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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轩）日前，开发区关工委
召开 2019 年关心下一代工作会
议，明确今年要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不断完善“党建
带关建”工作机制，牢牢把握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
庆祝建国七十周年为契机，突出
重点,抓出特点,创出亮点，全面
推进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各项工
作，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作出应
有贡献。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组
织人事局局长赵明富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开发区关
工委将继续开展“十九大精神进
校园”活动，进一步动员组织

“五老”人员深入校园、深入学

生，用青少年易于接受的形式和
熟悉的语言，向青少年宣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努力做到重
要精神宣讲到位、辅导方案设计
到位、宣传展板制作到位、活动
对象安排到位、成绩考核落实到
位。深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开展“赞新中国伟业，
做新时代先锋”主题教育活动、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
人”教育活动和巩固“八礼四
仪”养成教育成果，用各种方式
让青少年把良好的礼仪风貌带出
校园、带进家庭，并最终带向社
会，真正让文明礼仪进万家。扎
实推进校外教育辅导站建设，充
分发挥练湖总站和毛家、高楼、

车站、华甸、前艾等村（社区）
校外教育辅导站的示范引领作
用，各村（社区）校外教育辅导
站硬件上按规定要求配置活动
室、教育装备和必要的活动器
材，软件上做到有校外教育辅导
员队伍、规章制度、活动计划和
活动记录；在校站结对的基础
上，校外教育辅导站按要求配齐
配强领导班子，校站双方共同研
究制定年度工作计划。不断巩固
青少年健康成长服务平台，推进
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深入开展，
加强青少年的法律基础理论教
育，开展好对全区留守儿童、特
困儿童的关心关爱和帮护工作，
加强对失范青少年的教育、帮
扶、矫治、管理，抓好临界预

防；坚持“五老”人员的义务网
吧监督，不断巩固义务网吧监督
成果，净化校园周边环境。

此外，开发区关工委还将努
力加强自身建设，深入基层调查
研究，研究关工委工作的热点、
难点问题，加强和各个部门的沟
通、联系、配合，齐抓共管，为
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
环境；高度重视 “五老”队伍
建设，动员更多的“五老”参与
到关心下一代工作中来，在基层
关心下一代工作中发挥积极作
用；通过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参
与社会治理、强化关爱帮扶、技
能培训等活动，吸引广大青年职
工踊跃参与，推动民营企业关工
委工作发展。

会议对 5个示范校外教育辅
导站、32 个“五有五好”关工
委创建活动先进集体、2个读报
用报先进单位、112个关心下一
代工作先进个人和 27 个文艺演
出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开发区
关工委常务副主任裴树南作《守
正创新，开创新时代开发区关工
委工作新局面》工作报告；开发
区关工委副主任步泽舫主持会
议，并对当前村（社区）、民企
关工委组织制定关工委工作年度
计划、制定校外教育辅导站活动
计划、签订“校站结合”协议、
组织学雷锋活动、完善活动台账
资料和做好宣传报道工作提出了
具体要求。

全面推进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开轩）为强化广大女同胞们的安
全防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近日，开发区在科创园多功能会
议厅举办了“关爱女性、防身有
术”专题讲座，邀请了镇江市人民
警察学校实战训练大队大队长袁
南鹏为大家专题讲解女子防身
术。

据介绍，袁教官是国际武力
使用华语教官、省司法警官学校

安防专业专家委员会委员、省公
安厅警务实战高级教官、省公安
厅警务实战训练基地兼职教官，
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官，荣获三等
功 3次、嘉奖 6次，有着丰富的教
学经验。讲座中，袁教官向大家
讲解了什么是防身术、遇到危险
怎么办以及危险时间轴、四不四
核心等内容，通过丰富的理论知
识和形象的动作示范，为大家演
示了女子防身术动作要领。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员
罗玲）3月 8日至 10日，2019苏州
国际旅游展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举行，丹阳旅游最有影响力的眼
镜城景区隆重亮相此次展会，打
响了新春旅游推介第一炮。

