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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城管人员集中换新装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李溶）“我是一名城管行政
执法人员，我郑重宣誓：忠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6月6日，在开发区城管局
行政执法大队办公楼广场上，开
发区 140余名城管执法人员在
换装仪式上郑重宣誓。

据悉，近年来，开发区城市
管理工作呈现出跨越发展态势，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加强长效
管理等方面攻坚克难，勇争一
流，为全市赢得了荣誉。此次城
管行政执法制服为全国统一制
式服装，颜色为藏青色及天空
蓝，搭配金色标志。在标志设计
方面采用国徽、人字飘带、盾牌
橄榄枝、牡丹花等元素。国徽象
征国家，飘带组成人字代表人
民，体现为人民管理城市的理

念，盾牌象征依法行政，牡丹和
橄榄枝组成装饰图案，表示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

新服装、新形象、新起点。
全体行政执法人员表示，将以此
次换装为契机，进一步牢固树立

“以人为本、依法行政、执法为
民”的理念，内强素质、外树形
象，做到执法理念人性化、执法
手段法制化、执法程序规范化，
推动城市管理工作再上新台
阶。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区纪工
委书记陈学海在换装仪式上表
示，换装既是形象，更是责任，这
要求在城市管理工作中要不断
地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
法，要以良好的精神风貌、扎实
的工作作风、高涨的工作热情、
优良的服务态度、严明的组织纪
律投入今后的工作。

爱眼护眼宣传活动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罗玲） 6 月 6 日，是第 23 个
“全国爱眼日”，今年爱眼日的
主题是“科学防控近视 关爱孩
子眼健康”。为降低学生近视
率，做到科学、正确用眼，当天
下午，开发区团工委、丹阳眼镜
城市场办来到练湖小学，联合
开展“科学用眼 预防近视”爱
眼护眼宣传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丹阳眼视光研究
所所长赵龙生为练湖小学学生
带来了一节简单实用的眼健康
知识讲座，详细讲解了近视发
生的原因与危害、怎样预防近
视、如何加强眼部保健等知识，
提醒学生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

惯，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眼部
卫生清洁，坐姿要端正，写字的
姿势要正确，不要长时间、近距
离地用眼，尽量少用手机、电脑
类的电子产品，如果视力出现
问题要定期到正规医院接受检
查等等。通过科学讲解、生动
描述，学生们认识到了爱眼护
眼的重要性，并且掌握了一些
科学用眼的知识和方法。

除举办讲座外，活动还通
过摆放爱眼科普知识宣传展
板、发放宣传单、赠送学生握
笔器与视力表等方式，帮助学
生进一步了解到科学用眼、预
防近视的重要性，受到了师生
的一致好评。同学们纷纷表

示，此次活动学到很多实用的
眼保健知识，他们将从自我做
起，从生活中的小细节做起，

呵护好自己的眼睛，逐步养成
卫生用眼、科学用眼的良好习
惯。

晓星开展夏季安全生产预警教育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蒋杰）夏季是各企业面临常
规性挑战的季节，也是一年之中
火灾事故发生率最多的时期，为
更好地人性化生产，降低事故发
生率，将隐患最小化，近日，晓星

村党委、村委会组织辖区内各企
业负责人在晓星村会议室开展
了夏季安全生产及防火防暑预
警教育活动。

会议首先通报了近期全国
比较严重的安全责任事故及其

原因和后果，给大家播放了《火
灾自救及消防安全》教育片。党
委书记眭社戈给各企业负责人
强调了夏季安全生产及防火防
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求各企
业负责人回去后认真对待，提高

意识，落实夏季安全生产专人负
责并定期做好预警检查制度。
同时，针对当前农村秸杆焚烧工
作，会议也向各企业提出要做好
不乱点火冒烟，生产垃圾合理处
理，保护环境的系列要求。

戏曲进社区 欢乐送居民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夏锁汉）近日，路巷社区在社
区广场组织开展了一场由市戏剧
总团和社区广场舞队带来的联合
演出晚会，为社区男女老少献上
一顿“文化大餐”。

当晚，开场的锣鼓声一响，会

场顿时就静了下来，演出在广场
舞队热闹欢快的舞蹈表演中拉开
序幕。虽说广场场地不大，但人
气却很旺，坐满了前来观看表演
的社区居民，四周也围着不少
人。随后，我市戏剧总团的演员
们以娴熟的唱功和惟妙惟肖的演

绎，给大家带来了戏曲名篇《彩球
姻缘》。传统戏曲所散发的魅力
也深深感染了台下的居民，即便
是天下起了小雨，大家依旧津津
有味地看着，舍不得离场，并不时
地拍手叫好。

“真的太爱听了，这些专业表

演者唱的真好，我们还没听过瘾
呢，希望以后能多举办几次类似
的活动。”面对居民的意犹未尽，
对此，社区负责人也表示，今后将
积极组织类似的专场演出，把欢
乐带给社区的居民，丰富居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

