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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隆重纪念“五四”爱国运动99周年，
弘扬五四精神，展示我区广大青年的才艺
和青春风采，提高我区机关干群的综合素
质，丰富职工文化活动，倡导健康文明的生
活方式，培养发现一批优秀的文艺人才，进
一步凝聚我区广大青年的智慧和力量，我
区将在“五四”期间举办庆祝“五四”青年节
暨“青·风采”开发区首届青年才艺展示大
赛，欢迎广大青年踊跃报名。

一、活动主题：
本次活动以“弘扬五四精神，展示青年

风采”为主题，不断增强我区广大青年的凝
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为创建国家级开发
区贡献青春力量。

二、参加对象：
开发区机关部门工作人员、村（社区）

村（居）民、辖区企事业单位职工、学校师生
等。（40周岁以下）

三、活动内容：
本次大赛分为书画类和表演类两大类

型。
（一）书画类：
1、书法：各种风格体例的软硬笔、篆刻

作品均可，规格自定。
2、美术：各种风格流派画作、剪纸、陶

艺、雕刻作品均可，规格自定。
3、摄影：题材风格不限，彩色黑白均

可，参赛者每人限投一组（4—6张，每幅作
品大小需1M以上）。

（二）表演类：
包括歌舞、乐器、曲艺、技能等各方面

的专长，营造“五四”节期间喜庆、热烈的青
年文化氛围。

四、活动步骤：
（一）参与报名阶段（4月21日-5月3

日）

推报：各村（社区）、机关各部门、各学
校、企事业单位在收到通知后，要积极进行
宣传发动，发掘和鼓励有一定特长的青年
达人报名参加，在规定时间内由所在单位
统一集齐报名表和作品报送至社会事务局
文体科。

自荐：有书画或表演特长的青年可通
过自荐方式到社会事务局文体科报名参加
比赛，也可在开发区网站（http://www.
dykfq.cn/）或开发OA系统自行下载报名
表 ，填 写 相 关 信 息 发 送 到 邮 箱
84226147@qq.com，并将作品送至社会事
务局文体科。

（二）专家评审、网上投票阶段（5月4日
—5月8日）

本次活动书画类参赛作品将邀请专业
评审评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参与奖若
干，并在开发区微信公众号上投票评选出

最佳人气奖。获奖作品将统一装裱并在
“五四”期间集中展示。

（三）线下展示阶段（5月中旬）
表演类比赛为线下现场展示，届时将

邀请专家进行现场评定，决出一、二、三等
奖，获奖节目将优先入围2019年开发区迎
新春联欢会。

以上所有获奖人员（节目）均可得到相
应的奖金奖励。一等奖 1000元，二等奖
600元，三等奖300元，优秀奖200元，最佳
人气奖500元。

五、联系方式
开发区社会事务局：86980865
开发区宣传办：86988789
开发区团工委：86882460

中共江苏省丹阳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丹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8年4月16日

开发区首届青年才艺展示大赛来啦！快报名吧！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轩）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季
是做好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当
前，开发区突出“早”字当头，早
部署、早发动，加强技术指导，重
点做好防治赤霉病为主的小麦
病虫害防治以及育秧准备工作，
为实现夏粮丰收以及做好夏种
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当前，小麦将陆续进入抽穗
扬花期，是防控以赤霉病为主的
小麦病虫害关键时期。近日，记

者在位于普善社区的一处农田
里看到，成片的麦苗绿油油的，
长势喜人。种粮大户王国太正
在驾驶着自家的植保机，驰骋在
田野中，喷洒着农药。

“现在麦子开始抽穗了，
要赶紧打防治赤霉病的药，尽
快在三四天内喷洒完毕。”王国
太告诉记者，前年，田里的麦
子得了赤霉病，以至于卖出去
相当低廉的价格，麦子都没人
要，所以今年一定要抓紧赤霉

病防治时机。
与此同时，在荆林的一处农

田里，种粮大户束于新正驾驶
着旋耕机行驶在田间，为育秧
制备营养土。“育秧一共有
1000多亩田，现在在做育秧的
准备工作，已经做了近一半。
等以后把营养土撒好了，把秧
板铺起来，就能把麦田里的基
础工作做扎实，防治赤霉病。”
束于新向记者介绍道。

据开发区农村工作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当前小麦正处于
抽穗扬花期，抗病性较差，较易
发生病虫害，会造成减产。因
此，做好防治病虫害工作就显得
尤为重要。为此，开发区农村工
作局高度重视，专题部署，积极
做好服务工作，组织农业技术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开
展以小麦病虫害防治、育秧准
备工作为重点的春季麦田管理
工作，确保为夏粮丰产丰收以
及夏种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做好春季田间管理 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图片新闻

