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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李溶）根据河长责任制管理
工作要求，日前，开发区组织区
域内河道长进行集中巡视，针对
巡视中发现的溢洪河（丹桂路桥
以南段）、老九曲河（荆林村段）
等部分河段存在乱倾倒生活垃
圾、废弃物垃圾等问题进行了逐
一记录拍照，并按河长制职责派
发了限期整改交办单，要求及时

整改涉及到的村、社区区域范围
内河道环境问题。

截至目前，相关村、社区已
按要求整改落实到位，清理各类
垃圾30余吨。同时，水利、城管
等相关职能部门制定了与村、社
区联动巡查和监管制度，旨在进
一步加强长效管理，确保开发区
范围内河道环境整治顺利，雨季
排洪畅通。

集中清理河道两侧环境

清理溢洪河永安段社区河道垃圾清理溢洪河永安段社区河道垃圾。。记者记者 蒋玉蒋玉 通讯员通讯员 李溶李溶 摄摄

城管局维修破损路面
为改善路面通行能力，3月22日起，开发区城管局对齐梁路影响

车辆通行安全较为严重的金陵西路至通港路段路面病害进行紧急抢
修恢复。

据悉，齐梁路段维修面积共计2000余平方米。除此之外，城管
局市政科还对辖区内九曲路、凤凰路、云阳路等破损路面进行了维
修，维修面积约1000余平方米。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李溶 摄）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赵明明）为贯彻落实省财政
厅相关要求，进一步推进乡镇
财政管理法制化、标准化、科
学化与精细化，日前，开发区
财政所组织召开关于乡镇财政
所公务服务标准化建设研讨会。

会上，与会人员认真学习
了相关文件精神，各科室结合
自身实际，就如何将工作任务

目标要求进行细化分解展开热
烈讨论。

会议指出，开发区财政所
作为全省首批试点单位，相关
工作人员要在思想上高度重
视，把文件精神“弄懂吃透”，
同时工作上要仔细求实，先行
先试探索一条公务服务的标准
化新路子，做到职责任务明确
全覆盖。

紧绷安全弦 从严抓整改

开发区检查建筑施工安全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轩 李溶）为传达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响
水“3·21”爆炸事故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
训，3月 26日下午，开发区党
工委委员、曲阿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石文辉带领城管、安监、
环保等部门对部分在建工地开
展安全生产检查。

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南师
大中北学院二期、位于生命科
学产业园的鱼跃医疗、亚光光

学西侧、恒宏包装、汇金天地
二期，重点对施工现场机械设
备、脚手架等危险性部位，工
地扬尘降噪等方面进行全面检
查。检查组要求相关企业和部
门高度重视安全生产管理工
作，加强组织领导，早做研究
部署，采取有力措施，严格责
任落实，狠抓事故防控。深刻
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安全
教育培训措施，特别是新进员
工和调换新岗位的员工要严格
开展“三级”安全教育培训，

重点强调安全生产操作规范，
保证每一位员工培训合格后上
岗；严格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措施，各生产经营单位及时
组织开展一次全面的安全检
查，对重点岗位尤其是存在重
大安全风险的场所、环节、部
位进行系统的检查，确保各类
安全设施完好、可靠；切实加
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结合企
业自身实际情况，严格落实各
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坚决遏
制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财政所积极提升公务服务标准

开发区基层党建创新亮点迭现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开轩 陈瑶）去年以来，开发区
紧紧围绕“抓党建促发展”的思
路，扎实抓好党建各项工作，层
层压实党建责任，有效落实重点
任务，党建创新亮点凸显，取得
明显成效。“过去的一年，开发
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主要从强化第一责任人职
责、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
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等多方面
重点发力，为开发新区发展提供
了坚强组织保证。”据开发区组
织人事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日
前召开的全市组织工作会议上，

开发区捧回了“2018 年度十佳
优秀基层党建‘书记项目’”的荣
誉牌。

以“抓书记、立导向”为关键
点，强化第一责任人职责。去年
以来，开发区带头落实“书记抓、
抓书记”党建工作责任制，推进书
记党建看齐行动，推动书记责任
清单落实、项目落地。带头走村
入户走访调研，带动班子成员和
党员干部查找工作中的突出问
题，解民困民需；开展亮作风、亮
整改、亮制度、亮承诺、亮成效“五
亮”活动，各“一把手”亲自部署党
建工作、亲自抓好重点工作，有效

