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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骏）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共享按摩椅出现
在我市各大商场、电影院甚至是
洗浴中心等公共场所内。皮质的
外套不仅坐上去很舒服，扫码
后，消费者还能选择不同类型、
不同时间的按摩，只需要花费数
十元就能享受自助的按摩服务，
对大部分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件
很享受的事情。一时间，共享按
摩椅吸引了不少市民入座休息或
体验按摩。不过，近日记者探访
发现，这些电动按摩椅的卫生状
况、安全性等问题让不少市民感
到担忧。

· 记者调查：
按摩椅人气火爆，节假

日常常满座

近日，记者来到我市金鹰天
地综合体走访发现，在这里，商场
走道、电影院外均摆放着不少共
享按摩椅。记者看到，这些按摩
椅的扶手上有二维码，市民可以
直接扫描二维码付费启动，收费
分为10分钟10元、20分钟15元、
30分钟20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按摩椅
很受一些市民的欢迎，有市民表
示，除了电影院外，其他地方的按

摩椅平时坐的人还不多，但一到
周末假日，按摩椅基本上都坐满
了或休息或按摩的市民。对于这
些按摩椅，多数市民还是抱着肯
定的态度。“逛商场可是一件体力
活，逛累了坐一会儿还是挺舒服
的，公共场所有这种设施挺贴心
的。好歹是软包的皮座，又宽敞，
比一般的公共座椅感觉舒服得
多。”市民王先生说。

随后，记者随意挑选了一张
按摩椅，体验了一番。刚坐上去，
能感受到椅子的臀部位置是凹陷
的，后背等按摩点是凸出的，在没
有启动按摩的情况下，会有些硌

人，很不舒服。现场扫码后发现，
这款电子按摩椅无需下载APP，
也无需缴纳押金，选择想要的服
务模式后一键支付即可使用，服
务模式分为3种。记者通过体验
感觉力道还是不小的，能起到短
暂放松的功效。

“在这里逛街逛累了，就顺便
坐在电动按摩椅上按摩一下，毕
竟自己家里买按摩椅的话需要几
千元甚至上万元，挺贵的。这里
用一下十块、二十块钱就够了。”
现场，一位正在使用按摩椅的市
民周先生说，他选择了时间最长
的服务模式。

市民忧虑：
安全性、卫生状况存隐

患

“记得去年上半年有新闻报
道过杭州一女士在使用这种按摩
椅时，头发被按摩椅夹住，直到消
防队员赶来将按摩椅拆卸，并剪
去卷入的头发后才得以获救，所
以使用的时候还是有些担心。”市
民刘女士说道。

在现场，记者咨询了一些市
民，有些人表示，觉得它还是不安
全，所以不太敢用。同时，有不少
人只是逛累了“蹭坐”一下，现场
有坐在上面玩手机、休息的，真正
扫码体验的人并不多。

此外，电动按摩椅的清洁卫
生问题也是很多市民非常关心
的。“一台按摩椅每天会被很多人
坐，我觉得不太干净，不敢轻易体
验。”经常逛商场的市民陈女士表
示，“虽然大多数按摩椅的表面都
是皮质的，看上去很干净，但是每
天会有很多人在同一台按摩椅上
休息，卫生状况令人担忧，味道也

不好闻。”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共享

按摩椅旁并没有人负责清洁，一
个人起身离开后，另一个人又坐
上去。同时，会有许多孩子穿着
鞋在这些按摩椅上爬来爬去，并
没有人上前阻止。记者在一家电
影院按摩椅区域“蹲点”了 20分
钟，并没看到有人定岗管理，也没
有看到人员来此巡查。

医生提醒：
应该设立提醒牌，有些

患者要慎用

那么商场里的这些电动按摩
椅是否存在卫生、安全隐患？对
此，医生表示，虽然按摩椅能在一
定程度上使肌肉放松，但是按摩
椅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其实，
使用按摩椅还是有不少禁忌的，
特别是儿童和孕妇，患有心血管、
高血压、颈椎、腰椎等疾病的人要
慎用，“这类按摩椅最主要的功效
就是在使用者确定自己没有其他
明显疾病的情况下，当感到自己
身体疲劳时，坐一下进行放松式
按摩，而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在于，
当身体某个部位不舒服，想着通
过按摩椅的按摩来消除不适感，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简单来说，
不能带着治病的想法，去使用按
摩椅。”

