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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助力文明城市复检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李溶）为了以良好的市容市貌环
境迎接省级文明城市复检工作，
开发区城管局根据全国文明城市
复检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提前
部署，进一步树牢问题导向，对标
找差、查漏补缺，从小处着手，细
处着眼，积极做好开发区市容市
貌、园林绿化、卫生环境等城市管
理工作。

自 11月份以来，开发区城管
局按照文明城市的长效管理要
求，加大市容管控力度，坚持专
项整治和日常管理相结合，定点
管理与错时管理相结合，对城市
管理中存在的重点、难点进行攻
坚，切实营造文明、整洁、优美
和宜人的城市环境，全力做好迎
接省级文明城市复检工作。严控
开发区建成区内流动摊贩、占道
经营、店外设摊、店外洗车、露
天烧烤、油烟外排等违规行为的
回潮，多次开展道路、集镇综合
整治活动，向商户发放 500余份
通知书，暂扣流动车辆5辆，违
规经营物品 46 件，同时对建设
区域内道路边遗弃杂物、废弃建
筑垃圾、砖块等进行彻底清理，

共清理各类垃圾 80 余车；强化
网格化管理，规范好各路段非机
动车的摆放。

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开发区
市容卫生环境管理与景观节点的
效果，开发区环卫处充分利用现
有清扫车、洒水车、降尘车等机械
设备对辖区内主要干道进行清
洗，并组织环卫工人对辖区内护
栏、公交车站台、垃圾箱、慢车道
污水口、空调外机等卫生死角进
行全面清洗；开发区园林处组织
园林工人对建成区内主要路段绿
化带内的落叶、砖块等杂物进行
清理，并对裸露的绿化带进行补
植，并针对连续干旱的情形，组织
人员、喷灌车辆对城市道路绿化
树木、花草实行抗旱浇水，保障绿
化植物正常生长。

针对开发区中心区域人行
道、市政府广场等地的人行板道、
盲道、广场砖出现的龟裂、破损、
松动、塌陷进行了全面修补，共计
修复面积为 276 平方米，进一步
加强对市政设施的维护管理。其
中，对破损雨水井口、路牙、道路
护栏等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排查修
复；辖区内各路段违规破损灯箱、

广告牌、破损横幅、以及小广告进
行拆除清理，共拆除灯箱 52 个，
广告牌 20块，横幅 23条、小广告
3000 余张。同时对辖区内损坏
路灯进行全面排查维修，共计修

复路灯30余个，路灯配套电箱一
个。此外，结合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要求，加强了对辖区内建设工
地、渣土运输车辆的规范化管理，
增加轮班巡查频次，严查工地出

入口和渣土运输违规行为，按照
大气污染防治管控要求，与环
保、建设等部门配合，采取有效
措施，对正在建设施工中的建设
工地和城市道路扬尘进行管控。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李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
也是“三农”工作必须完成的硬
任务。目前，开发区正扎实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加快补
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为如期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
基础。

开发区荆林村三城巷，是一
座有 900 多年历史的自然村。
这段时间，村里的村民和村干部
们正在着手打造自己的美丽家
园。荆林村委会党委书记胡佳
平指着一处正在施工的现场告
诉记者，现在看到的这块地，一
直以来都是杂草和芦苇，周边全

是村民种的菜地，通过此次改
造，这里即将变身为休闲公园，
既让村民有个锻炼的好去处，又
提升了村民的生活环境。今年，
三城巷在进行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同时，因地制宜建设美丽乡
村，目前，该项目正在全力推进，
再过一个多月，一个崭新的三城
巷将呈现在村民们的眼前。

无独有偶，开发区张巷村先
后实施村村通工程和文体活动广
场建设，解决村民们最迫切的需
求，打造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目前各项工程也在同步推进，预
计年底可以全面竣工，大大提升
村民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张巷
村村民周锁林激动地表示，现在