解决党建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
节。

以“抓规范、严管理”为着力
点，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开展十九大和习近平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进机关、村 （社
区）、企业“三进”活动。依托
开发区大讲台、“五事联动”主
题党日活动，对党员干部进行党
的理论培训，组织到红色基地进
行党性教育；严格把好党员发展
关，新发展党员 69名；完善党
员教育转化中心，探索不合格党
员谈话谈心制度；建立完善机关

干部和村（社区）“两委”班子
成员档案，强化对干部平时考
核，加强对各单位“一把手”队
伍培养选拔和储备。

以“抓重点、补短板”为突
破点，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开发区立足一手抓薄弱、一手抓
示范，把“乡村振兴”作为发展
目标，农民人均收入达 29062
元。针对薄弱基层党组织“班子
软、队伍散、发展慢”问题，强
化挂钩领导和“第一书记”作
用，指导制定整改措施，抓好贫
困村精准脱贫；以“党支部建设
质量提升工程”为抓手，下派

“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 136
名，创成“五星”支部3个，创
成四星支部共 72个；以科技创
业园为载体，积极引进各类人
才，引进省“双创计划”1名、
镇江“金山人才计划”人才 5
名；“党建园”正式开园，构建
了“135N”园区党建工作新模
式；建成建山村红色广场，成功
打造高楼社区和谐“党建品
牌”，创成“十佳”党员教育实
境课和“十佳”书记工作室各一
个，打响眼镜城诚信党建品牌，
较好地发挥了典型引领和示范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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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河两侧河道加快绿化提升

本报讯（记者 束丽娜 通
讯员 罗玲）近日，由江苏丹阳
眼镜市场发展有限公司、阿里
巴巴 1688主办，江苏易润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承办的“源头厂
货 码动中国”暨“3·28”商人节

产地峰会镇江站在丹阳国际眼
镜城隆重召开，眼镜城 100余
名商户参加会议。

据了解，“3·28”大促作为
2019年开春电商首战，受到广
大商友高度关注。本次峰会特

邀阿里巴巴华东大区城市经理
李红阳、阿里巴巴华东大区市
场经理张鹏以及镇江区域诚信
通商友共同参与，听取电商大
咖们分享玩转“3·28”商人节的
实战经验。

眼镜城召开商人节产地峰会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李溶）万物复苏，草长莺飞，
正是苗木移植补植的最佳时
节，连日来，开发区园林处抢抓
春季绿化有利时机，扎实开展
春季绿化补植工作。目前，补
植工作已全部完成。

为完善开发区建成区道路
绿化景观效果，保证春季绿化
补栽工作顺利进行，早在 2月

初，开发区园林处就着手安排
人员对建成区内主要路段及城
市节点的行道树、绿化隔离带
缺株、缺苗及公共绿地空档情
况进行摸底调查，统计所需要
补植苗木的数量和品种，并结
合今年的绿化补植工作计划要
求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

补植期间，园林工人们每
天早上七点就开始工作，清理

受损、枯亡树木并查缺补漏，在
空缺处补植新的树苗。据悉，
此次补植区域涵盖了东方路、
金陵西路、凤凰路、迎春路等
13个主要路段及节点，补植了
红叶石楠、杜鹃、绣线菊、金森
女贞、八角金盘、茶梅等 18种
苗木品种共计7万余株。

园林处补植绿化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眭建芳）日前，毛家社区邀
请市委党校教授王佳好为社
区党员讲党课。此次活动共
有50余名社区党员参加。

现场，王教授围绕《贯彻

十九大精神，开创强富美高新
时代》主题，回顾了中国共产
党的九十八年历程，从如何准
确把握党的十九大主要理论
成果、深入洞察党的十九大提
出新的方略以及开创强富美

高新时代三个方面进行了精
细剖析、讲解，主题鲜明、重点
突出，内容丰富、分析透彻，具
有很强的理论性、针对性和指
导性，使参加学习的党员对十
九大报告精神更加入脑入心。

荆林倡导安全用气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王樱）为提高村民居家安
全意识，增强对安全使用燃气
知识的了解，日前，荆林村开展
燃气安全知识讲座，邀请港华燃

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讲解。
讲座中，工作人员针对居

民日常使用的天然气、燃气灶
具及热水器，以图片讲解的形
式为居民们进行了专业指导，

并告知广大燃气用户使用燃
气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针对
村民在天然气使用中出现的
问题及建议，工作人员也进行
了耐心解答。

