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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文明创建 践行志愿服务”倡议书
市民朋友们：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公民
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动
员社会各界积极关心、支
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努
力提高市民文明素质，提升
城市文明程度，我们向广大
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

从我做起，做志愿服务
精神的传承者。“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
精神，是推进城市文明、构

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我们要以参加志愿服务事
业为荣，积极投身各个志愿
服务领域，让志愿者旗帜飘
扬在姜堰的每个角落，以实
际行动为促进志愿服务事
业深入发展贡献力量。

从我做起，做弘扬文明
新风的引领者。时代呼唤
文明，志愿引领新风。我们
要自觉遵守《泰州文明市民

“十要十不要”》，从最基本
的规范做起，管好自己的

嘴，不说脏话、粗话，不随地
吐痰，不在公共场所大声喧
哗、围观起哄；管好自己的
手，不乱扔杂物、不乱贴乱
画、不损坏公物；管好自己的
腿，不横穿马路、跨越护栏，
不闯红灯、争抢座位，不践踏
草坪。以我们自身的文明形
象，影响、引导、带动周围更
多的人争做文明市民。

从我做起，做深化文明
创建的实践者。全国文明
城市来之不易，这份成果和

荣誉必须靠大家一起守护
才能持久。我们要争做深
化文明创建的宣传员，在全
社会营造人人参与、个个支
持的浓厚氛围；我们要当好
深化文明创建的监督员，主
动对不文明行为进行监督、
劝导和批评，让文明之花开
遍三水大地；我们要立足岗
位积极守护各项成果，从现
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点
滴做起，用实际行动传播文
明，共建美好家园。

“ 深 化 文 明 创 建 践
行志愿服务”，这不仅是一
句简单的口号，更需要每
一个市民的积极参与。让
我们行动起来，倡导文明，
奉献社会，积极做志愿服
务的实践者和传播者，用
我们的热情展示志愿者良
好 的 道 德 素 质 和 精 神 风
貌，用实际行动为“全国文
明城市”增光添彩，让我们
生活的这座城市经济更繁
荣、环境更美好、群众更幸
福、社会更和谐。

泰州市姜堰区创建办
2019年11月11日

2019年11月14日 星期四

己亥年十月十八 第2465期 今日4版

手
机
看
报

姜
堰
微
视
听

中共姜堰区委主办 投稿邮箱:3403676001@qq.com 新闻热线:500500（政务通） 88058001 办公室：88058806

本报讯（记者 陈琦琦）
11 月 12 日，区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第一次
筹备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钱拥军、汤文林、秦永金、
周谅参加会议。

会上，区人大常委会办公
室负责人就区十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相关安排
和具体筹备工作作了说明。

会议指出，区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进入倒
计时，时间紧，任务重，要求
高，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强化任
务勇担当，依法依规做好各项
准备工作； （下转2版）

区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
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

我区组织收看
本报讯（记者 丁洁）截至昨日下午 3 时，

姜堰中学西校区地段签约搬迁补偿协议 222
户，占总居民户数的94%。

姜堰中学西校区地段征收搬迁分为果林场
段和梁徐段，涉及 236 户。其中，果林场段涉及
77 户，由开发区包保，已经签约74 户，完成96%；
梁徐段涉及 159 户，A 段 102 户由梁徐镇包保，
已经签约 99 户，完成 97%；B 段 57 户由桥头镇包
保，已经签约49户，完成86%。

为推进搬迁包保工作、提高搬迁对象配合
搬迁的积极性，实现早签约早搬迁、提前完成搬
迁任务，此次征收搬迁对在规定期限内签约搬
迁的对象予以奖励。姜堰中学西校区地段征收
搬迁工作正式开展以来，各段面包保人员迅速
投入一线，挨家挨户宣传政策、解释搬迁方案、
倾听群众意见，并成立段面微信工作群，及时交
流、汇报搬迁工作开展情况，相互借鉴好的工作
经验，确保搬迁工作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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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本报讯 通讯
员 姜农）11 月 12 日，市农业
农村局检查组来我区督导检查
农药生产经营和蔬菜生产基地
专项整治行动落实情况。

检查组抽取江苏百灵农
化有限公司、姜堰区上扬植物
化工经营部、姜堰区双禾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主要检查农
药生产、经营、质量监督管理
工作， （下转3版）

市检查我区农药生产
销售使用与监管工作

日前，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远方的家——
长江行》栏目组来我区，深入溱湖湿地和溱潼古镇，对我区湿
地生态环境保护和古镇老街小巷取景拍摄。 潘俊 摄

姜堰中学西校区
地 块 搬 迁 工 作 专题报道

区妇幼保健院：“自选动作”务求实效
紧扣主题教育主线，以民生需求为导向，主动切实解决热点难点问题

本报讯（记者 鲁敏）“以前我
们到妇幼保健院检查，停车真是个
头疼问题，现在按着路口的指示牌
开，就能停到停车场，真是省心多
了。”市民李女士日前告诉记者。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区妇幼保健院坚持问题导
向，聚焦服务对象关心关注的热点难
点问题，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区妇幼保健院党办主任钱杨告
诉记者，主题教育开展以后，该院各
个科室迅速结合实际，查摆自身问