本届苏州国际旅游展以“品
质文旅，多维体验”为主题，吸引
了国内外近千家参展商参展，尽
揽来自全球各地的旅游新资讯和
创意新体验，为前来观展的市民

提供“一站式旅游盛会”。
为进一步巩固和拓展旅游市

场，丹阳眼镜城借力此次展会，充
分挖掘自身旅游资源和特色，通
过召开推介会、发放宣传资料、播
放宣传视频、免费验光与清洗镜
片、丹阳眼镜展示展销等方式，吸
引了大批当地市民与游客体验，
很多旅游业内人士也主动前来接
洽。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李溶）随着气温的不断回升，开发
区晓墟河嘉荟新村段河道内漂浮
着不少浮萍、杂草以及枯萎的水
花生，不仅影响了河道景观还严
重破坏了河道水质。为改善河道
生态环境，开发区园林处积极采
取措施，认真组织开展了清理工
作。

3月7日，开发区园林处组织
了6名园林工人以及一辆运输车
对河道浮萍、杂草以及枯萎的水

花生进行了清理。在河道清理现
场,园林工人们先用竹竿将河面
中央的浮萍、水花生等“驱赶”到
岸边,然后再用手中的网兜打捞
水面上的浮萍、水花生，并将打捞
上来的水花生、浮萍等全部装进
车辆运送走。

通过一天的清理，河道的浮
萍、杂草以及枯萎的水花生得到
了有效控制。下一步，园林处将
继续对其他河道段进行清理，保
证辖区河道的干净整洁。

为提升大泊集镇道路亮化及节能效果，3月10日起，开发区城管局路灯广告所组织人员对大泊集镇
的路灯亮化进行了集体改造，用150W及120W的LED光源分别替换了快车道及慢车道的传统钠灯，并
对路灯进行了调试、校正、加固等工序，目前改造工程已全部完成，共计替换了44盏路灯以及86个灯
头。通过此次改造，提升了大泊集镇路灯照明效果，有效消除了夜晚人、车通行的安全隐患。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李溶 摄）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
讯员 李溶）春风吐绿、草木
初萌。3 月 11 日下午，开发
区城管局组织局各科室、执
法大队、园林处、环卫处 80
余人在开发区迎春路、齐梁
路以东路段开展义务植树活
动。

在义务植树活动的现
场，开发区城管局的干部及
工作人员热情高涨，发扬不
怕苦、不怕累精神，挥镐舞
锄、热火朝天，明确分工、密
切配合，有条不紊做好挖土、
填坑和培苗，为开发区的道
路增添了新绿。共种植了二
乔玉兰、垂丝海棠、红叶石楠
树、海桐球、紫荆花 400 余
棵。

路灯广告所亮化大泊集镇

开发区城管局开展植树造林

开发区女子防身术开讲

眼镜城走进苏州
打响新春旅游推介第一炮

园林处清理河道杂草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纪）记者从开发区纪工委
获悉，下一阶段，纪工委将全面
贯彻开发区党员干部冬训班暨
作风效能建设大会精神，立足
纪检监察本职，强化监督执纪
问责。

据悉，今年开发区纪工委
将深入践行“四种形态”，厘清

“两个责任”，准确把握纪律尺
度，科学运用批评教育、谈话提
醒、诫勉谈话、党纪处理等多种
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纪检监
察作用，为开发区的砥砺前行
保驾护航。紧盯“三资管理”等
重点领域问题，对贪污侵占、虚
报冒领、截留挪用、挥霍浪费、
吃拿卡要、优亲厚友等突出问

题严肃查处；紧盯作风松散问
题，严查干部作风松散、迟到早
退、无故脱岗等问题，严肃工作
纪律；紧盯为政不为问题，对存
在对来办事的企业和群众缺少
热情以及态度生、冷、硬、顶问
题的部门和相关工作人员进行
问责。

纪工委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李溶 摄

丹阳眼镜受到了苏州市民的欢迎。 记者 丽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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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玉 丽
娜 通讯员 开轩 罗玲）3 月 5
日上午，开发区组织开展学雷
锋志愿者服务活动。由开发
区团工委、宣传办、妇联、人武
组织的近百名志愿者来到开
发区敬老院，看望敬老院的老
人们。

