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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李 溶） 为 规 范 取 土 场
（坑） 管理，严厉打击擅自利
用取土场（坑）非法开挖、填
埋、倾倒和堆放各类垃圾、渣
土等违法行为，开发区日前开
展了取土场（坑）开挖、填埋
等专项整治，并将持续至11月
底。

据悉，此次专项整治的内
容包括对 2015年以来区域范围
内各类取土场（坑）开挖、填
埋、倾倒、堆放及复垦地块进
行专项排查，并就实地排查结

果形成书面材料，作为专项整
治按规定处置的重要依据；对
区域范围内目前仍在开挖、填
埋、倾倒、堆放及复垦的地块
已责令停止其行为，日前，已
对 位 于 晓 星 村 3 处 填 埋 场
（坑）、原练湖八队魏家村 1处
取土点、永安社区彭隍庵东侧
1处填埋坑等停止取土和填埋。

根据有关要求，开发区各
村 （社区）、单位不得擅自将
闲置水塘、废地、复垦地块等
租赁给施工单位作为开挖、填
埋、倾倒、堆放及复垦场所

（地）。如涉及取土开挖、填埋
或临时堆放及复垦的，须由所
在村（社区）或单位提出书面
申请，由开发区城管局牵头，
经国土、建设、环保、农工局
等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勘查，会
签并报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审
批，实行有偿使用。开发区城
管局将与相关职能部门联动，
加强对辖区内非法开挖、填
埋、倾倒、堆放等违法行为的
查处，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
效。

坚决守住一方青山绿水
擅自利用取土场（坑）非法开挖、填埋、倾倒和堆放各类垃圾、渣土等违法行为被叫停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徐菡烨）为增强学生铁路安
全意识，日前，开发区政法中心、
上海铁路公安局丹阳站派出所
联合为市实验学校的师生送上
了一堂精彩的铁路护路安全知
识课。

铁路派出所民警用生动有
趣的图片、卡通视频和真实案

例，为师生们形象地讲解了《铁
路法》相关知识，使学生们学会

“一停、二看、三通过”的铁路知
识要领，懂得爱护铁路设施，了
解乘坐高铁的注意事项，不做影
响高铁安全行车的行为。

此外，民警还与学生们进行
了现场互动，进一步激发了学生
们爱路护路的热情。

铁路安全知识进学校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蒋杰）日前，晓星村党委组织
晓星村两委班子成员及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者换上雨鞋，带着

工具，对全村老百姓生活用水的
池塘进行水草和漂浮物的清理，
老百姓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
纷纷自发地前来帮忙。

晓星村对池塘进行环境整治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刘勤）日前，善巷社区特邀市
戏剧总团在吾悦广场举办了

“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戏曲文
化”戏曲文艺演出，吸引了
500多名附近居民到场观看。

演出现场，市戏剧团的演员
们带来了精彩纷呈《彩球缘》和
《三凤求凰》戏曲表演，赢得在场
观众的不断掌声，让喜欢戏曲的

社区群众过足了戏剧瘾。
开发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活动的开展贴近生活，接
地气，同时又丰富了基层群众
文化生活。今后各实践站所将
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五
大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
动，以满足社区居民的文化需
求，增强社区居民的生活幸福
感。

善巷举办戏曲文艺演出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蒋秀枫）日前，史巷社区计生
协联合向日葵幼儿园来到了丹
阳市儿童福利院，开展“与爱同

在，情暖初春”慰问活动。
活动当天，史巷计生协的志

愿者们和幼儿园的老师们为福
利院的孩子们送去了蛋糕、牛

奶、玩具以及日常生活用品，还
与福利院的孩子们进行了亲切
的互动交流，孩子们也因他们的
到来而开心兴奋，积极分享自己
的成长故事和生活环境。向日
葵幼儿园的孩子们还为福利院
的孩子们表演节目，让他们感受
到向日葵孩子们的热情。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每个参
与人员在活动中都度过了一段
愉快而难忘的时光，也让福利院
儿童感受到来自社会关爱，使得
他们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为他
们“不凡”的童年平添了一份“暖
色”。

史巷社区党委负责人表示，
希望在此次公益活动结束后，能
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关爱
孤残、遗弃儿童的社会公益事业
中来，用大手牵起这些稚嫩的小
手，用慈爱善良的胸怀温暖他们
幼小的心灵，托起明天的太阳！

史巷开展慰问儿童福利院活动

大泊四村头菜场“梳妆整容”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刘琦）日前，开发区整治办、
市场监督监管部门联合大泊社
区居委会，对四村头菜市场开展
环境整治行动，对该菜场暂时关
停两天，并责令对环境问题抓紧
整改。