医生建议，正确的做法应该
是在商场电动按摩椅附近设立

“显眼”的提示牌，提示哪些人群
不宜按摩等注意事项，否则容易
给部分市民造成伤害。同时，该
医生也呼吁使用的市民注意卫
生，不要随意破坏，提高对待公共
物品的素质，这样才能更好地使
用电动按摩椅。

共享按摩椅人气爆棚，你会体验吗？
记者调查发现，很受市民欢迎，但安全、卫生状况引发担忧

图为在一商场共享按摩椅区域，多位市民正在体验。 记者 马骏 摄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
局指导、人民网主办，中国健康促
进与教育协会、中国医药卫生文
化协会人文医院分会协办的2018

“改善医疗服务创新医院”交流颁
奖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大会表彰
了全国46家“改善医疗服务创新
医院”和16位“改善医疗服务创新
管理者”。丹阳市人民医院获得

“2018全国改善医疗服务创新医
院”称号，副院长陈建红获得“改
善医疗服务创新管理者”称号并
接受大会表彰。

近年来，丹阳市人民医院以

贯彻落实“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
行动计划”为抓手，以问题为导
向，以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发挥
医联体一体化作用为突破口，以
融合“互联网+”信息化建设为手
段，多措并举改善患者就医感
受，使患者满意度显著提升。

医院在丹阳地区率先开通电
话、网络、微信、自助机、基层医院
转诊、现场、诊间、出院病人复诊、
丹阳有线电视终端等11种预约挂
号模式。医院所有的专家、专科、
普通号源全部向预约开放，实行
分时预约，预约成功实行短信提

醒服务。同时推出自助缴费、床
旁结算、诊间结算、签到取药、自
助报告打印、自助影像胶片打印
等一系列自助服务，使患者挂号
就诊时间缩短近 20分钟。2018
年5月，医院推出便民新举措，在
镇江市率先实现“共享轮椅”，24
小时无缝隙为患者提供服务，受
到了就诊患者的一致好评。

医院充分发挥丹阳地区的
龙头辐射作用，实现资源共享，
构建联动机制，画出医疗服务最
大同心圆。一方面向上延伸，与
上海、南京等地著名医院开展深

度医学合作，另一方面向下支
援，与界牌、司徒和皇塘卫生院
等基层卫生院结为重点对口支
援医院，按基层医院需求制定对
口支援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不
断提升受援医院的专科建设、能
力建设和医院管理水平。同时
启动“仁爱行”惠民巡回医疗服
务计划，组织专科专家赴各乡镇
开展惠民巡回医疗活动共10次，
使 3000余名群众在家门口即享
受到专家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市人民医院还建成了区域
医疗中心，常年为乡镇卫生院等

基层医疗机构提供区域会诊、区
域影像、区域心电等服务，并逐
步推进区域查房、区域监护、区
域培训等服务。沉甸甸的奖牌
不仅镌刻着丹阳市人民医院改
革创新的智慧，也彰显了人医人

“救死扶伤 全心全意 医疗服
务 尽善尽美”的服务理念。

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林翼金表示，丹阳市人民医院将
以荣获“全国改善医疗服务创新
医院”为契机，积极助力健康丹
阳建设，更好为全市及周边地区
的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孙红娟

