品，在我们眼镜城基本
上都能找到，而且同等品质、品
牌的眼镜都比外面便宜，这也是
吸引外地游客扎堆来购买的原
因。”

物美价优受追捧

在小长假期间，一些商家为
了吸引顾客，放低利润，推出了
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超实惠

套餐价，受到消费者抢购。来自
上海，正在佳润眼镜店挑选眼镜
的雷女士一边试戴一边拍照发朋
友圈，表示不虚此行：“早就听
说丹阳眼镜很实惠，没想到比我
们当地便宜太多了，非常值得
来。我们一家三口一共买了 9
副，包括太阳镜、防蓝光眼镜、
游泳镜、骑行镜等。还另外买了
10副太阳镜准备送人。”

作为单店年销售量全国前
十、华东地区第一的南京吴良材
丹阳旗舰店，销售额同比去年增
长15%。其中，一些中高端眼镜
也因为较外地价格低、款式多的
优势受到了顾客青睐。“以前一
副眼镜戴好几年，如今一个人却
有好几副造型各异的眼镜。这意
味着，眼镜已经从工具型产品转
变成消费频率越来越高的时尚配
饰。”该店总经理王学泽表示，
随着审美的发展和消费观念的改
变，眼镜已不再单纯只是辅助视
力的工具，更多的是潮流造型必
不可少的搭配饰件。这一需求，
也让物美价优的丹阳眼镜受到热
捧。

清明小长假丹阳眼镜销售飙升
“配镜游”游客突破10万人

开发区城管局
举行法规培训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员 李
溶）为进一步加强开发区城管队伍的
建设和管理，规范城管行政执法行为，
4月4日，开发区城管局组织行政执法
大队副中队长以上及文员26人，进行
了法律法规培训。

培训班上，法规科负责人根据进
一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通知精
神，结合开发区城管行政执法工作实
际情况，讲解了2018年开发区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人员的学习培训工作计划
及内容，并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中有关法律法规文书送达的注
意事项及规定进行了详细的解说，提
出了具体改进措施。

同时，培训还就近年来行政执法
大队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对市容市貌的
管理、查处违章建设、执法全过程的记
录等方面的工作程序和要求作了进一
步规范。

眼镜城全面提升零
售店验配服务标准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员 罗
玲）近日，眼镜城召开验配服务标准化
试点暨全民视觉健康公益筛查动员
会，眼镜城所有零配店商家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近年来，眼镜城大力开
展眼镜验配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充
分发挥标准化在提升眼镜验配服务水
平的技术支撑作用，构建了一系列由
通用标准、服务保障标准和服务提供
标准组成的服务标准体系，并先后通
过江苏省、国家评估验收。但随着我
市全民视觉健康公益活动的启动，对
眼镜城验配服务标准也提出了更高考
验，为切实加强眼镜城验配服务质量
规范，全面提升零配店验配服务整体
水平与专业技能，打造一支专业的验
配服务标准化队伍，眼镜城联合依视
路、万新学苑、天津市万里路视光职业
培训学校，在近期对眼镜城首批68家
零配店验配人员进行能力测试，并结
合能力测试存在的问题进行技能提升
培训。

培训结束后，对于验配服务标准
化考核合格的验配人员，市政府将给
所属零配店商家统一授牌，实行亮证、
亮牌经营。

贡家祠堂正式揭匾开放

6日上午，大贡村的贡家祠堂热闹非凡，原来，经过整修后的贡
家祠堂正式揭匾开放了。

据悉，贡氏祠堂始建于明朝万历36年，为大贡村贡氏十九世纪
时期的先人创建。从申请文保单位、收回祠堂直到修复开放，贡家
祠堂共经历了十三个年头。为尽快修复祠堂，2011年开始号召贡
姓村民自愿捐献，并联系在外爱心人士捐款来筹集资金，在资金紧
缺的关头，爱心人士贡炳林挺身而出，全力支持了祠堂修复工作。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赵巧风 摄）

为树立健康科学文明的祭祀新风，日前，晓墟、车站社区
的志愿者深入社区各个角落，向辖区居民发放文明祭祀倡议
书。

据悉，该倡议书主要从环保祭祀、节俭祭祀、网上祭祀和
安全祭祀等方面进行倡导，引导居民在缅怀英烈、祭奠先人
的同时，过一个健康文明、勤俭节约、绿色环保、平安和谐的
清明节。

（记者 蒋玉 丽娜 通讯员 殷琴 匡胤 摄）

日前，镇南村党委书记带领村两委工作人员前往许杏
虎、朱颖烈士墓开展祭扫活动。敬献鲜花后，祭扫人员还参
观了许杏虎、朱颖烈士纪念馆，了解烈士成长足迹和战斗身
影。据悉，为方便村民更好地开展文明祭扫活动，镇南村还
在清明节前对该村普下村“忠仁堂”外的道路进行了修建，道
路由原来的土路改造为水泥路，以方便村民出行。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邵旭红 摄）

