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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李溶）近日，市民孙先生捧
着一面写有“拾金不昧，品德高
尚”八个大字的锦旗走进了开发
区城管局环卫处，亲手交到了环
卫职工殷连宝的手上。“今天特
意过来感谢殷师傅把我丢失的包
送还回来，省去了我很多麻
烦。”孙先生说道。

记者了解到，9月6日傍晚6
点左右，环卫处清扫三科科长殷
连宝日常巡查道路卫生时，在兰
陵路与崇文路交接处路牙边发现
了一个遗失的公文包，为防止失

主发现后回头寻找时找不到，殷
连宝在遗失原地等待了近半个小
时，发现仍然无人寻找。由于天
色已晚，殷连宝便在同事的见证
下一起打开了公文包，寻找关于
包主人的有关信息，在包内发现
了一张市政府机关食堂的饭卡和
平板电脑等贵重物品，根据饭卡
上标注的姓名，殷连宝随即联系
了市政府办公室并送到了市政府
保安室，由保安联系失主来市政
府门卫室进行确认领取。最终，
该包物归原主。

失主孙先生面对失而复得的

物品十分激动，他表示：“没想
到在大街上丢失的公文包竟原封
不动地回到了我的手中。”为表
感谢，孙先生想对殷连宝进行重
谢，但被殷连宝当面谢绝了。

此后，孙先生专程给殷连宝
送去了锦旗，一再感谢他拾金不
昧的优良品德。“环卫工人真诚
朴实、品德优秀，他们用辛勤的
汗水扮靓城市环境的同时，也用
实际行动向社会传递了一份正能
量。”孙先生如是说。

“环卫人”拾金不昧寻失主
丢包人送锦旗上门表感谢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罗玲）8月30日~9月1日，为
期3天的2019宁波国际旅游展在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丹阳眼
镜城前往参展。

为展现丹阳的旅游风情，此
次展会上举办了以丹阳眼镜城

“配镜游”为主题的丹阳旅游推介
会。推介会通过景区介绍、有奖
竞猜等多种方式，将丹阳眼镜城
等旅游资源推荐给宁波市民，并

盛情邀请宁波市民到丹阳眼镜城
等景区观光旅游，亲身体验丹阳
的文化精粹。

据悉，本届旅展以“文旅融
合”“集聚人气”“惠及民生”“促进
消费”为主题，总规模达到1.8万
平方米，共设展位数800余个，届
时将有 30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
53家旅游机构，以及来自全国13
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城市参
加，参观人数超过10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殷琴）秋日的步伐越来越近
了。近日，开发区车站社区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惠民活动，丰
富辖区居民的生活，提升百姓
幸福感和获得感。

提升消防安全意识

日前，车站社区邀请镇江
市安居防火中心的教官来社区
为居民上了一堂消防安全知识
讲座。社区网格长、党员、居
民等40多人聆听了讲座。

讲座中，教官从“怎样有
效预防火灾”“发生火灾逃生知
识”“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等
方面，为大家详细讲解了日常
安全用火用电常识，通过生动
的讲解和一段段火灾视频、一
幅幅让人心痛的照片，提升了
居民关于火灾预防和消防器材
使用方面的安全防范意识，让
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深刻认识
到了关注消防、珍视生命的重
要性，并努力做到“警钟长
鸣、平安共筑”。

环保讲座进社区

为进一步开展生态文明创
建工作，推进十九大碧水、蓝
天、净土三大战役的落实，市
新生活环境保护与治理宣教中
心联合车站社区开展关于《全
民环保健康、生活垃圾分类，
食品安全》公益宣传普及工作。

活动中，授课老师围绕
“空气、水资源、食品”安全三
大方面，详细讲解了如何认识
和应对三大环保问题及在生活
中的环保常识，向社区群众广
泛宣传了环境保护知识，并对
居民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
解答，整场授课时间为 50 分
钟。今后，车站社区居委会将
针对居民需求，进一步拓展渠
道邀请更多专家、学者到社区
开展更实用的居民服务活动，
切实方便居民群众，提高居民
的幸福感。

加快垃圾分类示范建
设

日前，开发区城管局和垃
圾分类相关负责人开展垃圾分
类工作布置推进会，围绕大桥
东苑小区垃圾清运和环卫工人

职责问题以及党建示范小区建
设标准化进行了商讨，旨在让
该小区成为开发区垃圾分类党
建示范小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据悉，为切实贯彻落实开
发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
案，加快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治理工作，切实提高垃圾分
类精细化管理水平，按照党建
引领、居民自治、居委协调参
与原则，拟建大桥东苑小区为
垃圾分类党建示范小区。

文艺演出精彩纷呈

为不断丰富居民的精神生
活，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提高居民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由车站社区党委、
居委会主办，华阳艺术团协
办、车站二队共同参与的庆祝
建国 70周年文艺演出正式拉开
帷幕。