康复医学的服务对象：因疾病和损
伤而导致各种功能障碍或者残疾患者。

丹阳市人民医院康复科热线：86523102

促进功能恢复 助您回归社会 人医体检中心
规范 严谨 便捷 保密
服务热线：86901218

热烈祝贺市人民医院荣获全国“改善医疗服务创新医院”称号

同济大学附院
脊柱微创中心专家
每周三来丹坐诊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第十人
民医院脊柱微创中心丹阳分中
心已正式运行。同济大学附十
院脊柱微创中心专家1月9日将
来丹阳市人民医院坐诊。今后，
每周三均有同济大学附属第十
人民医院脊柱微创中心专家来
市人民医院，在门诊部四楼专家
门诊区开设脊柱微创专科专家
门诊，开展各种颈椎、腰椎疾病
的微创治疗。欢迎广大患者来
市人民医院咨询、就诊。

广
告咳嗽难好，警惕是变异性哮喘

咳嗽，是喉咽、声门和下呼吸道
黏膜受到刺激引起的一种保护性反
射。市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学科
带头人张腊娣主任医师介绍，临床
上经常能见到慢性咳嗽患者，成了

“老大难”，该做的检查都查了，该用
的药都用了，要么没效，要么好一段
时间又发作了，面对苦苦思索的医
生，他们一脸戏谑。原来，这种“咳
嗽”并不是真的咳嗽，而是变异性哮
喘，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度较轻的哮
喘，表现为刺激性咳嗽，常合并过敏
性鼻炎，多发于吸入冷空气、刺激性
气体、花粉、雾霾、螨虫后，查体、CT
无异常发现，常规抗感染、镇咳治疗
无效，迷惑性极强。张主任提醒，这
类患者的问诊很关键，因为发病常
有固定的诱因，具有典型的季节地
域性（如春天的花园和梧桐树、冬天
的雾霾、厨房、加油站等），治疗上首

先要脱离环境或戴口罩防护，然后
应用激素或抗过敏药物，往往能收
获奇效。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呼吸内
科是我市重点专科，医疗技术力量
在我市及周边地区都享有盛誉。该
科除对支气管肺炎、肺炎、胸膜炎、
胸膜病变、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
肺心病、哮喘、支气管扩张症并发大
咯血、气胸、间质性肺疾病、肺癌早
期等疾病诊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外，成功地抢救了急慢性呼吸衰竭、
肺内重症感染、重症哮喘、ARDS、
致命性大咯血等危重患者，部分技
术已达到三甲医院水平。该科经过
20余年的临床医护工作经验总结，
已探索出一整套符合老年性疾病的
诊治和护理方案。专家门诊时间：
周 二 ~ 周 四 。 咨 询 电 话 ：
86553013。孙红娟

1月份丹阳市人民医院
外院专家专科门诊时间
市人民医院将邀请以下医院的专家来
院坐诊、会诊或手术，有需要的患者可
提前电话预约（87120120）、网站预约
（www.dys120.com)、微信平台预约。

时间 医院 专科及项目
1月12日 上海中山医院 心脏彩超科
1月12日 南京儿童医院 呼吸科
1月12日 南京鼓楼医院 妇科
1月19日 南京鼓楼医院 产科
1月19日 南京鼓楼医院 呼吸科
1月25日 南京鼓楼医院 血管外科（下午）
1月26日 南京中大医院 乳房钼钯
1月26日 省肿瘤医院 乳房外科
1月26日 省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1月26日 省人民医院 超声心动图
南京军总病理科：每周六上午
省人民医院CT、磁共振、乳房钼钯。医学影像诊
断：每月逢双周的周二（下午）。乳腺影像诊断：
每半月一次。具体时间咨询影像科8655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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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86553071 晚上：86553301

人医
产科

先进的设备、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

专科手术总量居镇江前列专科手术总量居镇江前列

快速解除胆囊炎快速解除胆囊炎、、胆石症胆石症、、胆胆
囊息肉囊息肉、、肝囊肿病人的痛苦肝囊肿病人的痛苦

13706101936 86553801丁明金

腹腔镜治疗术

丹阳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就诊

流程：挂号（中医内科门诊）→至
医师处辨证诊疗，开具处方→缴
费→中药房熬膏→按预约时间至
中药房取膏。门诊时间：周一至
周日全天；门诊地点：门诊四楼中
医科；联系电话：86523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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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摘要）

