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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0日早晨，今年第 9号
台风“利奇马”开始影响我市，
台风的到来，给我市带来了较强
降雨。丹阳市气象台8月10日08
时 07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受台风“利奇马”影响，预计今
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出现 6小时
雨量超50毫米的强降水，局部超
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

为应对台风带来的降雨影
响，全力做好城区防汛排涝工
作，开发区城管局及时组织落实
防御措施，按照《关于成立城管
管理建设分局应急救援组的通
知》和《开发区建成区雨季道路
积水排放分工表》分成了11个应
急工作组，领导干部带队，严密
部署城管局排水抗险工作任务。
做到“思想重视到位、宣传到
位、履职到位、防范措施到位、
信息传递到位、应急处置到位”
的具体要求。

为最大程度降低台风造成的
影响，从 8月 9日起，开发区城
管局就执行活动应急预案，11个
应急小组针对道路积水、广告牌

倒伏等突发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清理并开放所有雨水口，对所有
存在安全隐患的横幅和广告牌提
前进行拆除，并24小时监测道路
积水问题，园林处成立督查巡查
组，及时清理倒伏的树木和断
枝，防止阻碍交通道路，做到发
现险情，立即汇报，及时处理；
8月 10日下午一点，城管局又紧
急召开了今年第 9号台风“利奇
马”夜间防御工作会议，针对此
次台风和积水情况进行了细致、
全面、针对性的夜间防汛工作部
署。

10日夜间，台风来临之前，
“利奇马”携暴雨侵袭，11个应
急工作小组依旧全部坚守岗位，
严格监控道路、社会通道等交通
要道的积水问题，对九曲路、凤
凰路、丹桂路等积水严重区域调
用移动泵车进行排水，并设立指
示牌，要求车辆绕行，防止危险
发生。同时，路灯广告所对辖区
内所有亮化进行全面巡查，发现
问题，立即维修，保证台风夜间
的道路亮化效果。

开发区城管人：
顶风冒雨激战“利奇马”
本报记者 蒋玉 通讯员 李溶 文/摄

本报讯 （记者 鹏翔 实习
生 姚恒威 通讯员 彭秋忠）为
积极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8 日
晚，由高楼社区党委组织的第
三届“鑫宏杯”篮球邀请赛火
热开场。

伴随着裁判员一声清脆的
哨响，参赛选手齐心协力，配
合默契，积极投入，全力以
赴。双方队员你争我夺，抢
球、进攻、投篮一气呵成。他
们时而转身跳投，时而三分远
投，身形矫健，动作挥洒自
如。裁判员严肃认真，公正裁

决，保障了比赛的公证性、连
续性和观赏性。队员们不畏强
手、敢打敢拼，赛出了水平、
赛出了风格，充分展现了“友
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
神。场外的社区居民们看得热
情高涨，欢呼声、呐喊声此起
彼伏，响彻整个球场。高楼社
区领导更是亲临赛场，为参赛
选手加油助威。

据悉，除了高楼社区外，
嘉芸社区、路巷社区、史巷社
区都参加了此次邀请赛，比赛
持续 4天，最终高楼社区球队
获得了冠军。

高楼举办第三届
“鑫宏杯”篮球邀请赛

打好水稻病虫防治总体战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尹琼玲）目前，水稻已进入拔节孕
穗期，抗逆性相对较差，是多种病
虫集中危害的关键时期，特别是
近段时间纹枯病已进入发病盛
期，稻纵卷叶螟迁入量也较大。
近日，开发区农工局就此作出部
署，要求加强对水稻中后期病虫
害的防治，切实打好以纹枯病、稻
纵卷叶螟为重点的水稻病虫防治
总体战，确保水稻功能叶不受危
害，为保障水稻稳产打好基础。

据该局植保专家介绍，今年
纹枯病见病期与去年相仿，病情
高于去年同期，局部群体大的直

播稻田病斑已上升至上部叶片。
随着穗肥的使用和田间郁蔽度的
增加，田间小气候将越来越有利
于纹枯病的发生，8月中旬将进入
纹枯病的快速上升期，预计今年
水稻纹枯病仍将达中等至偏重发
生程度。与此同时，五（3）代稻纵
卷叶螟也为偏重发生，局部大发
生，若不加强防治，将会对功能叶
造成明显危害；预计 8月中旬初
期，螟虫也将进入卵孵至低龄幼
虫高峰。

为此，开发区农工局提醒广
大农户，本月中旬要对所有水稻
田开展第二次病虫防治总体战，

主治纹枯病、稻纵卷叶螟，兼治
稻飞虱、螟虫等其它病虫，对早
栽早破口的田块兼顾破口前的稻
曲病防治。为确保防治效果，农
户在喷雾时应做到先上水后用
药，药后保持 3~5 天左右的水
层；用药后，若在 6 小时内遇
雨，要及时进行补治；推广使用
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严禁使用
高毒农药及其复配剂，严禁使用
未在水稻上取得登记的农药。此
外，尤其要避开高温时段用药，
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田
间喷雾，并控制作业时间，以防
高温农药中毒。