题，多次走访征求服务对象意见和
建议，研究针对性措施，主动解决了
服务对象停车难、检查时间不弹性、
需多次来回奔波等热点难点问题。

记者了解到，以往区妇幼保健
院的停车区域较小，而每天来检查
的妇女儿童又很多，因而不少服务
对象想要就近停车就成了难题。主
题教育开展后，针对非机动车停车
难题，区妇幼保健院立即扩建院内
北边的非机动车车棚，并安装电动
车充电装置。针对机动车停车难

题，区妇幼保健院在附近交通干道
增设五六块停车场指示牌，引导服
务对象将车停到院西围墙隔壁的公
共停车场。据悉，区妇幼保健院投
入 2.5 万元，切实解决了服务对象的
停车难问题。 （下转3版）

姜堰中学西校区地段
签约搬迁户逾九成

本报讯（记者 丁洁）11 月 12 日下午，我区
召开“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行动部署动员会，
副区长顾鹏程出席并讲话。

顾鹏程指出，各部门、镇街（园区）必须统一
思想，充分认识开展“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行动
的重要性。开展这次专项整治行动既是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更是回应、解决民生关切
的有力举措；必须紧抓关键，切实把握开展专项行
动的重点环节，排查要过细，整改要较真，督查要常
态；必须加强统筹，扎实推进行动开展，突出组织保
障，强化统筹协调，严格考核问责。 （下转3版）

我区部署“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记者 刁晓玉）
昨日上午，中央宣讲团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
会在江苏南京举行，中央宣讲
团成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分管
日常工作副主任江金权作宣
讲报告。省委书记娄勤俭主
持报告会并讲话。宣讲报告
会 采 用 电 视 电 话 会 议 形 式 。
李文飙、方针、申泰州、钱娟等
区四套班子领导在姜堰分会
场收听收看。

报告会上，江金权围绕关
于四中全会的成果和社会各
界的评价，关于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大意义，关于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关于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
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以及加
强党的领导，确保全会确定的
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到位 5
个方面，对四中全会精神进行
准确的阐释和解读。报告高
屋建瓴，视野开阔，深入透彻，
深刻阐明了全会的重大意义，
系统解读了全会决定提出的
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
务，为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全
面贯彻全会目标任务提供了
及时的指导和帮助。

娄勤俭指出，要深刻把握
全会精神的精髓要义，切实增
强学习宣传贯彻的政治自觉，
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宣传贯
彻四中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
大的政治任务，与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与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
作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结合
起来，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这
次全会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坚
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

娄勤俭要求，要结合江苏
实际，认真抓好全会精神的贯
彻落实，真正把制度优势转化
为治理效能，要毫不动摇，把党
和国家根本制度坚持好、巩固
好，涉及方向性问题、大是大非
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决不能出现任何偏差；要与时
俱进，把各方面机制、制度完
善好、发展好， （下转3版）

中央宣讲团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宣讲报告会

皮肤健康大讲堂
泰州市姜堰区皮肤病防治院
泰州市姜堰区医学美容门诊部

主办

秋冬季节皮肤瘙痒难忍，怎么办？
◆胡亚莹

皮肤瘙痒是中老年
人秋冬季一种常见的症
状，应在医生指导下合
理诊治，切莫采用不科
学的方法擅自处理，以
免产生不良后果。

秋冬季皮肤瘙痒的
原因是什么？秋冬季气
候干燥、寒冷，人体皮肤
缺乏水分，汗液代谢减
少，加上老年人本身皮

脂腺分泌功能下降，很
容易引起皮肤瘙痒。当
然也有一部分是病理性
瘙 痒 ，如 鱼 鳞 病 、糖 尿
病、银屑病等。很多患者
采用热水烫洗、搔抓等不
正确的方法，导致皮肤屏
障功能进一步减弱。

秋冬季身上痒怎么
办？要做到以下几点：1.
多喝水，肌肤干燥的人

最好早晨起床后喝一杯
蜂蜜红枣水，可滋阴润
肺；2.洗澡不宜过勤，水
温不要过高，不用或少
用肥皂或浴液，不要用
力搓洗；3.做好皮肤保养
和护理，如果出现脱皮、
瘙痒，要多涂润肤剂滋
润皮肤；4.饮食要清淡，勿
食辛辣刺激性食物；5.顽
固性皮肤瘙痒要注意，可

能是身体内部出了问题，
应及早到皮肤科诊治。

区皮防院有多种治
疗方法可以很好地缓解
皮肤瘙痒，如自制的硅油
乳膏具有良好的保湿效
果，中医馆开展的中药浸
泡疗法更是疗效显著。

（作者系姜堰区皮
防院主治医师、江苏省
美容主诊医师）

◆11月专家会诊预告◆
11 月 17 日，上海市皮肤病

医院专家杨德刚来院会诊。
11 月 24 日，上海市皮肤病

医院专家戴尔红来院会诊。
11 月 30 日，江苏省人民医

院皮肤科专家张美华来院会诊。
预约电话：0523-82978515，

详情请关注“姜堰皮防”微信公
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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