四村头菜市场是大泊片区
的一个老菜场，与其他菜市场不

同的是，它上午不营业，只是下
午四点之后才开始营业。当初
设立菜场是为了解决社区老百
姓买菜难的问题，算得上是社区
为解决民生问题，给老百姓办的
一件实事。近年来，随着周边买
菜人数的增加，菜场的规模也在
不断扩大，但是服务于菜场的后
勤服务以及管理工作跟不上菜

场发展速度，导致了四村头菜场
的违规搭建、消防安全措施不完
善、卫生管理差等严重问题

开发区整治办要求，在整治
期间，禁止闲杂人员进入菜场，
全面停止经营活动，拆除菜场违
规搭建，并对菜场进行大扫除，
直到解决好脏乱差问题，并消除
安全隐患后方可恢复营业。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朱晓丽）日前，镇北村开展
312 国道沿线路域环境整治工
作。

据了解，此次行动主要针

对国道沿线乱堆乱放、乱搭乱
建等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道路
沿线无堆积物，无违法搭建设
施，着力将道路沿线打造成亮
丽的风景线。在整治行动中，

该村发放了整治通知书，对沿
线群众进行了广泛宣传，同时
积极清理道路沿线堆积物及违
法搭建设施，恢复道路整洁环
境。

镇北开展国道沿线环境整治

眼镜商户
接受知识产权保护培训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罗玲） 4月 24日下午，由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
局、开发区管委会、眼镜城市
场管理办、中国镇江丹阳（眼
镜）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联
合举办的“丹阳眼镜专利知识
产权保护”专题培训班在丹阳
国际眼镜城五楼会议室召开。
眼镜城商户代表近 60余人参加
了培训。

此次培训会分别邀请了南
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徐峰、
江苏纵联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知识产权部主任王佩佩主讲。
会上，徐峰副庭长围绕眼镜行
业的知识产权风险与防范这一
主题，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从
专利领域、商标领域等四大方
面对维权风险进行梳理分析，
讨论风险的成因及防控策略；
王佩佩律师从知识产权侵权案

件的应对策略方面，详细讲解
了商标侵权抗辩、专利侵权抗
辩、著作权侵权抗辩、不正当
竞争行为抗辩以及如何减少赔
偿数额。

通过此次培训，参会人员
对如何有效预防和规避眼镜专
利侵权、维权等问题有了更加
深入的理解，眼镜商户的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也得到进一步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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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鹏翔 通
讯员 开轩） 23日是世界读书
日，为广泛传播家庭教育知
识，提升家长家庭教育水平，
帮助孩子们健康成长，当天下
午，开发区妇联联合练湖幼儿
园共同举办了主题为“阅读，
让孩子走得更远”的讲座，共
有200余名家长到场听课。

讲座现场，中华家庭教育
培训师、国家级心理咨询师、
家庭教育研究会讲师、橡树林
心理工作室主任王念瑛，深入
浅出地讲解了阅读的好处、原
则、技巧以及亲子阅读的注意
事项，以及培养阅读习惯的重
要性，以此激励和引导广大家
长与孩子们一同多读书、读好

书，培养良好的阅读兴趣和阅
读习惯。

一个多小时的讲座充实且
精彩，赢得了家长们阵阵热烈
的掌声。大家表示，接收到了
关于育儿的新知识，今后也会
积极在家庭教育中寻求适合孩
子成长的亲子阅读方法。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轩）近日，开发区各村、社
区围绕“书香飘万家一一相伴
同悦读 共抒家国情”主题，组
织开展家庭亲子阅读活动，促
进父母与孩子共同学习、一同
成长。

在各村、社区，孩子和家
长们一起参与了“亲子阅读”
活动，家长和孩子在社区农家
书屋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进行
阅读和讨论，共享阅读心得，
活动现场气氛轻松快乐。

各村、社区组织开展家
庭亲子阅读活动

亲子阅读 书香四溢
“阅读，让孩子走得更远”

开发区妇联举办家庭教育专题讲座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张金科）为贯彻落实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切
实践行丹阳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文化志愿服务，近日，丹阳日报
小记者志愿服务队来到晓墟社
区，为晓墟社区的一百多名党
员、妇女儿童、文明户代表开展
了一场以“文明实践，书香晓墟”
为主题的阅读分享活动。