眼镜城闲置商铺成功招租
本报讯 （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罗玲）日前，丹阳国际眼镜
际城 1F－A8034、4F-A8115 两
间闲置商铺，经过 7 名报名者
的激烈角逐，最终被 2 人成功
竞租，成交价分别为 118541

元、24841元。
此次招租活动自七月底开

始，通过广播、公示栏、官
网、微信公众号、眼镜商户群
等平台发布招租公告以来，得
到了市场内外多名有意租赁者

的关注。竞租现场，在开发区
纪工委的全程监督下，招租商
铺全部采用公开比价方式进
行，价高者获租，确保了此次
招租的公开、公平、公正。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李红彬）日前，开发区积极
响应市委市政府 2019年度“爱
心至尚、善行丹阳”的慈善捐

赠号召，本着“倡导奉献、坚
持自愿、力所能及”的慈善精
神，在管委会全体人员中发起
了慈善“一日捐”活动。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计捐
款 397 人次，捐款总金额达
53520元。

开发区完成慈善“一日捐”

园林工人对倒伏树木进行加固

打开排水口打开排水口，，保证排水畅通保证排水畅通

清理倒伏树木清理倒伏树木

赛场上，队员们生龙活虎，全力拼抢。记者 鹏翔 摄

高温高温““炙烤炙烤””劳动者劳动者
爱心汇聚爱心汇聚““送清凉送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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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鹏翔 通
讯员 罗玲）炎炎夏日，骄阳
似火，在高温下辛劳工作的

“城市美容师”牵动人心。日
前，丹阳眼镜城组织爱心商户
向开发区环卫工人捐赠 500
箱、12000瓶矿泉水，把爱心
送给这些高温下的坚守者。

据悉，此次送水活动是丹
阳眼镜城开展的系列志愿服务
活动之一，在给敬老院老人、交
巡警、特殊儿童等送去温暖和
关爱等活动中，眼镜城带领爱
心商户踊跃参与，体现了作为
全国文明市场的责任和担当，
进一步弘扬了志愿者精神。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开轩）日前，开发区党工委
委员、组织人事局局长赵明富
及开发区工会负责人等，一起
带上防暑降温用品，赴奇一科
技公司、开发区消防中队，开发
区城管局，对高温下作业的企
业工人、消防官兵和城管人员
进行慰问。

在奇一科技公司，赵明富
深入企业车间，与镇江市“工人
先锋号”班组进行交谈，详细询

问他们的高温作业情况，同时
了解了企业防暑降温措施落实
情况。赵明富叮嘱企业职工要
注意身体，做好高温下的自我
防护，并要求企业进一步自查
自纠，细化防暑降温措施，确保
安全生产无事故。

在开发区消防中队，赵明富
感谢消防官兵为开发区安全生
产起到的保驾护航作用，并希望
消防官兵在高温下作业时，要注
意防暑降温，保障自身安全。同

时，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开发
区的安全生产工作，为构建和谐
平安开发区多作贡献。

赵明富一行还慰问了开发
区城管局一线工人，感谢大家
为维护开发区整洁的环境所作
的奉献，并叮嘱大家在高温下
作业保重身体，做好防暑降温
工作。

据悉，进入高温天气以来，
开发区总工会已经慰问在高温
下作业的一线职工1200余人。

开发区总工会组织高温慰问活动 万瓶矿泉水
送给环卫工人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轩）建设美丽丹阳，首先
要有碧水蓝天。记者昨日从开
发区环保所获悉，开展蓝天保
卫战专项行动以来，开发区把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加强对环保工作的
督查推进，不断满足群众加快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强烈期盼。

今年以来，开发区党工委
高度重视，组织严密，充分认
识到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打
赢蓝天保卫战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严格落实环保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制度，层层分解目标
任务，全面压实责任；明确各
责任部门的职责，各项工作落
实到专人负责，建立联席会议
制度，重难点环保工作列入议
事工委会专题研究，确保各项
工作的落实。

打赢蓝天保卫战，科学施
策、标本兼治、铁腕治理是决
胜之本。为此，开发区全力推
进大气环保项目的实施，督促
推进龙江钢铁投资2.7亿元，完
成了超低排放改造工作；全力
推进、多方协调推进兴联热电
超低排放改造；对列入VOC治

理的 7 家企业推进治理工作，
目前已经完成5家，还有2家正
在实施中，预计 9 月底全面完
成；对 18家生物质锅炉进行专
项整治，目前已经完成 4 家，
其他正按照序时进度要求全面
推进；对 29家钻头工具企业进
行专项整治，目前已完成 26
家，还有 3 家正在实施中，预
计8月底全面完成。