大贡村党员学习革命精神
近日，大贡村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参观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

馆，追溯红色记忆、重温入党誓言。抗日战争时期，沙家浜成为
苏、常、太游击根据地,该馆再现了当年沙家浜抗日军民鱼水情深，
共同抗敌的感人事迹。（记者 蒋玉 通讯员 赵巧风 摄）

车站社区党员参观中共一大会址
4月22日，车站社区党委组织党员们前往上海中国共产党“一

大”会址纪念馆参观学习。党员们深入学习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
创建的历程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接受了深刻的党性教
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记者 蒋玉 通讯员 殷琴 摄）

毛家社区70名党员追忆红色路
日前，毛家社区70名党员在社区党委书记许建军的带领下，前

往溧阳“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开展“不忘初心,追忆红色路”主
题教育活动。（记者 蒋玉 通讯员 眭建芳 摄）

多个社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日前，史巷社区、大泊社区、锦湖社区、高楼社区、华甸社区、石

潭村等多个村、社区组织开展党员学习活动，组织党员赴嘉兴南湖
革命纪念馆参观学习。（记者 丽娜 蒋玉 通讯员 王晶 摄）

社区居民赏戏曲

日前，由市丹剧团、练湖新城
社区、锦湖社区主办的“学习十九
大，戏曲惠民文艺演出”活动分别
在练湖新城小区南大门、锦湖社区
缇香花园文体广场热闹上演，吸引
了800多居民到场观看。（记者 丽
娜 蒋玉 通讯员 陈晓婷 摄）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开轩）18日下午，新区实小关工委
承办了由开发区关工委组织的“放
飞中国梦，拥抱新时代”——十九
大精神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市关
工委、教育局关工委及开发区党工
委、开发区关工委相关负责人参加
活动。

新区实小近 600名五年级学
生参加活动，分别从新思想、新征
程和中国梦三个角度进行了集体
朗涌。字字铿锵，句句震撼，声情
并茂，催人奋发。情景剧《最美少
年》、音乐剧《蔚蓝天空》分别从不
同角度形象化地宣传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建设绿色环保的美
丽中国的十九大新目标。气势宏
大的铜管乐和劲爆外放的爵士舞
生动展现了新区实小少年儿童在
十九大精神激励下积极进取、蓬勃
向上的精神风貌。

市关工委领导陆国庆高度评
价了开发区关工委和新区实小关
工委为活动所作的精心准备和颇
具特点的活动展示。开发区党工
委委员、组织人事局局长、开发区
关工委主任赵明富对辖区“十九
大精神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发
表了动员讲话，提出了指导性要
求。

十九大精神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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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轩）文明城市的建设，步
步深化，久久为功；而文明城
市的维护，则更需体制机制的
保障，深化常态长效管理。为
进一步强化和落实城市市容环
境，卫生环境，绿化环境，开发区
采取“网格化管理制度”，将建成
区分为 8个网状单元格，涵盖 19
条建成区主干道，实行定人、定
点、定岗、定责管理。建立标准
明确、责任细化、考核公平、奖罚
分明的网格目标管理体系。

开展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以
来，开发区实施了环境生态综合
治理工程，全面提升城市景观绿
化，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设施；
完成了丹桂园南区、曲苑小区等
15个老旧小区的全面改造，开展
幸福小区、紫荆花园、商业街等
沿街小区餐饮环境综合整治行
动，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同
时，常态化开展志愿者服务活
动、开展“我们的节日”活动、开
展道德讲堂 100余场及“道德新
风 文明进万家”示范楼道活动、
《培育好家风 传承好家训》活
动，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对
主干道 300杆道旗、20个灯箱和
建筑围挡的公益广告全部进行
更换出新，38个村、社区公益广
告也出新到位，实现宣传氛围全
覆盖。

下一步，开发区将进一步
完善提升各项机制，推动文明
城市管理常态长效。

完善市容环境管理制度，
提升城市“颜值”。大力开展流
动摊贩、店外经营、乱堆乱放

等的专项整治行动，积极做好
重点区域、重要节日、重大活
动的市容秩序保障工作；严格
落实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的市
容秩序全覆盖管理以及定点区
域、定点人员的网格化管理，
切实巩固整治效果，遏止反弹
回潮；继续推行户外广告前置
式管理，加大巡查处罚力度，
对违规制作店招店牌坚决予以
查处和拆除，健全小广告整治
联动机制，加强占道广告牌、
断字缺亮广告的整改规范，提
高现场处置效率；严格落实建
设工地“四有”标准，加强文明施
工检查，实现规范化管理；强化
渣土车辆动态巡查，经常性开展
联合整治，严厉查处带泥行驶、
抛撒滴漏、夜间偷倒等违章行
为。