史巷开展“文明祭扫绿色清明”活动

为秉承传统，告别陋习，倡导移风易俗，4月2日下午，史巷社区
组织开展了“文明祭扫、绿色清明”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和文明祭扫倡议
书，号召广大居民摒弃陈规陋习，自觉破除焚烧香烛纸钱、燃放鞭
炮烟花等陈规陋习，同时还为居民们免费赠送了祭扫用的绢花，引
导文明风尚。

（记者 丽娜 通讯员 蒋秀枫 摄）

车站、晓墟发放文明祭祀倡议书

镇南祭奠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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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员
开轩）最近一段时间，家住晓墟社
区、已经75岁高龄的陈润川每天
都会步行来到晓墟河生态综合整
治施工现场，走走看看，了解一下
工程的进展情况。“以前每天清晨
散步走到这，总会闻到臭烘烘的
异味，关键这个地方又是要道口，
不走这里又不行，所以我们都迫
切希望政府可以把这个地方整治
好。”

自去年开发区响应上级号
召，开展“263”专项整治行动以
来，渐行渐近的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正在造福当地居民。而水环
境整治也只是其中的一项重点工
作，除此以外，开发区还针对省、
市环保督察组以及辖区人民群众
提出的环境突出问题，围绕减煤
减化、畜禽养殖、垃圾分类等 10

余个方面开展专项行动，对症
下药、精准治污，出实招

全力打好“263”
攻坚战，吹

响生态环境整治“冲锋号”。
减少落后燃煤化工产能工程

是“263”专项行动中尤为关键的
一环，而开发区则是全市减煤减
化的主要战场。自去年开展专项
行动以来，开发区先后完成了上
级下达的龙江钢铁减煤任务1.52
万吨，拆除了江苏欣隆羽绒有限
公司的一台 2吨燃煤锅炉，完成
了练湖涂料厂的关闭工作。目前
正在对辖区内存在环境风险隐患
的企业进行逐一整治，陆续淘汰
或实施清洁能源替代35蒸吨/小
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加快淘汰
低端低效产能，做好涂料企业关
停工作。

“任何时候都要严格落实企
业煤炭消耗总量，只能减少不能
增加。”开发区“263”专项行动小
组负责人表示，“严”字是“263”专
项行动的工作总基调，只有保持

“标准更严、处罚更重”的高压态
势，对各类环保违法行为零容忍，
才能真正吹响这场环境整治的

“冲锋号”。

畜禽养殖业污染已成农村首
要面源污染。对此，开发区采取因
地制宜、分类处置方式，推进畜禽
规模养殖污染治理。在全区设立
禁养区、限养区，位于禁养区的25
家畜禽养殖企业已全部禁养到
位，并拆除了相关养殖设施，非禁
养区 68 家也已全部整治到位。
接下来，开发区“263”专项行动
小组还将立足实际，调整优化畜
牧业区域布局，巩固禁养区畜禽
养殖场关闭搬迁成果，确保规模
化养殖场（小区）治理率达到
80%，规模畜禽养殖场粪便综合
利用率达到98%。

黑臭河流整治是开发区
“263”专项行动中的一项重要工
作，也是群众最为关心的民生项
目。“今年开发区投巨资重点对
区域内黑臭河流进行综合整治，
力争在 2018 年 5 月底全面完
成。”据黑臭河流整治负责人介
绍，目前，老九曲河的周家桥至
齐梁路段桩基已进场

施工，华甸桥至麒麟路段基坑开
挖施工，麒麟路至溢洪河导流施
工；晓墟河的大泊闸维护桩已经
施工，迎春路过路顶管井开始施
工，兰陵闸围堰已经填筑；三叉
河已完成招标，准备施工；大泊
河主体工程已经结束，园林处土
方平整完毕，正在进行河岸乔木
种植。

除此以外，开发区还通过落
实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的财
政政策，全面实施了排污权有偿
使用和交易；建立健全环境经济
政策体系，注重运用经济杠杆，
提高排污成本，强化绿色金融等
激励机制，用价格机制和市场机
制倒逼企业转型；完善环境执法
与刑事司法联动，实施联合惩
戒，形成震慑作用。今年，开发区

“263”专项整治行动将重点完成
龙江钢铁烧结机静电
除尘改造项

目、10 家工业企业清洁原料替
代、27 家树脂镜片生产企业环
保提标升级改造、9条中小河流
疏浚整治等工作。

“‘263’专项行动绝不是一
时之役，它的目标是环境上的

‘长治久安’，是一场硬仗，考验
着政府的智慧、决心和作风。”今
后，开发区将把各部门对“263”
专项行动的推进情况纳入考核
体系，坚决杜绝工作失察、贯彻
执行政策不力、不按规定上报、
行政效率低等问题，并定期对专
项行动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
综合考评，向社会公布，让全民
监督，促进环境守法成为常
态，用制度“铁链”缚
住“ 污 染 黑
龙”。

