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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为了让开发区困
难群众过上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连日
来，开发区领导分组深入基层一线，开展
走访慰问活动，为部分困难群众和困难党
员，送上新春的问候和祝福，切实把党和
政府的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

开发区城管局慰问一线员工
春节假日期间，开发区城管局领导带

着环卫处负责人走访慰问了节日期间仍
坚守一线的环卫职工。在双仪路、麒麟路

和眼镜城片区的道路保洁与垃圾清运现
场，慰问人员对环卫职工为创造城市优
美、洁净的市容环境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
示感谢，并为他们送去了慰问金和新春的
祝福，希望他们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发扬
爱岗敬业精神，为开发区城市环境再创佳
绩。

开发区社会事务局慰问老人
日前，开发区社会事务局一行走访慰

问了开发区敬老院的老人。走访过程中，

慰问人员与老人嘘寒问暖，促膝相谈，详
细了解他们目前生活状况、健康状况和经
济来源等，特别叮嘱老人们保重身体，注
意安全用气用电，开开心心过节。

开发区总工会情暖困难职工
日前，开发区总工会开展了春节“送

温暖”系列慰问活动，以集中慰问、分别走
访的形式深入全区企业工会和各村（社
区）联合工会，对下岗失业、重病或突发意
外等生活困难的职工进行慰问，共计慰问

困难职工82名，让基层困难职工感受到来
自工会大家庭的温暖。在走访慰问中，开
发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详细了解了他们
的致贫原因、身体情况以及生活中的困
难，设法为职工排忧解难。

开发区妇联、团工委与困境儿童一起
过大年

为进一步关爱困境儿童，让他们能过
一个温馨、快乐的春节，日前，开发区妇
联、团工委联合举办“织爱行动·情牵童年
——我们一起过大年”活动，15 名困境儿
童在家长和基层妇联主席的陪同下参加
此次活动。现场，开发区妇联依托“99 公
益日”募集的善款，为他们准备了一些生
活用品和学习用品；开发区妇联主席和团
工委书记为他们送上了 500元慰问金，妇
联副主席和巾帼志愿者代表为他们送上
了100元爱心大礼包，让他们感受到妇联、
团工委的关怀和温暖，并勉励他们要树立
自强不息、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更加
努力地学习，积极向上，不辜负社会各界
对他们的殷切希望。

大贡村开展五保户春节慰问
日前，大贡村两委走访慰问了辖区 6

名五保户，在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之后，
叮嘱他们要好好保重身体，勇敢面对困
难，乐观生活，并送上了慰问金和节日祝
福。

石潭村关爱基层妇女
日前，石潭村开展了给困难妇女、孤

寡老人、残疾妇女送温暖慰问活动。村主
任和计生协会志愿者先后走访慰问了困
难妇女朱跃华，孤寡老人李风珍，残疾妇
女戴金兰、罗娃头等多户困难家庭，鼓励
她们要振奋精神、克服困难、好好生活。

东青村慰问困难女童。东青村委工
作人员来到一贫困女童家中，给她送去了
文具、零食等慰问品。据悉，其母亲患有
重疾，家里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和一周岁
的弟弟，所有的生活开销全靠父亲一个人
打临工维持。在询问了她目前生活、学习
等情况后，工作人员鼓励她要乐观向上、
立志成才，做一个身心健康、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好孩子。

节日期间，开发区各社区工作人
员、机关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在辖区范
围内开展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管控工
作，在除夕夜和年初五迎财神烟花爆
竹燃放高峰时段，志愿者们不辞辛苦，
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时光，一直巡查
至凌晨。巡查过程中，志愿者们认真
履行监督职责，仔细查看小区道路和
每栋楼是否有人违法燃放烟花爆竹，
一旦发现可疑情况，立刻向上级举报，
做到严格执勤，杜绝燃放烟花爆竹行
为的发生。

双庙社区开展禁放烟花爆竹志愿
者巡逻工作。为了积极响应丹阳市政
府号召，春节期间，双庙社区联合市规
划局、眼镜城办公室开展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志愿巡逻工作。志愿者们放弃
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分 16个小组在辖
区范围内开展巡查工作，保证了社区
安全，同时也防止了因违规燃放烟花
爆竹而造成火灾隐患。

练湖新城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禁
放烟花爆竹巡逻。烟花爆竹禁放工作
是我们全市工作的重点和亮点。为
此，青年党员志愿者积极响应此项活
动，自愿放弃假期休息时间参与巡逻
工作。用实际行动守卫来之不易的蓝
天。

