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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景 惜 物 不 涂 画

一尧指导思想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江苏体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和《江苏省全民
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 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重在基层、
面向全体”的方针，“安全第一、重在参与”的原则，以迎接江苏省第八
届全民健身运动为契机，广泛动员组织更多的老年人参加体育健身
活动，特组织以“决胜小康，快乐健康”为主题的 2020 年江苏省老年
人体育节，进一步推进老年人体育健身组织的广覆盖，提高参与率，
让更多的老年人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尧活动主题院决胜小康 快乐健康
三尧宗旨院参与 康乐 和谐 风范
四尧 主办单位：江苏省体育局 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江苏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五尧承办单位：各市、县（市、区）体育（文体、教体）局、老龄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老年人体育协会、各行业（系统）老年人体育协会
六尧举办时间：2020 年 8 月启动，11 月中旬闭幕
七尧举办地点：开幕式主会场：南京市
分会场：各设区市、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城市社区及各

行业（系统）老年人体育协会所属单位自行安排地点
八尧举办形式：集中与分散、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以分散为主，基

层为主；适当举办一些适合老年人，具有一定规模的大活动，引领老
年群体积极参与。

九尧活动内容：（一）积极探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下协会工作
的新路径,开展《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开展老年科学健身工作新模式探
索》的研讨，开展《推广居家科学健身方法》短视频征集展示活动；结
合老年人体育健身项目实际，探索“互联网 + 体育”具有互动交流感
的线上赛事；（二）积极稳健推进全省“老年人体育节”品牌活动，活动
期间,各地结合实际，开展科学健身、养生知识等宣讲活动，增加老年
人防疫新冠肺炎病毒的科学知识；（三）主动融入 2020 年省全民健身
运动会，积极承办气排球、柔力球、桌上冰壶球健身运动项目,积极组
织团队参与。在全省选拔出优秀团队，选派优秀教练员培训指导，帮
助团队提升技能, 在运动会上展示出老年人的风采；（四）坚持“以项
目建设为中心”，因地制宜，通过线上与线下等形式，积极选择开展太
极拳、门球、气排球、柔力球、柔乐球、健身球操、乒乓球、可乐球、桌上
冰壶、趣味扑克（攒蛋）、持杖健身走等传统项目与特色项目的展示交
流活动。（五）采取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的方式，开展“第六届柔力球
和柔乐球全国网络视频比赛”，全省太极拳、桌上冰壶球、趣味扑克

（掼蛋）俱乐部联赛活动；（六）举办全省太极拳、桌上冰壶球、掼蛋项
目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活动；（七）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开
展全省百万老年人“双 11”健步走大联动活动暨 2020 年江苏省老年
人体育节闭幕式”；（八）各地、各行业结合当地实际，将 8 月 8 日“全
民健身日”和“敬老月”等重大节日与活动有机结合，举办多种形式
的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