的变化相当大了，以前的废地变
成了文体广场，每天晚上出来散
步，都能见到敲锣打鼓的人群，大
家在广场上唱着跳着，这样的农
村生活真是惬意极了。

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并重，
生态之美与生产之美交融。三
城巷、张巷村的华丽嬗变正是开
发区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生动缩影。一个个村庄脱
胎换骨，一幢幢农家院落错落有
致，一阵阵欢声笑语漫溢广场田
野，成为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如今，徜徉在乡村田野之间，目
之所及，水清、岸绿、河畅、景美，
村村有特色，户户是景观，乡村
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开发区美丽乡村入画来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罗玲）在全国“119消防日”来
临之际，近日，丹阳眼镜城联合
市消防救援大队开发区中队开
展消防应急演练。眼镜城市场
办、物业公司、影院、银行、餐厅
的工作人员以及眼镜店商户代
表约百余人参与活动。

活动现场，眼镜城物业公司
义务消防员首先讲解了灭火基
本常识、火灾逃生知识，现场演
示了灭火器与防毒面罩的正确
使用方法、操作流程和注意事
项，并邀请现场人员进行了灭火
器扑火实操。在综合性应急演
练中，现场模拟了国际眼镜城发
生火灾，产生大量浓烟并伴有明
火、情况危急的情况，监控值班
人员发现“火情”后第一时间上
报给物业总指挥，物业公司立即
启动灭火救援预案，一边组织人
员前往现场救援，引导被困人员
安全、快速、有序撤离“火灾”现
场，一边迅速向 119指挥中心报
警，消防官兵火速赶往现场施
救，在消防人员精确有效的救援
下，“火灾”被成功扑灭。

与以往消防演练活动不同

的是，在此次演练活动中，市消
防救援大队开发区中队派出 10
名消防官兵，出动 18 米高喷消
防车、云梯消防车、水罐泡沫消
防车等新型消防救援装备进行
演练，既充分展现了消防官兵团
结协作的团队精神、娴熟精湛的
救援技能以及消防救援装备的
专业性，又给商户、员工上了一
堂生动的消防安全实战课，让大
家学会了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
各种疏散逃生技能，为他们的日

常生活筑上一道“防火墙”。
眼镜城市场管理办主任朱

洪雷对演练进行现场点评，希望
全市场商户、员工以这次演练为
契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注意
用火、用电安全，从自身做起，从
小事做起，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
生，确保市场和谐稳定。

演练结束后，市消防救援大
队开发区中队消防员就冬季防
火、电梯安全使用等知识要点进
行了讲解。

眼镜城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李溶）11月 11日至 13日，开
发区城管局对区域内主要道路
的人行横道和分道线等道路交
通标记部分出现磨损、缺失、颜
色偏淡等状况进行了摸排统计，
并在辖区交警的配合下，对金陵
西路、齐梁路、兰陵路和丹桂路
的人行横道、分道线进行统一热
熔划线，共计1502.8米。

为保障开发区城市道路交
通安全，开发区市政工人首先分

模块设置了警示标志，在不影响
交通的情况下防止车辆、行人通
过工作区域而导致涂料被取出
或形成车轴。随后，工人对划线
区域进行清扫，用热熔划线机将
加有反光玻璃珠的涂料加热至
180 度至 220 度，形成流动的液
体后将其铺在路面上冷却，形成
具有线条整齐美观、反射效果
好、耐磨性强的的硬质漆膜。目
前，人行横道划线工作已全部结
束。

老化人行横道
重新热熔划线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轩）为促使广大妇女充分
发挥“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
精神，全面提高妇女自身能力与
素质，日前，开发区妇联组织辖
区妇女群众开展陶艺技能培训，
丰富妇女群众的文化生活，倡导
健康、文明、快乐的生活方式。

活动中，陶艺老师讲解了陶
艺胚胎的价值以及制作的要点
和难点。在专业老师的示范下，
大家纷纷拿起手中的笔和着颜

料，不一会儿，一个个造型有趣
的杯子就呈现在大家眼前。

此次活动大大地激发广大
妇女学习手工技艺和制作手工
作品的热情，有助于她们积极参
与到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尤其是
家庭美德建设中，努力做新时代
的全能女人，推动社会文化进
步。通过举办陶艺制作活动，大
家更好地了解了陶艺作品，并参
与到手工作品制作的队伍中来。