——在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忠法

（2019年1月6日）

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摘要）
——在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市人民法院院长 唐东升
（2019年1月6日）

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摘要）
——在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市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 周绪平
（2019年1月6日）

2018年主要工作
过去的一年，市人大常委会

在市委的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以推动丹阳高质量发
展为目标，聚焦重点、规范履职、
求真务实、创新作为，依法履行宪
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为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
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坚持党的领导，助推高质
量发展有新作为

准确把握市委工作主线。
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组织人
大代表视察、调研和开展专项工
作审议，以实际行动落实市委的
决策部署。加大“关于实施产业
强市，进一步加大力度推动开发
区、高新区重大优质项目建设”重
点建议的督办力度，开展东南片
区城镇化、产业化建设调研，助推
产业强市。关注科技创新项目，
调研知识产权工作，视察电商发
展情况，助推经济转型升级。视
察智慧停车项目和大数据中心建
设，调研文明城市创建长效管理，
关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改
革，助推城市品质提升。推进乡
村旅游发展，调研村级集体资产
管理、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助推乡
村振兴。

着力聚焦“三大攻坚战”。
聚焦风险防范攻坚战，深入企业调
研风险防控，组织代表深入群众开
展金融安全知识宣传。聚焦污染
防治攻坚战，首次专题审议政府年
度环境工作报告和2018-2020年
突出环境问题负面清单，重点督办

“关于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长效
监督”建议，跟踪推进二级沟全面
整治工程如期完成。聚焦精准脱
贫攻坚战，推进完善领导体制和责
任体系，专题审议精准扶贫工作，
促进建立完善例会、督查、考评等
机制；将精准扶贫工作与大走访

“回头看”活动深度融合，组织人大
代表与贫困村群众结对帮扶，帮助
解决实际困难。

积极助推重点项目建设。
以推动城乡内涵式发展为基调，组
织代表现场视察胡高路改扩建工
程、泰镇高速丹阳段、S357与S122
立交、S122香草河大桥改造及大
运河钢铁厂旧址，推进交通重点工
程项目建设。关注文教卫体民生
重点工程，对三吕故居、华东财经
委、张家大院、人民医院等开展视
察调研，推进社会事业重点工程建
设管理。视察新孟河延伸拓浚工
程、九曲河整治、大吴塘水库滞洪
区建设等重点水利工程，推进水生
态环境的改善和防排涝能力的提
升。

二、强化履职实效，提升监督
工作有新动能

着力加强财政监督。听取和
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的报告，审查批准财政决算
和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报告。出台
《关于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监督
办法》。以信息化建设为改革创新
突破点，成立预算联网监督工作领
导小组。选择“教育装备”预算
项目，召开预算初审及绩效评价
听证会，提出合理化建议。

探索民生实事票决制。司
徒、导墅、陵口率先试点民生实
事人大代表票决制，组织人大代
表、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负责
人等深入基层走访，利用媒体、
网络公开进行海选，广泛征集社
会各界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建议，
梳理后提交党政联席会、人大主
席团会议反复研讨论证，拟定若
干个项目在人代会上票决，按照
全体代表投票数的高低最终确定
列入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的项
目。

不断深化政情通报。政情
通报会由市长通报“十三五”规
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和上半
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人大代表
集中专题发言，聚焦“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生态环境
保护”“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深
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长效监管”等热点难点。

持续开展评议工作。紧紧
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把推
进思想解放、“三项机制”落实、文
明城市长效管理、“263”专项整
治、精准扶贫、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作为评议重
点。

三、突出问题导向，推进民生
改善有新成效

民生为“先”，关注民生事业
发展。把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申
报列为重要建议加强督办。重视
老龄化问题，重点督办“加快我市
居家养老服务事业发展”重要建
议。

百姓为“本”，关注公共服务
提升。关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审议卫生布局规划与实施情况。
关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听取教
师队伍建设情况，督办“加强校外
教育培训机构管理”重要建议。