活动中，主持的志愿者以
“全民阅读，书香丹阳”展开铺
垫，概述了阅读的意义。党员代
表社区宣传队长王菊花就通过

“学习强国”APP学习党的知识，
了解党的时政新闻也聊了聊身
为党员有哪些权力和义务。

据悉，晓墟社区每年都会给
社区考上大学的大学生发奖学
金。在 2018年被北京大学录取
的史佳的家长在此次活动中谈
及了对史佳的教育时说：“自从
孩子上了初中起，每天都会陪伴
孩子坚持阅读一个小时的书籍，
自己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也让孩
子从小养成一个阅读的好习
惯”。

社区干部戎南楼也在活动
中说：“社区开放了免费的阅读
室，各类书籍约有一千多本，现
在我们社区参与的群众还不是
太多，欢迎居民免费借阅。”还没
等话说完，活动中的儿童代表，
在实验小学上一年级的王煊小

朋友就站起来说道：“昨晚我还
和奶奶一起去了呢！”引得参与
群众一阵大笑。

在活动中，参与的志愿者和
几位群众代表一起为大家朗诵
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活动最后，丹阳日报小记者
志愿服务队还为参与阅读分享
会的群众发放了日常用的餐巾
纸等小礼品。

晓墟村负责人表示，丹阳日
报志愿服务队组织的活动很好，
有利于广大居民养成阅读习惯，
提高文明素养，带动社区文明创
建工作。他希望丹阳日报志愿
服务队多到社区举办类似活动，
让文明新风在社区劲刮起来。

丹阳日报小记者
志愿服务队走进晓墟

开发区推进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员
李溶）4月24日上午，开发区生活
垃圾分类办工作人员走进练湖新

城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宣传。这是
该区推进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
的一个剪影。

据了解，根据市、区城市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方案要求，去年开
发区在第一批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的东方嘉园、金凤凰2个示范居住
小区和 66个试行生活垃圾分类
的居住小区，把各类设施投放到
位并运行。目前，第二批所涉及
到的 30个生活垃圾分类居住小
区，正在按要求继续推进和落实。

在当天的宣传活动中，垃圾
分类宣传志愿者通过悬挂横幅、
粘贴宣传、发放宣传册等形式向
居民们讲解垃圾分类的好处，让
居民了解垃圾分类常识、思考如
何通过实际行动实践垃圾分类，
带动居民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行
动中来。同时，志愿者们还向居
民发放了环保购物袋。通过此
次宣传，社区居民了解到了垃圾
分类的重要性，提高了爱护环境
卫生的意识。

综合整治私搭乱建现象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李溶）连日来，开发区城管局
对照全国卫生城市复查的要求，
对私搭乱建进行再摸底、再排
查、再拆除。

位于大泊路的临时疏导点
由于流动摊位集中，私搭乱建现
象严重，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
患，为打造整洁有序的市容市
貌，开发区城管局立即采取行动
进行整治。在拆除前期，开发区
城管局制定了详细拆除方案，细
化工作责任，执法人员深入了解
经营户信息情况，并发放了自行
拆除通知书，告知其私搭乱建的

危害性和将其拆除的必要性。
经营户接到整改通知书，基本上
理解与支持整改行动，4 月 17
日，在城管部门和所在社区的帮
助下，已按要求自觉拆除。直至
夜间 10点，共拆除私搭乱建彩
钢瓦棚 23 户，合计 400 余平方
米。截至目前，私搭乱建建筑已
拆除完毕，开发区城管局后续将
对此区域进行进一步清理。

下一步，开发区城管局将继
续加大拆违控违专项整治力度，
建立定期巡查机制，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制止，把违法违建
现象控制在萌芽状态。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李溶）为进一步提高市政管
理维修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使
他们能够了解掌握现场所涉及
到的一些安全因素，从而预防事
故和保护自身安全，4月 19日，
开发区城管局组织开展了安全
教育培训活动。

本次培训主要针对当前市
政工程施工情况下所存在的安
全隐患，注意事项，并结合实际

案例，从施工安全事故发生的原
因，事故处理、责任分析及经验
教训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明
确了施工的基本安全程序，以及
发生危险后的紧急处理办法。

通过此次安全教育培训，强
化了市政工程作业人员的在施
工过程中的自我保护意识，使他
们能够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和劳动纪律，也有利于创造良好
的施工环境与秩序。

开发区开展市政工程安全教育培训

图1、嘉荟新城社区组织亲子阅读
活动 记者 蒋玉 摄

图2、永安社区家长与孩子开展读
书1.5小时活动 记者 鹏翔 摄

图3、开发区妇联邀请专家讲解亲
子阅读 记者 鹏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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