十尧各市尧县渊市尧区冤尧各行业渊系统冤制定老年人体育节期间活动
计划袁并于 7月 15日前报省老年人体育协会遥

8 月 1 日上午，由淮安区

教育体育局、淮安区老年人体

协共同举办的 2020 年江苏省

老年人体育节淮安区分会场启

动仪式在漕运广场举行。区政

府副区长彭凯到会讲话，并宣

布江苏省老年人体育节淮安区

分会场启动仪式开幕。区教工

委副书记、区体育总会会长王

永明，区经济开发区原副调研

员、区老年人体协主席成玉准，

区政协原副主席、区老体协原

主席、区老体协名誉主席高琰

等参加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来自我区各

基层健身站（点）的 300 多名老

年朋友展示了 《百人广场舞》

《百人功夫扇》《百人健身气功》

等文体健身节目。

自 2006 年江苏省老年人

体育节创办以来，每年都吸引

了我区数万老年朋友参与，极

大丰富了老年人的文体生活，

为全区广大老年人搭建了一个

参与健身、交流技艺、广交朋

友、展示风采的平台，深受广大

老年人欢迎。2016 年以来，我

区已连续 4 年实现江苏省老年

人体育节区、镇街分会场启动

仪式全覆盖。

今年江苏省老年人体育节

以“决胜小康 快乐健康”为主

题，省老体协首次采用线上直

播方式举行，对我区老年人鼓

舞极大。区老体协负责同志表

示，将按照省市体育局、老体协

的统一部署，在地方党政领导

的关心下，因地制宜，采取多种

有效方式，在全区开展老年人

体育节文体健身系列活动，为

我区全民健身事业添彩。

渊李正林 杨玉昌冤

江苏省老年人体育节淮安区分会场启动仪式在漕运广场举行

乐天诗声

吟老年舞蹈队
毛 峰

翁媪冰霜染白头袁 轻歌曼舞韵悠悠遥
老汉昂首春风抖袁 婆娘开颜云彩浮遥
踏遍青山心未老袁 游完艺海志方酬遥
体坛奏响金秋曲袁 汩汩声涛荡九州遥

观老年舞剑队
毛 峰

身心不逊古黄忠袁 挥舞龙泉气概雄遥
华发几疑朝雪染袁 朱颜恰似晚霞红遥
插穿左右教雏凤袁 劈刺纵横戏老龙遥
壮志由来精击枝袁 承先启后炼神功遥

广场消夏
朱荫桃

霓虹变幻照霞云袁 广场聚来消夏人遥
吊带背心超短裤袁 花边小帽连衣裙遥
一支舞队欢声动袁 半曲唱罢汗水淋遥
古稀老者身似燕袁 探戈起处闪朱唇遥

水调歌头·抒怀
朱荫桃

科学威力大袁人类上太空遥 山姆大叔袁称王称霸称

英雄遥 且莫高兴太早袁史路不会改道袁万水只归东遥 越

过崎岖路袁定向坦途逢遥 马之源袁列之模袁毛之丰遥 域中

应有袁尽扫饕蚊是愚公遥 五洲豪气犹存袁叶宣言曳遗篇尚

在袁大道定能通遥 共运何须问袁旭日自当中遥

7 月 1 日袁平桥镇老体协举办文体健身系列活动袁
欢歌曼舞感党恩袁百姓同乐颂祖国遥

当日清晨袁20 名武术爱好者在镇健身广场举行太
极拳(剑)联谊赛袁30 名广场舞爱好者在镇文化中心举
行文艺展演袁 让平桥古镇沉浸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遥
一段段淮剧动听愉心袁一首首老歌悦耳怡人袁一阵阵
器乐演奏婉转悠扬遥 84 岁老人沈成富登台清唱袁12 名
60 岁以上的老姐妹们在台上翩翩起舞袁赢得台下数百
名观众热烈掌声遥

下午袁 由 16 人组成的自行车骑行队整装列队袁从
平桥集镇出发遥 每位骑手车头上插着五星红旗袁沿着
大运河堤下乡间道路向北骑行袁 经石塘境内向东袁转
上 233 国道向南袁于东风路返回遥 历时两小时袁骑行约
40 公里袁成为乡间一道亮丽风景遥 杨春喜 摄

今年疫情防控期间，宅家的老年广场舞
爱好者不能正常开展团队活动和面对面教
学，但车桥镇老体协的会员们却从未停止过
广场舞的推广和活动。

针对疫情防控任务的严峻形势，车桥镇
老体协引导组织广场舞团队“宅”家研舞，有
计划、有组织地活跃在“线上广场”，所有队员
按约定准时在电脑前参与网上学舞。队员们
有的利用 QQ 群和微信群，或语音，或文字，
展开积极而热烈的网上学舞交流活动。

一招一式展英姿，一举一动显风采。该镇
官渡村广场舞队队长何阳春开心地说：“宅家
线上学舞蹈，赛时拿到好名次，平时锻炼好身
体，一样愉悦好心情。”

据悉，该镇老体协为推动全民“宅舞”，近
期还将举办广场舞优秀视频比赛，确保老体
之花越开越艳，大放异彩。

(朱荫桃)

7 月 1 日下午袁 区杨式太极拳协会在区老年大学多功能厅举行
野畅谈奔小康袁助推双胜利冶为主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9 周年文
体联欢活动遥

活动由区杨式太极拳协会会长宋珊霞主持遥 大家围绕主题纷纷发
言表示袁谢党恩袁听党话袁跟党走袁唱响新时代主旋律袁凝聚发展正能
量袁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野双胜利冶贡献智慧和力量遥