法治为“基”，关注法治政府
建设。听取和审议关于落实《法
治 政 府 建 设 实 施 纲 要
（2015-2020 年）》实施方案的情
况，听取“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
落实情况，进一步推进法治宣传
教育。

四、创优服务管理，发挥代表
作用有新特色

增强代表履职能力。增强
代表履职活力。增强建议办理
实效。

五、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履职
能力有新突破

突出思想政治建设。深化
机关作风建设。指导基层人大
建设。

2019年主要任务
今年人大工作的指导思想

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认真落实市
委十三届六次全会精神，积极响
应市委号召，行稳致远，克难奋
进，依法履职，积极作为，为奋力
谱写丹阳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
不懈努力。

一、坚定正确方向，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坚
持党的领导作为履职尽责的前
提，自觉维护市委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核心地位，健全和完善重
大事项、重点工作、重要会议向市
委请示报告制度，充分发挥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优势，推动市委决
策意图和重大部署得到全面贯彻
落实。

依法决定重大事项。坚持
把审议决定重大事项与推进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认
真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对财政
预算执行、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财政审计情况、政府债务、国
有资产管理、年度环境状况、重大
基础设施和重大财政支出项目等
重大事项依法作出决议决定，将
党委决策部署变为人民共同意
志。

认真做好人事任免。进一
步规范人事任免程序，实现党内
组织程序和人大工作程序的有机
结合，并加强对任命人员的任后
监督，促其牢固树立国家意识、
宪法意识、责任意识和公仆意
识。探索开展“两官”履职报告
工作。

二、围绕中心大局，进一步助
力改革发展

聚力推动经济发展。突出
产业强市、园区建设、军民融
合、企业上市、科技创新等全市
经济发展的大事要事。关注农村
股份制改革、乡村经济多元化发
展，全力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加
强财政预决算监督。

聚力推动民生改善。围绕
风险防控、污染防治、精准脱贫三
大攻坚战，助推政府债务化解。
持续关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
养老、食品安全等民生热点问题。

聚力推动法治建设。
三、优化服务机制，进一步发

挥代表作用
推进服务管理规范化。完

善岗位培训和专题培训相结合的
培训机制，科学制定培训计划，提
高代表履职意识和能力。继续加
强代表履职登记和积分管理。健
全选民对代表的评价机制。

推进履职活动常态化。密
切代表与常委会的联系，拓展代
表参加常委会活动的频度和广
度，拓宽常委会听取代表意见建
议的渠道，实现代表参与常委会
工作全覆盖。

推进建议办理实效化。做
好前置环节，把好审查关，认真开
展视察调研，提高代表建议质量。

四、坚持与时俱进，进一步提
升工作效能

完善组织制度建设。按照
上级部署，做好人大常委会机构
改革工作，优化常委会和专门委
员会组织人员结构，尤其是专业
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改出新动
能，改出新效率。

强化基层人大指导。把握
“继承是前提、完善抓重点、关
键求实效”的工作基调，不断完
善镇（街道）人大特色工作，升
级“一镇一特”品牌，提升镇人
大规范化建设内涵。

加强人大宣传调研。突出
宪法法律和人大制度优越性的宣
传，并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型
媒体，扩大宣传受众面，使广大
群众更好地知晓并参与人大工
作。

提升队伍专业水平。加大
人大机关信息化建设力度，进一
步完善人大网站建设。加强人大
干部队伍建设，重视人大干部培
养、交流和使用。

2018年的主要工作
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25356

件，同比下降3.5%，审执结21977
件，同比上升2.73%，员额法官人
均结案348件。2018年，我院先
后被江苏省高院记集体二等功、
评为“全省优秀法院”。

一、立足司法职能，依法服
务发展大局

—— 依 法 服 务 高 质 量 发
展。全年受理破产案件9件，为
历年来受理破产案件最多的一
年。

——完善司法便民举措。
完善“一站式”诉讼服务机制，全
年共提供各类诉讼服务 21344
次。

——积极参与法治建设。
选派22名干警担任村（社区）法
治建设工作指导员。

二、严格公正司法，全力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

——依法打击刑事犯罪，
维护社会平安稳定。受理各类
刑事案件1234件，审结1113件，
判处罪犯1343人。

—— 公 正 解 决 民 商 事 纠
纷，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受理
各类民商事案件 12593件，审结
10490件。