华甸社区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蒋晓明） 为做好夏季火灾
防控工作，6月8日，华甸社区对
辖区企业开展了消防安全大检
查活动。

检查过程中，社区秉承“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工作方针，重点检查了企业
施工工地人员的安全问题，是
否戴安全帽，工地是否制定了
应急处理预案以及小区内的消
防栓、灭火器的摆放，消防通道

是否通畅。同时检查组还要求
企业定期开展自检自查，发现
隐患及时整改。落实了火灾自
动报警，自动灭火和防排烟系
统等自动消防设施及消火栓系
统安全运行。

此次检查及时消除了一些
火灾隐患，提升了社区的消防
安全环境，为辖区火灾形势持
续稳定和进一步推进夏季火灾
防控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泊社区对云天
花园“整容”

本报讯 （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刘琦）自今年2月接管云天花
园物业以来，大泊社区多措并举，
对小区开展环境整治，变“脏乱
差”为“生活家园”。

据悉，由于历史原因，作为拆
迁安置小区的云天花园存在很多
遗留问题，导致小区生活环境恶
化。为提升居民幸福指数，扮靓
美丽家园，今年以来，大泊社区先
后对小区内大泊河开展河道整
治，对房屋顶楼屋面塌陷漏水、落
水管老化、下水道堵塞等进行整
改，对监控缺失开展多方位管理。

目前，云天花园小区的环境
已有明显提升。下阶段，社区还
将进行环境卫生长效管理，确保
小区治安安全稳定。

嘉荟新城社区女性
展风采

本报讯 （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王洁）为丰富妇女同胞的业
余生活，日前，嘉荟新城社区组织
社区广场舞团与“团结就是力量”
艺术团共同开展文艺演出活动。
通过演出，妇女同胞们走出家门、
走上台前展示魅力，体现了女性
同胞自尊、自强、自爱、自立的精
神，演绎了和谐社区、幸福生活的
主旋律。

居民“家门口”赏戏曲
本报讯 （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李颖 眭建芳）悠扬的曲调伴
随着笑声与掌声，不时地从毛家
社区天波湖畔向外传播。悠扬婉
转的唱腔，精彩绝伦的亮相，惟妙
惟肖的演技，来自市戏剧总团的专
业演员们为大家献上了锡剧《彩球
缘》、丹剧《李三娘》等经典剧目，这
是毛家社区居委会和天波物业为
了丰富居民的文娱生活，增强社
区的人文气息所举办的“戏曲文
艺表演”进社区活动现场。

观看过程中，大家纷纷拿出
手机、相机拍照留念，并为演员们
的精彩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此
次演出共吸引了社区七八百名群
众、戏曲票友前来观看。

健康体检惠及老人
本报讯 （记者 菀滢 通讯

员 王樱）为了进一步关爱老年
人健康，关心老年人晚年生活，日
前，荆林村委会组织65周岁以上
的老年人去荆林卫生院进行免费
健康体检。

为让更多的居民参与体检，
村委会工作人员提前一周将体检
单送到老年人的手中，并叮嘱老
人们仔细阅读注意事项，保证他
们都能准时去参加体检，提高体
检质量。体检当天，老人们早早
地来到卫生院，井然有序地排队
等待体检。本次体检包括心电
图、B超、血脂等一系列项目。同
时，荆林卫生院还特意为老人们
准备了早点，这份心意也让老年
人感到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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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队员身着新装进行宣誓。

省农科院向其林村民传授农业技术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聂健）日前，绿岸公司邀请
省农科院讲师来到其林村，就
育秧技术推广对村民进行授

课。
据悉，其林村是开发区纯农

业发展村之一。课上，受邀讲师
先介绍了蔬菜瓜果的新品种，让

村民了解其适宜种植的环境及一
些种植过程中所需注意的事项，
后又传授了现代化育秧技术，并
向前来培训的村民送上了新品种

的蔬菜种子作为见面礼。经过此
次培训的村民们也表示受益良
多，希望今后可以多多开展此类
活动，提高大家的农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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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丽娜 蒋玉
通讯员 开轩 李溶）“回头看”
是文明创建成果持续巩固提升
的重要手段。只有经常地“回头
看”，形成常态长效机制，全市治
理成果才能不断地巩固提升，才
能赢得市民群众的满意。

近期，针对文明城市长效管
理工作有所松懈及不文明行为
有所反弹的现象，开发区管委会
组织宣传办、纪工委、城管局、整
治办等相关部门成立督查小组，
开展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回头
看”。为掌握真实成效，督查组
事前不打招呼，对 38 个村（社
区）、129个住宅小区及 8个市场
进行突击检查，严格对照相关考
核细则对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工
作进行全面督查，内容包括市容
环境、基础设施、宣传氛围、台账
资料、公共厕所等，并着重查看
了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整治
出新的楼道，查看墙面是否有起
皮脱落现象、楼道感应灯是否能
正常使用、楼道玻璃是否完整等
细节问题。