座谈会后袁会员们先后展演了诗朗诵叶我骄傲袁我是中国人曳尧葫芦
丝演奏叶军港之夜曳尧独唱叶党啊袁亲爱的妈妈曳尧武术叶太极功夫扇曳尧叶双
扇舞曳等文体节目袁活动在大合唱叶没有共产党袁就没有新中国曳的嘹亮
歌声中落下帷幕遥 区杨式拳协会 摄

7 月 7 日，笔者在淮安市广场舞协会举行的 2019 年度广场舞公益培训进
社区活动表彰大会上获悉，淮安区广场舞协会被省健身舞运动协会评为

“2019 年度江苏省广场舞公益培训进社区活动———公益之星先进县 （市
区）”，会长张玉梅被省健身舞运动协会评为“2019 年度江苏省广场舞公益培
训进社区活动———公益之星先进工作者”，副会长王洪梅被省健身舞运动协
会评为“2020 年江苏省广场舞协会线上展演（我舞我秀）活动———优秀展演
者”。

淮安区广场舞协会自成立以来，在会长张玉梅带领下，秉承协会宗旨，深
入社区，服务百姓广场舞健身。自 2019 年 7 月起，在省、市广场舞协会指导
下，积极进行舞蹈编排，进社区，下村居，举办骨干培训班和广场舞展演活动
8 场次，提升了人们对广场舞的认识，营造了广场舞健身良好氛围，获得干群
广泛好评。

2020 年初，新冠肺炎席卷而来。广场舞协会坚决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在抗
疫的同时，线上共起舞，居家同健身。协会副会长王洪梅积极发挥自己的业务
特长，每天在线上与社区舞蹈爱好者分享舞蹈视频，线上交流广场舞健身业
务知识，带领社区广场舞爱好者居家锻炼身体，愉悦身心，实现抗疫健身两不
误。 (区广场舞协会)

为纪念毛主席野发展体育运动袁增强人民体质冶题词发表 68 周年袁充分
发挥健身气功在祛病强身方面的独特作用袁促进习练者身心健康袁由江苏省
体育总会主办的野江苏省首届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网络达标赛冶于 6 月 10 日要
7 月 10 日在全省各地陆续举行遥 我区老体协组织了 100 名健身气功爱好者
参加了野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网络达标赛冶遥

按本次网络比赛规则要求袁 每位运动员单个在本地设置的网络比赛场
所参加比赛袁通过电脑将比赛情况直接传送至省主管单位网站袁由省网站电
脑现场打分袁并同时公平公正地显示毎人单次比赛成绩遥 比赛规定院 运动员
连续 3 天单次竞赛得分或共有 5 天单次竞赛得分均达到 95 分以上为优秀曰
连续 3 天单次竞赛得分或共有 5 天单次竞赛得分均达到 89 分以上为良好曰
其余为纪念奖遥我区参赛的 100 名队员中袁获优秀等级的 51 名袁获良好等级
的 44 名袁获纪念奖的有 5 名遥 现将获得优秀奖的队员名单公布如下袁以示表
彰遥

严小梅 何炳凤 吴玉华 马建中 邵海花 胡万宽 杨兴林
孙 琴 王 平 任忠华 汤宝树 汤桂云 杜正卿 刘玉兰
陈仲余 王朝俊 嵇冬梅 杨玉昌 刘慧芬 蒋宝龙 夏寿宾
宋珊霞 许翠华 潘靠琴 张文章 李伟阳 陆素英 徐海慧
田学明 李福海 程宝元 施 建 彭爱明 王 凤 陈秀兰
赵静靑 江 萍 董 林 刘翠兰 陈爱珍 邱伟林 董锦模
陈国庆 蒋长富 唐树兰 高崇雪 黄得福 周盛荣 李玉兰
宋占武 任洪英

( 区老体协办公室 )

区广场舞协会公益培训进社区活动获省表彰

区杨式拳协会

举办庆“七一”文体联欢活动

线上共“研舞” 不负“宅”时光

我区 51 名队员在江苏省首届
健身气功网络达标赛中获优秀奖

乐天风采

2020 年江苏省老年人
体育节活动方案

通讯员 胡素娟

7 月 30 日，区工信局组织机械
电子、纺织服装、盐化工等多个行业
的 10 多位中小微企业家座谈，对中
小微企业的现状、存在问题和发展
需求进行专题调研。

据悉，我区仅有苏盐井神、苏食
肉品等 8 户大企业，其余工业企业
皆属于中小企业的范畴。2019 年，
1579 户中小微工业企业实现应税
开票 193.32 亿元，实现入库税金
8.86 亿元，分别占全部工业的 59%
和 68%，仅规上中小企业吸纳用工
就达 20175 人，中小企业为我区工
业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了重要力
量。