——妥善化解行政争议，
有力促进依法行政。受理各类
行政诉讼案件 179件，审结 140
件。

三、全力攻坚克难，决战决
胜“基本解决执行难”

共受理执行案件 10746件，
其中新收 7984 件，同比上升
6.95% ，结案 9662 件，结案率
89.91%，同比上升 21.53 %，执

行到位标的18.74亿元。
四、推进司法改革，努力提

升司法公信
坚定不移推进司法改革，积

极推动各项改革措施落地见效，
不断提升办案质量效率，增强司
法公信力。

五、加强队伍建设，全面提
升素质能力

一年来，全院共有 12 个集
体和 17名个人受到市级以上表
彰。

六、自觉接受监督，不断改
进法院工作

全年主动邀请代表、委员视
察法院、旁听庭审、调研座谈
253 人次，上门走访、征求意见
150余人次。

2019年的主要任务
2019 年，我院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的目标，牢牢把握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主线，以“司
法规范化建设再提升年”“执行
工作巩固提高年”“审执质效提
档升级年”等活动为抓手，全面
加强审判执行工作，大力提升自
身建设水平，为推进我市高质量
发展走在前列提供更加有力的
司法保障。

一是坚持公正司法，进一步
提升审判执行质效。二是坚持
服务大局，进一步完善司法服务
举措。三是坚持统筹推进，进一
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四是坚
持从严治院，进一步提高队伍整
体素质。

2018年工作回顾
一年来，共办理各类案件

2849 件，员额检察官人均办案
101件，人均办案数在镇江检察
机关名列前茅。一年来，先后获
得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全省
检察机关网信建设先进集体、镇
江市先进检察院、镇江市“争创
人民满意政法单位”等荣誉，5
件案件入选江苏省或镇江市十
大精品、典型案件，试点研发行
政检察与公益诉讼智能辅助办
案管理平台，被省检察院荣记集
体三等功，推荐至最高检察院进
行演示汇报，获得充分肯定。

一、聚焦服务发展，提升司
法保障实效

——助力打赢“三大攻坚
战”。共办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集资诈骗等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
罪案件41件78人。共批捕涉嫌
环境污染、非法采矿犯罪嫌疑人
19人。

——更加重视保护企业发
展。共批捕、起诉破坏市场经济
秩序犯罪案件88件152人。

——依法保障民生民利。
共办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
准的食品和有毒、有害食品案件
16件35人。

二、聚焦风险防控，切实维
护社会稳定

——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
罪。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
逮捕案件 550件 777人，经审查
批准逮捕 470件 639人，人数同
比上升 36.5%；受理移送审查起
诉案件 1184件 1599人，经审查

提起公诉 1133件 1513人，人数
同比上升25.1%。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一年来，共办理该类案
件15件43人。

——着力强化创新社会治
理。认真贯彻涉法涉诉信访制
度改革，共受理来信来访 196
件，均妥善处置。

三、聚焦监督主业，促进严
格公正司法

全面加强刑事诉讼检察监
督。扎实开展民事行政检察监
督。稳步推进刑事执行检察监
督。

四、聚焦从严治检，打造过
硬检察队伍

坚持以正规化专业化职业
化为方向，内强素质、外树形象，
全力打造过硬检察队伍。

2019年主要工作安排
2019 年，我院将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部署，紧紧围
绕全市高质量发展这个中心，尽
心尽力谋发展，全力以赴保稳
定，聚焦主业强监督，驰而不息
抓队建，不断推动检察工作创先
创优发展，为丹阳高质量发展走
在前列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是聚优势、创特色，倾力
服务高质量发展新实践。二是
抓重点、求实效，努力满足人民
群众新需求。三是强弱项、补短
板，全力构建法律监督新体系。
四是树信念、提素能，奋力打造
过硬队伍新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