一早，志愿者们就拎着志
愿服务的工具进行了集合。
借鉴了去年的经验，在包馄饨
环节中，志愿者们提前准备好
了剁好的肉馅，并现场在敬老
院餐厅进行择菜、洗菜、剁菜
等工序，大家有序分工，忙而
不乱，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有的志愿者忙着拖地、擦窗
户，给老人们营造更整洁的环
境，有的志愿者帮助老人们义
务理发，来自眼镜城的志愿者
为老人们免费检测配镜，以实
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

为弘扬雷锋的志愿服务
精神，当天，开发区各村、社区
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志愿
活动，并利用移动显示屏、户

外广告栏、楼宇电视、墙体广
告、展板、道旗等形式，全方位
宣传学习雷锋和志愿服务，着
力营造学习雷锋和志愿服务
的浓厚氛围。

眼镜城的志愿者放弃休
息时间，早早来到市民广场，
将验光设备、清洗仪、老花镜
等放在搭好的展台上，义务为
市民服务。来往市民对眼镜
城的志愿服务非常感兴趣，不
到半小时，便有数十位市民进
行了免费验光。为给市民提
供便利，眼镜城市场管理办还
现场向有需求的老人免费赠
送老花镜 100 多副，受到市民
一片赞誉。

河阳村委会联合河阳学
校举行了学雷锋活动。活动
中，同学们充分发扬不怕脏不
怕累的志愿者精神，认真细致
地捡拾垃圾、拔除杂草，为美
化村庄环境贡献自己的力
量。随后，部分学生在学校与
村委会负责人的带领下，来到
困难老人家义务打扫卫生，并

送上慰问品，为老人送去真情
的温暖和关爱。

镇南村和石潭村在辖区
范围内开展了义务捡垃圾活
动。活动中，志愿者们手拿垃
圾袋，认真拾捡道路旁的塑
料、落叶等垃圾。

在锦湖社区，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成员和练湖中小
学的志愿者们一起走进缇香
花园小区绿地，开展了以清理
绿地漂浮物为主的“学习雷锋
精神，共建文明社区”活动。
虽然整个活动还下着小雨，但
是志愿者们任劳任怨，乐在其
中，他们两三个一组，用手捡
拾塑料袋子、瓜子壳、矿泉水
瓶、一次性餐具等垃圾。

双庙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组织开展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志愿者们在迎春小区
门口，现场为居民免费测量血
压血糖，提供政策咨询等服
务，吸引了众多辖区居民参
与。

高楼社区协同消防中队

开展了一次以环境整治为内
容的公益志愿活动。社区志
愿者和消防官兵们不畏早春
寒冷，全身心投入到“公共环
境卫生清理”活动之中。大家
充分发挥“不怕苦、不怕累、
不怕脏”的优良传统，对道路
两侧绿化带、树穴、人行道等
处白色垃圾、烟头、杂物进行
了彻底清理，过往市民对这种
活动赞叹不已。

永安社区组织工作人员
开展“学雷锋清洁环境卫生志
愿者服务”卫生清扫活动。当
天，社区工作人员准时到陈家
广场集合，在领取到劳动工具
后，大家迅速投入到清洁卫生
服务工作中，清扫健身器材场
地上的落叶、捡白色垃圾，对
待每一项工作大家都细致负
责、井然有序，尽可能做到最
好。

弘扬雷锋精神
开发区志愿者与爱同行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轩）鲜花赠美女，温馨抒
情怀。在第 109 个“三八”国际
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为进一
步丰富女性的文化生活，开发
区总工会、开发区妇联联合举
办插花技能培训活动，特别邀
请了高级花艺培训师给大家讲
授插花知识，从花材、容器、养
护、色彩搭配等方面，详细介绍
了插花的艺术造型要素和技巧
手法，并在现场做了生动的演
示。活动现场花香四溢，充满
着春天的气息，大家兴趣盎然，
边看边学，享受着亲自创作的
乐趣和插花艺术带来的快乐。