今年二季度以来，尽管我区列
统企业应税开票销售、工业用电量、
产值等指标都已经逐月回升，但是
广大中小微企业生产依然存在诸多
问题，“企业现金流短缺”“项目建设
手续办理缓慢”“订单不足，车间只
能上三休四”，与会企业家们畅所欲
言，深入剖析了当前生产经营存在
的困难、对政府的诉求，以及下半年
发展的计划。

区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局将尽快梳理出问题清单，积极对
接相关部门，优化服务环境，扫清企
业发展的现实障碍。进一步加强政
策宣传，确保优惠政策应享尽享。希
望企业家们抓住机遇，靠大靠强，注
重创新，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

通讯员 季 武 黄 雪 陶 柏

淮城街道召开推进基层审批服务
执法力量“三整合”镇街改革暨审批服
务综合执法一体化平台推进会，确保
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完成“三整合”
镇街改革各项任务。

精心部署，全面详细规划好机构
调整和人员情况。淮城街道根据“三整
合”改革要求，对街道重点职能机构进
行调整，落实职能机构人员，为打通基
层治理体制创新的“最后一公里”奠定
基础。

精准对接，着力承接好“三整合”

改革权责清单。依据区“三整合”改革
赋权事项，认真梳理预划转的行政审
批、公共服务、行政执法等赋权事项，
制定权责清单，明确职责权限，规范运
行机制，确保改革后权力事项顺利移
交，无缝对接，权责对等。

精细落实，确保使用好“三整合”

镇街改革赋放权力。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按照赋权事项权责清单履职尽责，
努力打造“三整合”镇街改革“淮城品
牌”。通过整合审批服务职责、行政执
法职能、基层治理网格、构建信息平台
等，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
和智能化水平。

淮 城 街 道 推 进“ 三 整 合 ”改 革

通讯员 甘淮国 王士杰

近期，由于扩大生产规模，啊杰
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存在资金缺口
问题。农行泾口支行客户经理了解
到该合作社的困境后，主动沟通对
接，实地走访考察，通过调查后认为

该合作社非常适合农行的农户贷款
产品，立即加班加点为其准备贷款
申请资料。经过楚州支行、泾口支行
上下联动，前后台部门通力配合，在
最短时间内为其发放了农户贷款
30 万元，有效解决了合作社的燃眉
之急。

通讯员 甘淮国 王士杰

今年以来，农行楚州支行充分
发挥开放性金融逆周期调节作用，
主动加强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
流运输、文化旅游业行业对接，对有
发展前景但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
不盲目抽贷断贷，通过续贷、中长期
贷等方式，帮助企业减缓经营压力，
保障企业正常开工、复工。

上半年，该行对普惠型小微企
业贷款应延尽延 2 笔，贷款金额 850
万元。组织开展对辖区内生猪养殖
企业逐户摸排，了解企业复工复产

情况，解决生猪全产业链企业资金
需求，用不到 3 天时间，成功对江
苏中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放
2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帮助企业
解决购买原材料资金短缺困难，促
进了生猪稳产保供。对遇到资金困
难的复工复产企业，该行灵活变更
还款方式或直接进行展期，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全力支持企业恢复生
产经营。上半年，该行新增小微企
业信贷客户 32 户，比去年同期多
增 16 户，贷款增加 4984 万元，比
同期多增加 1059 万元。

通讯员 贾 雷 陈 曦

博里镇强化规划引领，压实工
作责任，全力推进农房改善工作。目
前在建农房改善项目共 3 个，截至
7 月底，王庄社区项目基础浇筑 40
栋，出正负零 28 栋，一层主体施工
21 栋；三门社区项目基础浇筑 85
栋，出正负零 83 栋，一层主体施工
30 栋；博里画苑项目基础浇筑 8
栋，出正负零 8 栋，一层主体施工 7
栋。