开发区妇女
学习陶艺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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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轩）“党的十九大把什么
确定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
思想并庄严地写入党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第二批主题教育的根本
任务是什么？”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进一步加强开发区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对“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深入
学习领会，激励全区上下积极
投身建设各项工作，14日下午，
开发区举办“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知识竞赛，21支队伍进行了
现场角逐。

此次比赛包含必答、抢答、
诗词诵读、观众互动四个环
节。比赛内容包括党的十九大
报告、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新
党章、新宪法、监察法、《准则》、
《条例》等党内法规和党务知识
以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精神。在诗词诵读
环节，各队伍通过抑扬顿挫、感
情充沛的诵读回顾了党带领全
国人民努力奋进的70年光辉岁
月，展现了新时代青年不负使
命，勇于担当的风貌。

整场比赛，场面热烈，气氛
浓厚。各参赛队员思维敏捷，
沉着应对，回答问题准确、快
捷、全面，不时赢得台下观众评

委的热烈掌声。大家纷纷表示
通过此次竞赛为年轻干部提供
了锻炼机会，搭建了共同学习
交流的平台，营造了学习新思
想、新理论的浓厚氛围，达到了

“受洗礼，明初心，担使命，争一
流”的教育目的。今后，他们将
进一步巩固知识，深刻领会和
准确把握“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精神实质，将知
识竞赛活动的热情转化为贯彻
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强大动力，
立足本职，勇挑重担，为开发区

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作出更
大的贡献。

经过激烈的角逐，主要看
气质队在竞赛中获得一等奖，
三人行队、追梦队获得二等奖，
新时代青年队、我城我管队、砥
砺前行队、My Way队、进学队
获得三等奖，使命队、天狼队、
勇往直前队、财政先锋队、芝麻
小队、练湖队、阳光队、和谐队、
勇气队、东方队、佛系队、担当
队、初心队获得优秀奖。

中医名家服务百姓健康
本报讯（记者 蒋玉 赵永东 通讯员 开轩）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我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健
康需求，服务基层，15日，名中医教授郭立中以
及义诊团队崇源医社来到曲阿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为群众提供了义诊、讲座等志愿服务。

据悉，郭立中教授是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
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学术
经验继承人，江苏省中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副
主任委员、《环球中医药杂志》编委。先后主持、
参与国际973计划项目、科技攻关项目、科技支
撑计划等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 9项，参编全国
中医院校教材、研究生教材等学术专著 12部，
发表论文 106篇，先后获军队及江苏省科技进
步奖4项。而崇源医社是郭立中教授及其学生
所组成的专业医疗团队，旨在提供专业高效的
医疗服务。这支由博士、硕士、本科生组成的人
才梯队，常年奔赴各地从事义诊活动已逾 10
年，涉及南京、常州、镇江、无锡、马鞍山、蚌埠、
青田等地，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针对临床常
见病，采用汤药内服、针刺、艾灸、熏洗等多种治
法取得良效，形成了独特的学术理念。

当天下午，郭立中作主题为《五千年的中医
智慧》的中医讲座，赢得数百名听众的阵阵掌
声。他从独特的视角切入，阐述了中医“治未
病”的理念，介绍心身共养、饮食调摄等养生知
识，让听众了解中医的智慧和魅力。本次中医
讲座是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科技与科普服务平
台系列活动之一，活动由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市委宣传部主办，曲阿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中华传统文化学会承办。当天，郭教授及其
博士学生等组成的专业医疗团队“崇源医社”10
余人还现场进行了义诊。

此外，为进一步弘扬中医药文化，更好地满
足丹阳群众健康需求，从 11月 24日起，崇源医
社每周末都会定期来丹义诊，定期义诊地址在
市人民公园内好人宣德馆。

开发区举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知识竞赛

传习新思想传习新思想
弘扬弘扬新风尚新风尚

———新时代—新时代文明实践在行动文明实践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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