声声祝福语 浓浓关怀情
本报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开轩 李溶

志愿者顶风冒雪巡查烟花爆竹“禁放”
本报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开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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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雪影响，7日夜间，开
发区出现不同程度的积雪。为
保证城区主要道路人车安全畅
通，8日早晨，开发区城管局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各部门及路
段负责人共 160余人按照预案
要求到岗到位，并组织 12台铲
车，根据先主干道、后次道，先
重点路段、后支路段等原则，及
时清理道路及桥梁坡段积雪。
截至当天上午 12:30，迎宾路、
东方路、金陵西路、玉泉路、兰

陵路、凤凰路等主次干道的积
雪已全部清除结束。同时，园
林处组织了 100余名职工对玉
泉路、丹桂路等部分道路和市
政府广场上被积雪压断的树枝
及树木上积雪进行清理，扶植
好倒伏的树木；环卫处组织了
3辆冲洗车在生活路段进行机
械清除积雪。

8 日夜间，我市再迎降
雪。开发区城管局继续启动应
急预案，从凌晨 5：30 开始，组

织 12 台铲车、180 余名职工按
预先分工路段进行积雪清除，
因温度较低，为防止斜坡路段
出现积水成冰现象，城管局还
及时调用了 3 吨储备融雪剂，
组织市政工人和两辆车对区域
内的华昌桥等斜坡路段进行了
防雪防冻处理，为市民的安全
出行保驾护航。

与此同时，开发区党工委
干部、党员也开启了扫雪模式，
为群众出行开辟暖心通道。各

部门、村（社区）干部职工们顶
着严寒，在辖区内主要干道分
别开展除雪行动，将路面溜冰
用铁锨铲除后再进行清扫，对
路面上被雪压断的树枝进行清
理，确保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除雪现场，党员干部热火朝天
的除雪场面感染了附近群众，
他们也纷纷拿起工具加入到除
雪队伍，形成“干群合力、共除
冰雪”的良好氛围，给寒冷的冬
天增添了一份温暖。

加强“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的推广
应用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轩）为贯彻落实市委组织
部、宣传部关于认真抓好“学习
强国”平台宣传推广、理论学习
和成果转化的有关精神，2 月
14日，开发区开展“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培训会，对全区基层
党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
训。会议特地邀请了丹阳日报
社贡国庆进行培训授课。开发
区党工委委员赵明富主持会
议。

培训会现场，贡老师就如
何操作“学习强国”平台进行了
授课和讲解。会议要求，各基
层党组织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
和政治站位，把做好“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工作作为推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抓手，努力让“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家喻户晓、人人
皆知，不断吸引社会各界、广大
群众特别是年轻人使用这一学
习平台。

2018 年度十佳
“城管之星”诞生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李溶）为充分调动干部职工
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展示城管人的时代风貌，近日，
开发区城管局召开 2018 年度
工作总结表彰会，对获得 2018
年度十佳“城管之星”进行了表
彰，以进一步激发全局广大干
部职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表彰会要求全局干部职工
要进一步提升开发区城市管理
水平，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成果；牢固树立“爱岗敬业、乐
于奉献、勇于担当、文明执法、
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以受
到表彰的“城管之星”为榜样，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拼
搏、砥砺奋进，为城管事业实现
跨越式发展目标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据悉，十佳“城管之星”分
别为城管行政执法大队马飞
军、综合科（渣土办）吴明杰、市
政工程科殷晓栋、城管行政执
法大队眭路、路灯广告所王小
芳、园林管理处谭辉俊、环境卫
生管理处汤光辉、城管行政执
法大队胡骏、园林管理处杭碧
霄、环境卫生管理处解伟东。

财政分局
新年“起好步”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尹珍辉）近日，开发区财政
分局召开全体干部会议，要求
全体干部立即调整节日心态，
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时不我待
推进各项工作顺利展开。

会议要求，全体人员工作
秩序迅速归位。严明纪律，以
规范办公秩序为目标，加强人
员、卫生、请销假管理，保证工
作高效运转；工作热情迅速归
位，着眼于今年工作重点，理清
思路，列出计划，以务实的姿
态、饱满的热情迅速回归；工作
力度迅速归位，增强责任感和
使命感，紧紧围绕既定工作目
标和任务，凝神聚力，确保今年
工作实现新的突破。

大雪封路 铲冰除雪保畅通
本报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开轩 李溶

敲锣打鼓
送“乐”礼

为了让村中退休的老干部
能感受到来自前马陵村这个大
家庭的关怀和温暖，大年初一，
开发区前马陵村组织了本村的
乐队，敲锣打鼓分别走进 12 位
老干部家中，演奏乐曲，送上大
红福字，给他们送去新春的祝
福。据悉，这个特殊的拜年形式
已经连续办了2年。

（记者 魏郡玉 通讯员 魏
国辉 摄）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开轩 李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