该镇坚持规划先行，聘请国内
知名的设计公司，深入调查研究农
民居住需求，在共性的基础上突显
个性，将博里特色文化元素农民画
和诗词融入设计中，充分体现博里
浓厚的文化底蕴；同时配套进行人
行步道、污水管网、垃圾收运、庭院
绿化等建设，方便群众生活，最大限
度避免“千村一面”“再次落伍”和

“二次浪费”。
该镇认真研究省市农房改善相

关政策，多次召开镇村两级工作学
习、培训、推进会，组织镇村干部到
宿迁实地学习优秀经验，确保自身
学懂、弄通、吃透。利用资料、公开
信、入户走访等多种方式进行政策
宣传，提高群众对农房改善政策的
知晓度和认同度，在充分尊重农民
意愿的情况下，坚持把农房改造政
策宣传到每家每户，将方案细致全
面解读，确保信息对称、上情下达。

该镇压实主体责任，书记是第
一责任人，镇长是一线总指挥，亲自
抓、带头干，同时抽调精兵强将，成
立三个工作小组，均由班子成员任
组长，分别负责镇内三个农房改善
项目。强化工作作风，把做好农房改
善工作作为全年中心重抓工作，各
工作组成员到村到户到施工现场开
展工作。严格机制落实，坚持项目会
办、项目例会制度，及时会办解决问
题和矛盾。镇纪委全程跟踪、全程督
查，广开监督渠道，不定期对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督查检查。

班级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基本单
位袁班主任是全班学生的组织者尧领导
者和教育者袁 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
人袁 在培养影响学生健康成长环境上
起主要作用遥 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小学
班主任钥 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几点院

爱心袁和孩子更接近

爱是教育的基础遥 一个好的班主
任袁在平时工作中不会动辄发怒袁而是
给学生耐心的教育和引导遥当学生犯错
误时袁不能嘲笑尧讽刺挖苦袁而是要用宽
容的胸怀去对待他们遥当学生遭受挫折
时袁班主任要及时帮其树立坚定的意志
和信心遥 对待学困生袁班主任要更多地
给予关爱袁消除他们的自卑感袁通过个
别谈心帮助他们树立自信袁让学生内心
感到班主任是他们的良师益友袁建立一
种和谐融洽的相互关系袁这样学生才会
真正做到野亲其师尧信其道冶遥

同时袁 要善于和学生成为知心朋

友遥班主任与学生建立信任关系袁是一
项基础性的工作袁 也是做好教育工作
的前提遥要想得到学生的信任袁就一定
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和自尊心遥 作为班
主任袁平时要学会倾听学生的意见袁包
容他们的缺点袁分享他们的喜悦遥和孩
子们成为真正的知心朋友遥

理解袁得到家长支持

家长是孩子人生启蒙的第一位老
师袁也是终身老师遥班主任要想取得教
育工作的成功袁 必须得到家长的理解
和支持遥 很多家长不太愿意和老师当
面交流袁 班主任可以用微信和家长交
流袁从孩子的书写尧课上听讲尧作业正
确率情况袁 到近段时间孩子的学习状
态等情况袁都可以用微信和家长私聊遥
在班级群袁则不去批评任何一个孩子袁
保护所有家长和孩子的自尊心遥这样袁
即使班主任和家长碰面时都不熟悉袁
但是共同教育孩子的目的达到了遥

坚持袁达到事半功倍效果

笔者在班主任工作岗位上坚守
20 多年袁用爱心尧细心尧耐心教育每一
个孩子遥 我知道学生对知识掌握理解
的反馈是通过练习呈现出来的遥 这 20
多年中袁无论我教哪个年级袁只要是孩
子们做的练习袁 我自己都会很认真做
一遍遥其他老师不理解袁认为都教了这
么多年袁 看了就会的题目为什么还要
做钥其实看和做是完全不一样的袁因为
我在做的时候袁 会考虑这题有没有其
他的方法袁哪种方法更适合孩子钥而且
在评讲的时候就知道哪些题目需要精
讲袁哪些题目不需要讲袁哪些题目只要
提下方法袁心里都有一把尺子袁这样一
节课的效率会因为心中准确的把握而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遥