同时，开发区各村、社区举

办了丰富多彩的庆“三八”主
题活动。

锦湖社区举办了“情暖社
区、花样生活”主题插花活动。
活动现场，在花艺师的指导下，
大家将修剪好的花朵置入花
篮，经过精心设计和巧手装扮
后，一件件精美的作品诞生了。

庆祝妇女节文艺汇演在车
站社区热闹举行。演出节目形
式多样，涉及独唱、广场舞、太
极拳、腰鼓气功表演等，为大家
献上了一道丰盛的视觉盛宴，
受到在场居民的一致好评。

在练湖新城，社区妇女代
表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三八”
妇女节。在社区书记的主持
下，大家畅所欲言，尽情地表达
对事业、家庭、生活的认识和感
想，并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会
继续学习，努力成为女性自尊、
自信、自立、自强的表率。

嘉荟新城社区举办了庆三
八广场舞联谊活动。活动现
场，参加活动的妇女代表个个
精神饱满，在动感音乐的伴奏
下，用欢快的舞姿跳出了幸福
与快乐，赢得了现场市民的阵
阵掌声。

石潭村组织村女性干部和
村家庭妇女来到镇江圌山开展
爬山活动，以健康、环保的方式
度过了一个愉快而难忘的节
日。

联观村委会组织各村民小
组妇女代表欢聚一堂，向参会
代表送上了节日的问候，并将
2018年的村中心工作和妇联工
作作汇报，鼓励妇女代表顶起
农村家庭的半边天，发挥协调、
促进的积极作用。活动中，各
村民小组妇女代表畅所欲言，
既对 2018 年工作予以了肯定，
又提出了对 2019年工作的殷切

期望。
为了活跃社区文化氛围，

积极引导社区女同胞不断增
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文化内
涵、健康心理、独立意识等综
合素质，大泊社区召开以“提
升品位，缔造优雅，透出知性，
活得幸福”为主题的讨论会。
会上，社区妇女主任强调女性
同胞在社会工作中担当的作
用，就如何提升女同胞的修养
和内涵做讨论。

阳春三月，春风送暖。史
巷社区组织辖区内妇女同胞在
社区活动室举办了一场庆“三
八”DIY 多肉盆栽种植创意活
动。一朵朵鲜嫩饱满的多肉植
物、一个个精致的粗陶花盆，大
家从严肃繁忙的工作中短暂抽
离出来，瞬间变身巧手花匠，尽
情释放自己的想象力，打造各
具特色的“纯手工盆景”。无论

是挑选喜爱的花盆，还是握着
小铲填土，亦或配景调色，每个
人都乐在其中。短短一小时，
女同胞们的巧手慧心便随着诸
多精彩作品一一呈现。

毛家社区党委联合毛家社
区工会、妇联、计生协会在辖区
开展了以“走基层·送温暖”为
主题的“三八妇女节”系列活
动。社区妇女委员、巾帼志愿
者、党员志愿者来到大泊集镇
路段，对正在路面执勤的女性
环卫工人进行爱心慰问，向 10
多名女环卫工人送上了康乃
馨、毛巾、水杯等慰问品。

多彩活动庆三八 巾帼竞芳神飞扬

眼镜城开展志愿服务。记者 丽娜 摄

双庙社区为居民义诊。 记者 蒋玉 摄

河阳村慰问孤寡老人。 记者 蒋玉 摄 高楼社区进行环境整治。 记者 蒋玉 摄 眼镜城为老人验光。 记者 丽娜 摄 开发区志愿者走进敬老院包馄饨开发区志愿者走进敬老院包馄饨。。 记者记者 蒋玉蒋玉 摄摄

开发区举办女性插花培训。 记者 蒋玉 摄

史巷社区栽植多肉植物。
记者 蒋玉 摄

车站社区文艺汇演。 记者 蒋玉 摄

锦湖社区教授插花
技艺。 记者 蒋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