本报讯（记者 苑莹 通讯
员 开轩）在明媚春日里，漫步在
晓墟河旁，清波流淌，鸟语花香，
舒适宜人，正在该河段上施工建
设的兰陵闸建成后将保障水量、
控制水位，届时将能解决开发区
水患问题，消除黑臭水河、无水
河。“从前，隔着马路都能闻到河
里的臭味，希望这合闸造好后，
能够有实效。”家住开发区的马
小林如是说道。

建造兰陵闸是去年以来，开
发区坚定消除黑臭水河的决心
举措之一，而这些看得见的变
化，都与去年全市推进的河长制
有关。

用详细的责任主体明
确“谁来抓”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从中央
到地方的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
也是保护绿水青山的重大举
措。为确保这一重大战略决策
部署的落实，开发区党工委、管
委会根据省、镇江市、丹阳市河
长制相关文件精神和《开发区全
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要求，

以实举在开发区全面推行河长
制，进一步提升我区河流保护管
理水平，维护河流健康生命，实
现河流功能永续利用，为建设

“美丽城区”提供支撑保障。
据了解，全区范围纳入河长

制管理的农村河道有苏南运河、
九曲河等 25条市、区两级河道，
单边总长178.33公里；全区范围
纳入河长制管理的村级河道有
丁家河、贺家撇洪河等 5条二级
沟，单边总长12.84公里；全区范
围内纳入河长制管理的水库有
泰山水库、大湾水库等 6座。为
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推进
河长制工作，开发区严格落实党
政领导负责制，实行党政同责，
构建组织体系，明确工作责任，
建立和完善管理机制，落实河道
保护的治理和责任。设立双总
河长，开发区党工委主要领导负
责开发区河长制工作；设立专门
的区河长制工作办公室，协助总
河长具体落实各项工作职责；成
立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将流域
作为管理单元，与各村加强联
动，到目前为止，开发区 25条河

道、5条村级河道、6座水库全面
落实了9位区级河长、36位村级
河长或河段长，基本实现了所有
河流河长全覆盖。

用具体的工作方案落
实“抓什么”

为确保河长制全面落实，开
发区制定了工作方案及相应制
度，在全区范围内推行河长制工
作实施方案和开发区河长制工
作会议制度、开发区河长制工作
信息报送制度、开发区河长制工
作督查制度、开发区河长制信息
公示及投诉举报处理制度、开发
区河长巡查河道制度等 5 项制
度。通过调查摸底，编制河长工
作手册，全面对全区境内市、区、
村三级河道的基本情况及水资
源、水环境、水生态状况进行调
查，综合评价河道健康状况等问
题，对25条河道、5条二级沟和6
座水库编制了河长工作手册，在
此基础上，根据存在问题，建立
目标、问题、任务、责任四个清
单，根据建立的问题清单制定相
应的工作任务，并落实相应的责

任单位和责任人，启动编制了
“一河一策”行动方案。

召开全区全面推行河长制
工作会议、开发区河长办工作专
题会议，认真梳理市、区、村三级
河道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科
学制定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
据悉，去年 8月上旬以来，区、村
两级河长按照区河长办统一部
署，认真开展巡河活动，区总河
长及区、村两级河长对所辖河道
进行了巡查，对巡查发现、群众
反映的问题，实行“一事一办”，
及时进行交办、督办、查办，确保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到目
前为止，已完成第一轮巡河。

用完善的工作制度促
进“怎么抓”

以制定的工作机制为基准，
进一步建立健全河湖治理保护
长效机制，让开发区河湖生机永
存、碧水长流。及时落实信息的
上传下达、后期检查督促，能够
使河长制日常工作做到信息畅
通、及时高效，这就要求各成员
单位要明确具体联络员，尽快完

善河长制成员单位和区级河长
办联络员工作网络和工作群。
在日常的工作机制当中，区、村
两级河长加强巡查督促，进一步
摸清所管河道的基本情况和存
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完善“一
河一策”工作方案，并按序时进
度完成整治任务。加大河长制
的宣传教育力度，首先，定期对
涉河村的河段长、联络员、巡查
员进行系统的工作培训，增强他
们对河长制工作的熟悉程度，进
一步扩宽工作视野，做好做实河
长制工作；其次，充分运用各种
舆论媒体加大对河长制的宣传，
引导全社会形成关心、支持、参
与、监督河湖管理保护的良好氛
围，实现“共治共享、共建共管”，
以推行河长制促进河长治，尽快
形成全民参与、部门联治、社会
共治的河道保护治理的社会氛
围和工作机制。针对巡河活动，
对查出的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方
案，落实整改措施。

通过责任主体的不断明确、
主抓工作的不断细化，“水清、河
畅、景美”的开发区，指日可待。

开发区通过认真贯彻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力争早日铺展这样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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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派送亮丽生态环境新“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