参与袁让孩子成为班级管理主力军

小学阶段袁 学生的心理和性格都

没有成熟袁而且孩子大多数都是独生
子女袁 在家里都是当着月亮星星来
捧袁所以班主任要改变过去高高在上
的管理方式袁注重多和孩子们沟通交
流遥 注重发挥孩子们的独立自主性袁
在师生之间尧生生之间建立和谐融洽
的关系袁为学生打造一个良好和谐的
学习环境遥 让学生参与班级管理制度
的制定袁让班级管理制度成为学生内
心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遥 我不仅让学
生参与制定制度袁还让学生参与管理
和评价袁让孩子们真正感觉到自己是
班级的小主人袁 从心底产生责任心尧
使命感和自豪感袁 从而实现自我教
育尧自我管理遥

一个合格班主任要用一颗爱心尧
恒心尧责任心尧平等心袁践行着陶行知
先生倡导的野捧着一颗心来袁不带半根
草去冶的精神袁努力坚守和实现自己的
初心遥

渊作者单位院淮安市新安小学冤

融媒体记者 张攀江

地下排水管网是一座城市的“地
下肠道”。今年来，我区以持续改善水
环境为抓手，深入实施管网通畅工程，

全面清理城市的“地下肠道”，为市民
营造一个碧水蓝天、清新宜居的生态
环境。

在关天培路，年轻的“潜水员”王
培东正在同事的帮助下，穿戴潜水装

备，准备下井作业。天气闷热，王培东
还没有下井，已经开始冒汗了。“这套
潜水服是橡胶防水材质的，重量大概
几十斤吧，光这个配重腰带就有 12 公
斤，头盔在 3 公斤左右。”王培东说。据
介绍，如果重量不够，人在水里沉不下
去，也站不稳，会被水流冲得摇摇摆
摆。连体潜水服穿戴完毕，王培东就开
始从直径只有 0.6 米的窨井口下到管
道，他的任务主要是清理窨井管道的
各种杂物、淤泥和堵塞物。虽然“潜水
员”这个名字很美，可是工作环境却极
端恶劣。污水里一片漆黑，水下作业全
靠手摸，又脏又臭的有害气体萦绕在
周围。“其实脏点累点苦点没什么，就
是得小心不让潜水服给划破，更不能
受伤，毕竟水也好，气体也好，都是有
毒的。”王培东说。

管网疏通，正在我区的主次干道
和社区小区如火如荼进行着。今年来，
我区坚持环保优先原则，高标准规划，
高质量推进，投入约 1.42 亿元，启动
实施管网通畅工程。“我们按照底数
清、情况明的工作要求，全面开展城区
污水管网普查测绘。经过前期的努力，
一共普查完成 630 公里污水管网，这

为我们开展疏通工作提供了参考依
据。”区黑臭水体整治办工程建设组副
组长汤青峰说。从 4 月份开始，我区强
化普查结果导向，对存在渗漏、漏排的
北门大街、镇淮楼东路、新华路等 3 条
污水管道，依次组织实施道路整体改
造，对淤积管道进行疏通，在城河街实
施沉井顶管工程，全面提升城区污水
管网畅通能力，夯实地下管网运行安
全。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 6300 万元
的投入，清淤完成 163 公里。

我区还创新思路，建立“四层一中
心”的城区管网智慧水务系统，即打造
数据采集层、基础设施层、应用服务
层、应用用户层和数据中心，通过信息
化标准规范体系的建设，为城市精细
化管理、应急决策指挥、用水调度等方
面提供科学有效的数据支撑，进一步
完善污水管网的常态长效管理。“我们
现在整个污水管网都是高水位运行，
导致低洼地区的污水很难进入污水处
理厂。管网通畅工程的实施，通过清
淤、疏通，能够把污水管网的高水位降
下来，提高污水处理厂的处理量。同时
也大幅度提升城市的行洪功能，有效
缓解城市内涝。”汤青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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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区 净 化 城 市“ ”

浅 谈 如 何 做 一 名 合 格 的 小 学 班 主 任
常蜀芹

博里镇全力推进农房改善

农行楚州支行

精准施策纾困惠企

农行泾口支行

放农户贷款解果农困境

融媒体记者 潘 健

8 月 3 日下午，由区委宣传部、区
文联、区文广旅游局、钦工镇共同主办
的“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书

法作品展在钦工镇开展，来自区书协
及各镇街成员单位近 100 名书法爱好
者参加了此次活动。

本次书法展共展出各类书法作品
70 余幅，充分展示了我区书法工作者

潜心创作、倾情抒写的良好精神风貌。
作品内容聚焦“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
贫攻坚”这一主题，展示我区书法工作
者在脱贫攻坚奔小康征程中，不仅用行
动树立榜样，更是用一幅幅激情饱满的