为进一步巩固文明城市创
建成效，增强群众的满意度获得
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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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对环境卫
生、园林绿化、立面空间、景观照
明、重点街区等加强日常管护，
对破损的公共设施及时修补更
新；建立起网格化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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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巩固提升市场环境秩序
整治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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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厉查处渣土运输车辆带泥行
驶、抛撒滴漏、夜间偷倒等违章
行为。

在夯实环境卫生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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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实施以“刻”论净环卫保洁新
理念，缩短垃圾暴露时间，提升
清扫转运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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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
管养护力度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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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地做好

道路养护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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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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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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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强建成区违法建设的
防控查处上，积极配合筹备街道
综合执法机构，依法履行职责，
与规划、建设部门、各属地村社
区相互配合，形成重大复杂疑难
案件集体会商制度、季度案件交
流制度、日常巡防责任网络，健
全信息沟通与联动查处机制，从
快从严查处新增违建，严密防控
违建增量；结合老旧小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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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健全督查协调统一机制
上，完善数字化指挥中心及手机

终端程序运行制度，确保高效运
营；持续深入开展城管“大数据”
建设，完善城市管理信息框架，
整合接入所有业务子系统，健全
视频监控、感应分析、跟踪处置
等信息功能，力求在城市市容管
理、市政建设、户外广告、路灯管
理、渣土车辆运输的监管等方面
取得新的突破；推进数字城管与
公安视频监控的互联互通与资
源共享，提升协调联动水平，实
现案件办理数字化、快捷化；加
快推进智慧路灯、智慧停车等新
型数字化系统的广泛应用，不断
向智慧城管目标迈进。

在提升村庄环境长效管理
水平上，持续加强各村（社区）每
日暗访、每月考核工作，狠抓集
镇范围、主要道路沿线等重点区
域，确保将我区自然村拉网式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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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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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查问题不打招呼 多措并举整改提优

开发区文明创建“回头看”不走过场

开发区节前慰问高层次人才

浓浓端午情——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轩）在端午节到来之际，
7 日上午，开发区党建园、工
会、妇联组织走访慰问了科创
园部分高层次人才，了解人才
创新创业成效，给他们送去了
节日的祝福和问候。

上午 9 点半，科创园会议
室内一片欢声笑语，开发区相
关负责人和各类人才欢聚一
堂，亲切座谈，了解人才们的创
新创业情况及遇到的问题。来
自南京大学的张同庆 2015 年
就跟着导师来到科创园进行创

新创业，张同庆告诉记者，在园
区待了近 4年，开发区以及科
创园对人才的关心关怀可谓是
细致到位，这次自己提出的入
党申请也得到了积极回应。

与张同庆有着相同感受的
人才还有很多，在科创园创办
福瑞达公司的陈琦也是其中之
一。作为 2014 年“丹凤朝阳”
人才计划引进人员，陈琦切实
感受到了多年来园区在工作、
生活上的帮助以及开发区对人
才工作的重视。

据了解，近年来，开发区高
度重视人才工作，目前科创园
内已有 80多家企业入驻，其中
30 多家企业由引进的人才创
办。在 30多名人才中，有国家

“千人计划”2 人、省“双创人
才”15 人，不仅为开发区带来
了“最强大脑”，还为园区带来
了源源不断的“真金白银”，为
整个开发区的发展增添了强劲
的新动力。

手工香粽赠孤老
与困难家庭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郭琦）为营造浓郁的节日氛
围，端午节之际，普善社区妇联
举办了以“粽情过端午·香飘五
月五”为主题的包粽子活动。

一大早，社区妇女齐聚社
区，分工明确后，有的清洗粽叶，
有的开始淘米，还有的开始拌
料，现场一片忙碌。粽子加工完
毕后，社区工作人员将部分粽子

分发给参加活动的妇女，剩下的
粽子则作为“爱心礼物”送给孤
残老人和困难家庭。

活动现场欢声笑语、其乐融
融，不仅唤起了现代人对传统节
日的归属感，弘扬了传统文化，
也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增进了
居民之间的感情交流，更是有利
于和谐文明社区的建设。

锦湖社区包“爱心粽”
为弘扬传统文化，端午

节之际，锦湖社区开展了“迎
端午包粽子传爱心”活动。
活动中，7位党员志愿者早早
来到了社区，淘米、洗粽叶，
为包粽子做好了准备。经过
志愿者们1个多小时的努力，
180多个粽子“诞生”。随后，
大家来到社区的孤寡老人及
贫困居民家中，将包好的粽
子与社区准备好的慰问品送
到他们的手中，为他们送去
节日的关怀与温暖。（记者
丽娜 通讯员 陈晓婷 摄）

优抚对象乐享包粽比赛
13 日 ，开

发区社会事务
局在光荣院短
疗中心组织开
展端午节主题
活动，30 余名
优抚对象参加
了包粽子比赛
等 活 动 ，并 领
到了为他们准
备的老年健步
鞋 。（记者 蒋
玉 通讯员 朱
祎祎祎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