演出伊始，圆舞曲《共圆
中国梦》 表演者以优美的舞
姿、整齐的动作闪亮登场。随
着表演者跟着舞曲不停地变换
着队形，只见她们脸上洋溢着
灿烂的笑容和对生活的激情，
一点都看不出来是业余的舞蹈
者。紧接着，英姿飒爽的太极
剑表演，令人回味无穷的戏曲
联唱、锡剧、丹剧表演以及符
合时代发展的三句半《扫黑除
恶促和谐》和反映现实情况的
小品《家和万事兴》、优美舞蹈
《车站美、歌唱祖国》 陆续上
演，精彩的演出令现场很多群
众都情不自禁地拿出相机、手
机拍照留念，让老百姓“既富
了口袋、又富了脑袋”。

增强骨质疏松知识

日前，市人民医院、市中
医院、市二院、市练湖医院联
合车站社区举办了骨质疏松健
康知识讲座。讲座由人民医院
骨科主任王树金主讲，向大家
介绍了关于骨质疏松的定义、
危害、防护常识以及误区、预
防措施，并发放了骨质疏松健
康知识手册，帮助大家及早诊
断、早期预防和正确对待骨质
疏松。

讲座指出，市民要尽早树
立骨骼健康意识，做好筛查和
预防。据悉，骨质疏松症是中
老年人最常见的骨骼疾病，疼

痛、驼背、身高降低和骨折是
骨质疏松症的特征性表现，严
重者甚至翻身或咳嗽都会引起
肋骨或椎体骨折，而一旦发生
骨折，将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增加家庭负担。

此次讲座让在座的居民朋
友们受益匪浅，不仅学到了骨
质疏松相关知识，了解了科学
防治骨质疏松的重要性及日常
生活中存在的误区，而且提高
了自我防范意识，起到了很好
的生活启示作用。

加快整改巡视问题

日前，车站社区党委召开
各支部书记暨党务工作者培训
班，进一步将巡视组反馈的问
题清单传达到位。

针对巡视组指出的问题，
车站社区党委将认真履行巡视
整改主体责任，照单全收、立
行立改，真认账、不推诿，真
反思、不敷衍，坚决把讲政治
贯穿整改全过程，坚决做到整
改责任全承担，坚决推进整改
要求全落实，一项一项进行研
究，一条一条制定整改措施，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深入推进。
同时，将把对下属党支部特别
是企业党支部管理进行有效监
督列为工作重点，下属支部书
记要每季度向党委汇报活动记
录和党员出勤记录，党委将对
支部活动记录本进行每季度抽
查。

此外，为进一步有效理清
问题整改清单、优化党支部建
设、扫除党建知识盲区，车站
社区党委副书记张钟还给在座
的各支部书记上了一堂以“如
何做好党支书”为主题的党
课。他从党建党务角度出发，
围绕“党支书与党支部的关系
与重要性”“党支书应当做支部
党建的责任人、支部党员的知
心人、支部成员的引路人”“党
支书应当管好身边的亲戚家
属”“党支书务实工作六个‘微
方法’”四个部分，告诫大家
如何做好基层党支部的书记，
切实发挥党支部书记作用。

下一步，车站社区党委将
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
强化工作举措，一条条督促整
改、一项项对照执行，持之以
恒地推进巡视整改落实，坚决
兑现巡视整改承诺。

车站社区：
多项惠民举措点亮居民生活

眼镜城参加宁波国际旅游展

修复道路“天坑”保出行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李溶）近日，市政科工作人员为保
障城市道路安全，提升开发区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部分塌
陷道路进行围挡抢修。

经工作人员现场勘查，丹桂
路与玉泉路十字路口、麒麟路君
逸酒店旁人行道、幸福三区人行
道、东南新城对面人行道以及丹
桂路近齐梁路路口慢车道由于地
下排水管道破损，经过前段时间

暴雨的侵袭，路面下的土壤遭受
水流冲刷流失，从而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路面塌陷，形成了“天坑”，
给过路人车带来了通行安全隐
患。

为此，市政技术人员进行了
勘查分析并及时拿出解决方案，
将对破损的排水管道进行更换维
修并重新浇筑路面。整个工程预
计9月底全部完成。

银杏路损坏路灯恢复亮化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李溶）为给市民营造明亮、安
全的出行环境，近日，开发区城
管局路灯广告所加大巡查频次，
采用夜间巡查和白天抢修的方
式，对发现的路灯故障地点及故
障原因进行详细记录，组织人员
对照台账进行抢修。

据悉，前段时间巡查中，路
灯广告所工作人员发现银杏路
多盏路灯由于镇流器烧坏而不

亮。银杏路的车流量和人流量
一向较大，路灯出现故障将给市
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为此，6
名路灯维修工作人员使用了一
台登高车进行迅速抢修。此次
需维修的路灯共有 60余盏，保
证中秋假期前恢复亮化。