加强设施管养护力度，疏通
城市“奇经八脉”。继续推进城
市绿化改造，积极做好补栽补
缺、养护保洁工作，切实把绿化
管养触角延伸至每条背街小巷，
着力在做精做细、做优做特上下
功夫，不断提升城市整体绿化品
质；注重把握城市道路养护规
律，合理安排维修作业，提高道
路养护的计划性和针对性；着力
增强建筑装潢垃圾清运服务能
力，坚持围挡作业标准，坚持做
到日产日清；加强重点路段雨水
管网清淤疏通，积极预防城市内
涝，定期检查桥梁病害，切实保
障桥梁安全；持续优化广场公园
管理，完善服务，丰富城市文化
内涵；排查全区路灯安装情况，
确保路灯安置率100%，逐步实现

路灯单灯控制系统全面覆盖，提
升路灯智能化控制水平。

夯实环境卫生基础，创新环
卫管理机制。完善环卫考核标
准，落实网格化作业制度，确保
卫生保洁到位，形成网格化、
常态化；针对机械化清扫频率
低的薄弱环节，制定计划，加
大机械设备投入，确保机械化
清扫频率较大提升；继续推进
生活垃圾不落地收集，逐步推
广沿街垃圾桶港湾式放置点；
探索环卫保洁新理念，缩短垃
圾暴露时间，提升清扫转运效
率；着力抓好非机动车停放管

理，确保人行道畅通有序；持续
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试
点工作，逐步实现生活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积极探索
环卫市场化模式。

提升村庄环境长效管理水
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狠抓
集镇范围、主要道路沿线等重点
区域，确保将自然村拉网式督查
到位；继续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试点工作；积极组织村（社区）
各开展道路、绿化、污水处理、公
共设施等集中整治行动，全面清
理乱堆放、乱张贴等现象，指导
开展镇江市村庄环境长效管理

示范村建设，打牢村庄环境精细
化管理基础，不断提升村庄环境
面貌。

与此同时，还将加强建成
区违法建设的防控查处，积极
配合筹备街道综合执法机构，
依法履行职责，与规建部门、
各属地村社区相互配合，从快
从严查处新增违建，严密防控
违建增量；结合老旧校区、城
中村改造、征收拆迁、路网改
造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等重点
工程，加大违章建筑整治力
度，逐步削减违建存量，按序
完成违法建设五年清零目标。

编织文明城市长效管理的八张“网”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员
开轩）从去年开始，开发区启动了
包括晓墟河、老九曲河在内的水环
境生态综合整治工程，以彻底消除
黑臭水体，为老百姓打造一个水清
岸绿的美好生活环境。那么，现在
工程进展如何呢？近日，记者进行
了实地采访。

晓墟河位于开发区，是境内主
要骨干河道，总长 7.56km。几乎
每天，家住晓墟社区的75岁市民
陈润川都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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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早上来这散步的时候，
这里还是臭烘烘的，可这个地方是
要道口，不走这里又不行，所以我
们都迫切希望政府能尽快把这条
河整治好。”

据了解，水环境综合整治、消
除黑臭水体，是老百姓反映强烈、
关注度高的民生实事。民之所需、
施政所向，为此，开发区于去年便
启动了水环境生态综合整治工程，
对包括晓墟河在内的多条河流进
行整治，系统性补好短板。在整治
现场，记者和陈润川老人看到的是
一幅火热的施工场景，伴随着机械
设备的轰鸣，数十名工人正在进行
东面闸式底板浇筑、二次转土等工
程作业。

“当这个闸做好之后，晓墟河
就有了控制、控水、节水、蓄水功
能，就保证我们这个晓墟河，处处

有水，就形成了一个净化系统，河
道实现生态效益。”江苏淮阴水利
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勇告诉
记者，晓墟河生态综合整治工程于
2017年11月进场施工，经过广大
工程人员的辛勤努力，目前已经完
成了总工程量的40%。同时，由于
水利工程的季节性比较强，为抢在
汛期到来之前做好晓墟河沿河兰
陵闸、大泊闸的水下工程，当前施
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班加点
进行施工。“整个工期在5月30日
前应该能够完成，但后续的绿化工
作估计要到今年年底。”李勇告诉
记者，整个工程预计在今年12月
底可以全部结束，届时结合晓墟河
周边绿化景观、休闲步道的打造，
将形成一个水清岸绿、可供市民休
闲娱乐的生态长廊。

