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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起，
我市将进入主汛期

黄春年在全市防汛防旱工作会议上要求，
确立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一定要在“防”上做好文章
本 报 讯（记 者 佩 玉 通 讯
员 郭峰）6 月 1 日，我市将迎来
主汛期，
防汛防旱工作进入了临
战阶段。昨日上午，我市召开防
汛防旱工作会议，
进一步明确和
落实防汛防旱责任，全面部署今
年的防汛防旱工作。市领导黄
春年、魏国荣参加了会议。
会上，水利局、住建局、气象
局分别通报了全市汛前各项准
备、城市防洪除涝准备及今年汛
期天气预测情况。据悉，
我市立
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
灾，积极做好防汛防旱的各项准
备工作，
扎实开展水利工程汛前
大检查，
全面落实防汛防旱工作
责任制，
全力加快防洪排涝设施
建设，
进一步加强应急处置能力
建设，
抓好防汛防旱各项措施的
落实。自去年汛后以来，
我市已
完成九曲河整治、2017 年防洪

除涝、水环境整治、年度中小河
流疏浚整治等防洪减灾项目以
及水毁工程修复；新孟河拓浚
延伸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中；三
陵河流域防洪除涝工程 5 月底
具备开坝通水条件；通济河堤
防加固工程计划 6 月中旬完
工；2017 年度中小河流疏浚整
治计划本月底全部完成；2018
年重点县项目中的所有泵站本
月底前具备开机条件。同时，
各类防汛物资储备充足，全市
共储备草包 5.22 万只、编织袋
18.5 万只、木材 80 立方米、排
涝机泵 109 台套、高压泵 30 台、
柴油机 30 台、移动发电机 6 台套
等；组建各类抢险队伍 103 支，
总人数 2867 人。
在城市防洪除涝准备方面，
今年，
我市将根据城区易涝易淹
片区的排查情况，
采取网格化管

理模式，
对汛期前、中、后进行全
程监控；强化应急处置，落实各
项防汛措施，加强对应急抢险队
伍的培训和演练，
备足各类防汛
物资；全力推进乾泽园泵站、东
风村内涝整治工程建设，
届时将
有效缓解该片区汛期防汛压力。
天气方面，
根据气象部门预
测：今年我市汛期降水量正常略
多，为 500~600 毫米；我市今年
入梅日略晚，在 6 月下旬前期；
今年汛期的平均气温略高，为
27℃左右，其中 35℃以上高温
日偏多，极端最高气温 40℃左
右，预计出现在 7 月下旬至 8 月
上旬。
会上，市长黄春年表示，近
年来，
我市实施一大批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全市防灾减灾能力有
了较大提升，但今年的防汛防旱
形势依旧不容乐观，全市上下要

确立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
决不
能麻痹大意。黄春年指出，当
前，我市防汛防旱工作一定要在
“防”上做好文章，
各地各部门要
对自己负责区域内的相关情况
了解清楚，认真做好汛前再检
查，加强重点关口防御，及时消
除隐患；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抓好水利工程质量，同时进一步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做好应急预
案，加强预案演练，切实把各项
防汛措施落到实处；要科学防
控，坚持防汛防旱两手抓；要明
确责任，强化组织领导、团结协
作，努力夺取今年防汛防旱工作
的全面胜利。
会上，各镇（区、街道）相关
负责人向市政府递交了防汛防
旱工作责任状。副市长魏国荣
主持会议。
值班：何巍 周德传

市政协召开十五届十
七次主席会议
协商性民主监督科技创新资金的使用情况
本报讯 （记者 尹媛）昨日
上午，
市政协召开十五届十七次
主席会议，重点围绕“科技创新
资金的使用情况”
进行协商性民
主监督。市政协主席沈岳方，副
主席钱留梅、沈留海、谭国祥、陈
建红以及市政协秘书长吴卫方
出席会议。
会上，市科技局、财政局相
关负责人围绕科技发展专项资
金的使用管理情况作汇报。近
年来，
我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
跨越发展、转型升级、人才强市”
等发展战略，近三年来科技专项
资 金 总 投 入 为 3.485 亿 元 。 此
外，近三年来，我市共有 208 项
科技项目获镇江市级以上立项，
其 中 国 家 项 目 4 项 、省 级 项 目
117 项、镇江市级项目 87 项，共
争取资金 1.0485 亿元。在科技
发展专项资金的助推下，
我市高
新技术产业实力明显增强，
传统
产业转型与新兴产业培育齐头
并进，
创新型企业财税贡献稳步
提升，创新能力稳步提升，我市
连续 2 年被评为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城市工作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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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人员对我市科技发展
专项资金在坚持引领与支撑相
结合、坚持严格的项目评审机
制、坚持项目和公共平台建设相
结合、坚持资金拨付与投资效率
相结合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
了肯定，
同时建议要关注科研项
目与丹阳现有产业结合不够紧
密、知识产权工作力度还需加
大、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估要更加
严谨等问题。
围绕如何做好今后的科技
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工作，
沈岳方指出，要进一步加大财政
投入力度，进一步发挥财政资金
的乘数效应、杠杆作用，进一步
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进一步
培育未来经济增长点，进一步加
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在全市经
济高质量发展中充分发挥科技
发展专项资金助推作用。
会议还研究决定了“市政协
社情民意联系日”活动的意见；
研究决定了召开市政协十五届
六次常委会的有关事项。
当天，与会人员还实地视察
了仅一和鱼跃两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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珥陵一村民家中
被白蚁“攻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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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分别公布
国家赔偿新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 16 日下发
通知，公布了自 2018 年 5 月 16
日起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
标准为每日 284.74 元。同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
厅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
关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在办理自
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
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
准 284.74 元，该标准较上年度
增加 25.8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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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雨水来袭
换凉席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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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张寺水果黄瓜上市
司徒镇张寺村种植的无公害水果型黄瓜近日已开始釆
摘。据了解，今年，该村利用休闲观光农业基地的 30 多亩大棚
种植了草莓、黄瓜、番茄、甜瓜等无公害瓜果，大棚里四季瓜果
飘香。(记者 萧也平 通讯员 贡丽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