防流感健康知识开讲
本报讯 （记者 蒋玉 通

讯员 王洁）为增强社区居民
预防春季流感意识，日前，
嘉荟新城社区组织开展了春
季预防流感知识讲座。

据悉，春季是万物复苏
的时节，但由于昼夜温差

大，各种病菌和微生物加快
繁殖，也是流行疾病高发的
季节，流行性感冒更是“扎
堆”出现。

讲座中，小区二期全民
药房的张医师为居民讲解了
对流行性感冒的正确认识，

纠正对流感的误解，帮助居
民学习预防流感的科学知
识。活动还为社区老人提供
了测血压、面诊等义诊服
务，并对有三高、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的居民提出了
健康生活建议。

张巷关注村民健康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束丽娟）为进一步提高老
年人自我保健意识，倡导科学
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日前，
张巷村邀请胡桥卫生院医生
茅爱霞及卫生保健站医生王
林洪开展“如何预防慢性病”

知识讲座。
讲座从体检的常识讲起，

对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预防保
健、饮食治疗等涉及到老年人
日常生活以及身体健康方面
的内容进行了逐一讲解，向老
年人讲述了常见疾病的防范

与治疗常识，为到场人员上了
一堂通俗易懂又生动精彩的
健康讲座，在全村营造了“关
注健康、享受幸福”的氛围。

讲座结束后，在场老人还
向医生请教了一些健康问
题，并交流了保健心得。

毛家社区上党课

园林处加快绿化进度园林处加快绿化进度。。记者记者 蒋玉蒋玉 通讯员通讯员 李溶李溶 摄摄

本报讯 （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李溶）为改善水质、加固河
道、提升绿化生态效果，去年 9
月中旬起，开发区园林处对三叉
河河道两侧进行绿化提升并加快
工程进度。

据悉，三叉河位于市公安局
旁，原河道由于两侧多为荒废农
田和排水沟，存在各类垃圾，导
致河水污染，河道环境卫生被破
坏。此次改造河道长约 1300m，
其中绿化面积约 1600㎡，园路
建菱砖 1200㎡，休闲平台铺装
600㎡，路牙 500 米，照明系统
线路铺设 2000 米。其中，绿化

种类丰富多样，主要以乔灌木为
主，包含银杏、香泡、高杆女
贞、桂花、茶花、红叶石楠、红
花继木、金森女贞等，并配备常
绿草皮作为地被，使整体景观显
得更加生态化，对河道护坡巩
固、改善生态环境、构建健康稳
定的水生态系统起到了重要作
用。

为加快绿化进度，园林处技
术员及绿化工人 60余人加班加
点，在保证树木的存活率和美观
性的前提下，当天运来的苗木当
天修剪完后便进行栽种，着力提
升市民生活环境品质。

史巷关爱口腔健康史巷关爱口腔健康
为让居民树立正确的口腔健康观念，进一步增强口腔防护意识，

日前，史巷社区携手雅尔美口腔在百花园菜市场门口开展“关爱口腔
健康”全民公益筛查活动。

活动中，医护人员免费为居民做了口腔检查，详细地告知口腔情
况及治疗建议，解答了他们关于口腔方面的健康疑问，并发放了口腔
健康宣传资料，倡导广大居民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做到没病预防、有
病早治。（记者 蒋玉 通讯员 蒋秀枫 摄）

晓星村清理环境卫生晓星村清理环境卫生
日前，晓星村党委对全村环境卫生进行了巡查和清理。
活动当天，村领导班子成员和办公室行政工作人员一早准时来

到办公室集中，带着工具和拖运车辆兵分两路开展清理工作，不少村
民也积极主动地加入清扫队伍中。通过为期一天的巡视和清理，晓
星村的环境形象有了很大提升。（记者 蒋玉 通讯员 蒋杰 摄）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重要批示精神和要求，
切实整治保健品市场乱象，日前，镇南村委会开展保健品市场乱象
专项整治行动，组织村两委干部、志愿者在超市、老年活动中心等场
所开展各种宣传，并对辖区内超市等重点场所摸底排查，重点检查
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严控风险隐患，在辖区内强化舆论
宣传，营造大众参与的良好氛围。（记者 蒋玉 摄）

镇南村整治保健品市场镇南村整治保健品市场

本报讯 （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刘琦）为关爱老年人健康，日
前，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大泊社区
举办老年人养生保健培训班，提
醒老年人在冬春交替之际，一定

要注意保暖。
培训班向老年人传递中医

养生讲究因时而异的方法，即不
同季节时令采用不同的养生手
段，所谓“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大泊老年人学中医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