重点抓好扬尘管控工作，
围绕施工工地扬尘管控，督促
建筑工地按照“五达标一公
示”和“六个百分百”的要求
抓好落实，强调湿法作业；对
整治河道现场强化管控，对裸
露场地进行全面覆盖，对零星
绿化场及时做好复绿工作，部
分裸露场地防尘网覆盖到位，
及时清扫洒水施工工地道路。
围绕道路扬尘管控工作，重点
做好位于东方花园的老环保所
的自动站四周道路的管控工
作。加大对华昌路、齐梁路、
东方花园北侧道路的冲洗、清
扫频次；加大对汇金天地建筑
工地渣土运输车辆的管控力
度，督促企业做好运输过程中
的覆盖，及时做好垃圾清运工
作，有效杜绝焚烧垃圾现象发

生。同时，加强对辖区内港口
码头的堆场全面覆盖工作，码
头作业实行湿法作业，并重点
对柯诺木业的码头堆场进行了
专项整治。

此外，在 2018年度完成第
一轮整治的基础上，开发区进
一步强化了餐饮油烟和维修行
业的专项检查。对所有已经安
装油烟净化装置的餐饮企业回
头看，对新增的餐饮企业必须
安装烟净化装置；对维修行业
的企业，重点检查喷涂工段的
挥发性有机物吸收处理装置是
否安装到位、是否正常运转。
目前，全区范围内无露天烧烤
摊位，汽车维修行业整治基本
到位。

今年是蓝天保卫战的关键
之年。下阶段，开发区将把信
访矛盾第一时间化解在基层，
下大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项目
的实施，力争 10月底前全面完
成各项整治任务，同时加大重
点区域和重点企业的监管力
度，加大部门联动，各司其
职，联防共治，全面打赢蓝天
保卫战，还老百姓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

为百姓守住蓝天白云

开发区扎实开展蓝天保卫战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徐涵烨）日前，开发区组织开
展网格员培训，进一步加强网格
员对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的认
识，提高全区网格化管理、实体
化建设、实战化水平。该区综治
办工作人员、各村（社区）网格
长、网格员100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中，省网格化项目组工
程师骆庆进行授课，深入讲解

“全要素网格通”平台手机APP

安装操作应用、平台具体操作流
程等，让网格员更加直观地了解
信息采集所需要注意的问题。
各村（社区）网格员就网格化工
作中遇到的问题、存在的疑惑和
得出的经验进行了交流。

通过此次培训，该区网格员
扩宽了业务知识面，提高了排查
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同时，大家进一步理清了工
作思路，明确了工作方向，为顺

利开展下一阶段的网格化服务
管理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又讯 近日，开发区综治办
在锦湖社区、科创园分别召开网
格员工作部署会，各村（社区）有
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大
家对网格化服务管理日常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
使得网格员提高了对网格化服
务管理工作的认识，提升了网格
员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效率。

开发区着力提升网格化管理服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李溶）近日，开发区园林处组
织了 80余名园林工人对华甸社
区原周家村裸土地块进行了绿
化改造。

据了解，华甸社区原周家村
因房屋拆迁，导致大约 10000平
方米土地裸露，与九曲河风光带
形成明显反差，影响了开发区市
容市貌。为改善绿化生态环境，

开发区园林处对该地块进行了
绿化改造。目前，该地块草坪已
铺设结束，等高温过后再栽植绿
化树木。为保证高温天气草坪
存活率，园林处对草坪进行了浇
水养护。此次绿化改造有效地
改善了城中村的环境，防止裸土
扬尘，减少了因裸致脏的问题，
使华甸居民周边的生活环境得
到了改善。

园林处对原周家村裸土地块绿化改造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李溶） 为提升城市文明形
象，营造洁净的生活环境，迎
接卫生城市复检工作，8月 13
日起，开发区环卫处组织 17名
环卫工人对建成区所有路段隔
离护栏按批次进行清洗。

在马路中央清洗护栏看似
简单，其实安全系数低、工作
强度大，为此开发区环卫处认
真对待，精心组织，严格按照

程序进行冲洗、擦拭、清理。
环卫工人头顶烈日，伸长手臂
仔细地擦洗着道路中央的护
栏，不放过每一个“死角”，
护栏擦过之处褪去灰尘污垢，
焕然一新。

据悉，截至目前，已完成
了眼镜城社会通道和行政大道
段的冲洗。下一步，将对金陵
西路、北苑路等开发区其他路
段隔离护栏继续进行清洗。

开发区清洗马路隔离护栏

向园林工人发放防暑降温用品。记者 鹏翔 摄

商户送来的矿泉水让环卫工人乐开怀。记者 鹏翔 摄

园林工人冒高温铺设地坪。记者 鹏翔 摄

环卫工人认真清洗护栏。记者 鹏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