其实，晓墟河的生态综合整治
只是开发区水环境治理的一个缩
影。据了解，开发区水环境生态综
合整治工程还包括老九曲河、三叉
河、大泊河、毛家河、湾河等水环境
生态综合整治，项目将形成以晓墟
河景观廊道、毛家河景观廊道为

“两纵”；老九曲河景观廊道、三叉
河景观廊道、大泊河景观廊道为

“三横”；马塘桥公园、华甸桥公园、
大泊岗生态湿地为“三点”的“两纵
三横三点”布局，打造开发区优美
水环境，为老百姓提供优美生活环
境。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李溶） 当前，随着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节假日期间，
或带上父母儿女，或约上三五
好友，一起到户外旅游休闲，
领略大自然的无限风光，享受
片刻的悠闲静谧，已经成为市
民的时尚新消费。为给开发区
及全市居民再提供一个“家门
口”的休闲游玩好去处，今
年，我市启动了马塘桥体育休
闲公园建设工程。

在马塘桥体育休闲公园规
划区内，记者看到，马塘桥水

库宽广清澈，在和煦春风的吹
拂下不时泛起层层涟漪，以水
库为中心的四周满眼苍翠，桃
树、梨树、樱花树层层叠叠，
给原本就生机勃勃的春天更增
添了无限生机。在绿树掩映
间，十多名施工人员正在进行
清表作业。

“现在施工单位已经进场
了，正在对道路两侧的树木进
行规整，将影响道路施工的进
行移除。”据开发区城管局园
林处副主任朱明国介绍，马塘
桥体育休闲公园位于开发区，

东临丹界公路，西邻齐梁路，
规划建设面积 150 万平方米，
将以马塘桥水库为中心，整合
优化周边生态环境，打造入口
商业区、体育活动区、核心滨
水区、乡野体验区、湿地科普
区、中央公园区等多个功能
区，可以为市民提供包括网
球、篮球、羽毛球、自行车骑
行、垂钓、农家乐、野营烧烤
等多个休闲娱乐项目。项目一
期建设面积超81万平方米，预
计在今年12月份建设完成。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开轩） 香海琴枫，仅听名
字就有一番诗情画意，而亲身
走进体验，更是让人心旷神
怡。位于开发区马陵村的香海
琴枫浪漫庄园，历经数年建
设，不仅将荒地变为美景，为
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更为周边村民增加了一条
致富大道。

近日，记者来到开发区马
陵村香海琴枫浪漫庄园，一踏
入充满欧式浪漫的拱形大门，
只见宽敞大气的庄园内，葱翠
挺拔的绿树如卫士一般守护在
道路两侧，平静的水面在微风
的吹拂下不时荡起层层涟漪，
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徜徉在
春意浓浓的庄园内，整个人感
到心旷神怡。庄园占地一千多
亩，有大型的嘻水项目、婚庆

草坪、宴会大厅、商务会所、
主题的景点等。

“目前项目的基础工程已
基本完成，现在正在进行景点
的布置和绿化、绿植、花草的
布置，预计在2019年10月1日
正式对外开放。”马陵村党总
支书记吴霖刚表示，在打造浪
漫主题庄园的同时，特色农业
的打造也是香海琴枫的重点板
块之一。立足于生态、绿色、
有机，香海琴枫因地制宜、精
心规划，既把农业项目做成了
一道风景线，更是做成了一个
绿色有机的农产品基地。“接
下来我们会逐渐将产品投放市
场，并采用线上、线下联合的
销售方式。其中，农产品主要
包括优质葡萄、优质大米与有
机大米”。

别看现在的香海琴枫是花

香满园、水波荡漾，昔日却是
一片荒地。2010年当选为马陵
村党总支书记的吴霖刚上任之
后多方走访，研究脱贫之路，
在2011年启动了香海琴枫的建
设。“当时的马陵是个‘实实
在在’的贫困村，位于丹阳的
西北面，与丹徒交界，主要是
发展农业，随着越来越多的劳
动力外出，许多土地也逐渐荒
芜，我回来了解到这个情况，
才有这个想法，把村民的土地
流转出来做一个适合现代人的
生活旅游的景区。”说起打造
香海琴枫庄园的初衷，吴霖刚
很是感慨。

如今，投资 8000多万元，
历经数年的土地平整、道路基
础设施建设，香海琴枫项目一
期已建设完成，其中的香海楼
已经作为样板开始营业。

水环境综合整治稳步推进 马塘桥体育休闲公园施工

昔日荒地变花海
香海琴枫一期建设项目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