书法作品，生动地诠释了全区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必胜信心。本次书法展营造了
全社会积极参与“决胜小康、脱贫攻坚”
的浓厚氛围，讴歌了我区在经济社会发
展和脱贫攻坚中做出的贡献。

融媒体记者 潘健
通 讯 员 吉旭 伏海炜

近期，苏嘴镇以交通干道、村庄入口、集中居住点、
沟渠河塘、田间地头、乡村集贸市场等为重点进行全面
整治，重点推进省道干道美化行动、重点任务攻坚行动、
典型创建行动、全域提升行动，努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该镇集中一个月时间，对全镇环境整治再突击、再
攻坚、再提升，确保全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项任务指
标达序时、保进度，确保镇村面貌明显改善。该镇紧紧围
绕建设生态美丽宜居乡村的工作目标，以农村垃圾治
理、破败房屋拆除、“厕所革命”、镇村绿化亮化、农业废
弃物治理为主攻方向，围绕“三清一治一改”推进“五大
任务”，扎实开展“百日攻坚”活动，取得了良好开局，全
镇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该镇注重示范引领，做到“点”上切入，打造出省道
沿线户厕示范、绿化亮化环境示范等一批可复制、可借
鉴、可推广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样板。紧盯 234 省
道，做好“线”上联动，做到“三清一新”，打造苏嘴 234 省
道“金名片”。紧盯全域治理，确保“面”上整体推进。围绕

“点线面”结合整治，实现“打造一条线，点靓一大片”的
目标，统筹抓好集镇周边、村部周围、村居干道沿线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

该镇各村居、各部门强化宣传发动，积极营造浓厚
氛围，形成联动合力，夯实责任落实体系，做到全面发
动，全员参与。对工作开展不力、推动不快、成效不显的
单位和个人，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予以追责，确保全镇人
居环境整治目标如期实现。

苏
嘴
镇
扎
实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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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融媒体中心举行新闻业务“大比武”

融媒体记者 沈佳

8 月 4 日上午，区融媒体中心举行新闻
业务“大比武”———播音与主持竞赛，采访
科、编辑制作科、少儿活动科、新媒体发展科

7 名新闻从业人
员 同 台 播 音 竞
艺，各展主持技
能。

活动现场，
选手们在命题播
音、即兴主持和
才艺展示三个环
节中发挥各自优
势，认真完成比
赛内容。在才艺
展示环节，选手
们展示的哑剧、
演唱、舞蹈等，不
时 赢 得 阵 阵 掌
声。

经过紧张激
烈的角逐，编辑
制作科主持人张
宁获得竞赛一等

奖。面对成绩，她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更
加用心、用情、用功做好本职工作，不断提高
自己的专业水平，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
融媒体人。

“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书法作品展开展
区工信局组织中小微企业家座谈

通讯员 刘莹莹

今年来，全区上下紧紧围绕区
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持续加大“六稳”“六
保”力度，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任务。

上半年，全区经济先降后升，主
要指标逐月回暖，各领域呈现一定
程度的回升，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
复，基本民生保障有力，市场预期总

体向好，社会发展大局稳定。地区生
产总值同比下降 2.5%，较一季度收
窄 3.7 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同比增长 0.8%，税占比达 82.6%；
规上工业总产值下降 8.7%，较上月
收窄 3.8 个百分点；规上固定资产
投资下降 38.3%，较上月收窄 4.6 个
百分点。全区 27 个市重大项目年度
投资完成率达 57.18%，超序时 7.18
个百分点。

我区主要指标逐月回暖

通讯员 严 鹏

上半年，由于疫情影响，我区全
社会用电量同比下降。区发改委指
导区供电部门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及
时调整工作思路，拿出切实可行措
施，推广网上办理电力业务，简化报
装接电流程，助力工业企业复工复

产，实现全区用电量稳中向好发展。
1-6 月份，我区全社会用电量

累计 11.16 亿度，6 月份当月 2.04
亿度，同比增长 9.96%；1-6 月份全
区工业用电量累计 5.31 亿度，6 月
份当月全区工业用电量 1.17 亿度，
同比增长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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