下一步，该部门将系统分析
高温天气路灯故障多发点并进
行“回头看”检修，确保路灯亮化
效果正常。

老年人乒乓
球赛展风采

在近日的市第十四
届运动会老年人部乒乓
球比赛中，开发区代表
队荣获男子单打、女子
单打和团体总分第一
名。

此外，参赛的 5 名
队员除了获男女单打冠
军，还获得男子第二、第
七名和女子第三名的好
成绩。（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朱祎祎 摄）

记者记者 蒋玉蒋玉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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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慰问送真情 浓浓关怀暖人心
中秋佳节前夕，曲阿街道各实践站纷纷开展慰问活动，关爱一线保洁员、贫困村民、失

独家庭、高龄老人等，让他们感受到浓浓的温情。

日前，普善社区开
展“中秋佳节送温暖 慰
问一线保洁员”活动，为
辖区的8名保洁员送上
了节日的问候及慰问
品，感谢他们一直以来
对社区工作的支持和为
辖区环境整治做出的贡
献，并寄语他们继续巩
固“文明城市”“卫生城
市”创建成果，全面提升
社区环境卫生的整体水
平。（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郭琦 摄）

日前，大泊社
区慰问了在辖区一
线工作的保洁员，
向每个保洁员发放
两盒月饼，并鼓励
他 们 提 升 工 作 标
准，振奋精神，再接
再厉，以更加昂扬
的斗志，投入到工
作中，为社区创造
更加整洁、优美的
卫生环境。
（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刘琦 摄）

近日，史巷社区党
委联合计生协、妇联对
辖区内六户失独家庭和
两名孤寡老人进行了慰
问，倾听他们的困难和
诉求，鼓励他们树立生
活信心，勇敢面对现实，
注意身体健康，多参加
些社会活动，并为他们
送上中秋节的祝福和礼
品。（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蒋秀枫 摄）

嘉荟新城社区
妇联携手 O·Cake
甜品蛋糕私人工作
室开展“心连心 送
温暖”活动。活动
中，孩子们制作了
流心月饼，并将制
作 完 成 的 月 饼 装
袋，送给社区失独
家庭，用爱鼓励他
们 走 出 阴 霾 。（记
者 蒋玉 通 讯 员
王洁 摄）

近日，荆林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
以“欢乐在中秋，情浓
意更浓”为主题的慰
问活动，向村民冷炳
虎送上了中秋礼品和
问候。据悉，冷炳虎
作为荆林村岗头、岗
上组的队长，工作认
真负责，自今年发现
身患癌症后，一直在
医院接受治疗。

（记者 蒋玉 通
讯员 王樱 摄）

为感谢保洁员
为辖内环境卫生工
作付出的辛勤劳动，
日前，大贡村委会慰
问了辖区一线保洁
员,向每个保洁员发
放了月饼，以此表达
对保洁员的问候，祝
福他们度过一个美
满、幸福的中秋佳
节。（记者 蒋玉 通
讯员 赵巧风 摄）

送兵入伍暖征程 热血青春志报国
鼓乐齐鸣送新兵

9 月 10 日，荆林村鼓乐齐鸣，村委
会王留荣主任带领工作人员一路敲锣
打鼓来到新兵孙凯和冷佳宁的家中，希
望两名新兵到部队后要牢牢记住父老
乡亲的嘱咐，不辜负家乡和人民的期
望，刻苦学习军事技能、政治理论知识，
把参军入伍作为人生旅途中一个新的
起跑点，刻苦磨炼、奋发图强、锐意进
取。（记者 蒋玉 通讯员 王樱 摄）

光荣入伍圆军梦
9月10日上午，大泊社区民兵营长陈军

带领社区干部一路敲锣打鼓来到前陈组新兵
陈帆的家，欢送他踏上军旅征程，履行保家卫
国的光荣任务。据悉，今年刚满18岁的陈帆
从小就有从军梦，现在成为了入伍新兵，他为
圆了多年的梦想感到自豪，并表示将把爱国
之心化为报国之行，为建设祖国奉献青春力
量。仪式结束，新战士披红戴花，在家长、亲
戚朋友的欢送下，踏上保家卫国的光荣征
途。（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刘琦 摄）

牢记嘱托进军营
9 月 10 日上午，毛家社区鼓乐齐

鸣，社区民兵营长毛大荣带领5名工作
人员一路敲锣打鼓来到新兵徐浩楠的
家中，希望他带着父母的叮咛、亲人的
嘱托和家乡人民的厚望，倍加珍惜荣
誉，立志成才，自觉遵守部队铁的纪律，
主动适应艰苦环境，严格锻炼，磨砺意
志，争取早日立功嘉奖。（记者 蒋玉 通
讯员 眭建芳 摄）

敲锣打鼓入部队
为进一步提升即将入伍的新兵爱国热

情，增强个人使命感和责任感，9 月 10 日上
午9时，普善社区组织欢送仪式，感谢青年响
应祖国号召，积极报名参军入伍，并希望新
兵到部队后，听从军队的指挥，刻苦锻炼，用
最优秀的成绩来回报父母，回报社会。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郭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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