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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要垃圾分类？
答：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实

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是解决垃圾围城、环境污
染等问题的有效手段。

本报讯 （记者樊希萌 通讯员
邵卫华 马正祥）近日，五接镇总
投资 90万元的开沙污水管网建设
提升工程、李港村居民小区生活污
水纳管工程完工验收投入使用。与
此同时，总投资 80万元的开沙岛
旅游度假区（五接镇）体育公园体
育设施工程篮球场、羽毛球场正在
加紧建设中。

近年来，五接镇财政所本着
“百姓为先，民生为重”的宗旨，
将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为广大百

姓办实事好事贯穿工作的始终。该
镇每年都会筛选出民生关联度高、
社会关注高的实事作为硬任务，明
确“必须年内竣工”，并向社会和
村民公开承诺，以不留退路、背水
一战的“亮剑”精神抓好民生。

袁三圩村 1组原先有一条 1.5
公里长的砂石路，汽车无法行驶，
下雨天更是泥泞不堪，“出行难”
一直是附近 40 多户村民的“心
病”。为此，五接镇拿出25万元对
道路进行整修，老路在短短一个半

月时间内“大变脸”。村民张秀英
说：“水泥路如今直接通到家门
口，去集市上买菜方便了，雨天还
不容易脏鞋！”

为确保每一笔资金用到实处，
民生项目招投标前，镇财政所会提
前介入，协调做好工程施工前的准
备工作；项目建设中，财政所对工
程建设全过程进行监管；项目完工
后，财政所专管人员跟踪服务。

五接镇辖区内有五接、李港两
家卫生院，都是建于上世纪八十年

代，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群众的就医需
要。通过调研，倾听民声，整合医疗
资源，五接镇投资 4000万元，异地
新建五接镇卫生院。卫生院启用以
来，门诊平均每天接收患者 130人
次，实现镇区及周边老百姓的就近医
疗。袁三圩村村民袁志华说：“现在
我们看病方便多了。”

如今，五接镇的一笔笔“真金白
银”正让老百姓享有更多民生福祉。

五接镇财政活水浇灌民生之花

本报讯（记者徐艳梅 通讯
员任小平 张洁）11月15日，我区

“安全用药，良法善治”安全用药
月宣传活动在奥邦广场启动。

安全用药是保证社会公众生
命安全健康的基础。近年来，我
区强化药械监管，药械监管队伍
的专业化、监管手段的信息化、
稽查执法的规范化水平得到很大
提升，尤其是我区创新实施的用
好一张信息化监管网、建好一个
药师之家、成立一支药师志愿者
队伍、选树一批诚信药业标兵的

“四个一”执业药师管理机制，
有力提升了全区药师药学服务水
平。今年以来，我区通过药品食
品远程监控系统，已下达药械监
管指令128条，变更质量负责人
65家次，当场处罚 45家次，查

处违法案件 70起，净化了药械
市场，保障了人民群众用药用械
安全。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易建
说，开展此次活动是为了宣传安
全用药理念，指导市民合理科学
用药，“下一步我们将开展广场
咨询等活动，广泛宣传新《药品
管理法》、《疫苗管理法》，营造
全社会关注药品安全的良好氛
围。”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安全用
药，良法善治”主题文艺演出和有
奖问答，数十家医疗机构及药店
代表现场递交了《承诺书》，并集
体宣誓。江海大药房负责人仲炳
松表示，将以安全用药为己任，守
法诚信经营，发挥药师作用，提高
用药水平，宣传安全用药知识，营
造购药用药安全的消费环境。

我区开展
2019安全用药月宣传活动

2019年江苏足协第十五期
中国足协D级教练员培训班

在我区举办
本报讯（记者李越文 通讯员金星）11月

15日，2019年江苏足协第十五期中国足协D级
教练员培训班在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开
班，来自全省各地的24名学员在此将完成为期
七天的培训。

本次培训中国足协选派亚足联A级教练
员、中国足协D级教练员讲师王莉授课，课程采
取理论授课和场地实践训练相结合的方式，详
细讲解青少年足球训练方法。

据了解，这是我区首次承办中国足协D级
教练员培训。本次培训班学员均为已获得江

苏足协E级教练员证书、有志于从事青少年足
球教育与发展的爱好者。“希望通过培训，鼓励
更多的人参与到足球运动中来，进一步推动本
地区足球运动蓬勃发展。”南通市足协副秘书
长、通州区足协主席张彤表示。

川姜镇干部群众
积极参加无偿献血

本报讯（通讯员龚裕平）近期，川姜镇政
府大楼北门处两辆献血车上每天人流涌动，众
多干部群众自觉排起长队，捋起袖子伸出胳
膊，让充满爱心的热血流进一个个储血袋。

无偿献血是川姜镇多年来坚持的公益活
动，每年只要献血车开来，都会吸引大批志愿
者前来献血。为确保此次献血活动顺利进行，
该镇提前利用QQ群、手机微信平台、村(居)宣
传栏等多种形式，向党员干部、居民群众开展
无偿献血宣传，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正确认识
无偿献血的科学知识和重大意义。

据悉，在此次为期3天的献血活动中，来自
镇村的机关党员干部、商会会员、企业员工、学

校老师及家纺城经营户共计104人参与无偿献
血，献血量达36700毫升。

平潮镇年轻干部集中“充电”
本报讯（记者李天舒 通讯员王莉 赵含

烟）近日，平潮镇举办了年轻干部能力素质提
升培训班暨第八期青春励志成长班开班仪式，
年轻干部齐聚一堂，集中“充电”。

此次培训班围绕当前年轻干部的实际工
作，邀请东社镇党委副书记吴杨和中共南通市
委党校老师赵园园进行专题授课，在培训内容
上确保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真正为年轻干部提
供一场专业化的“知识盛宴”。

举办此次培训的目的是让年轻干部清楚
地认识自身的不足，引导他们进一步端正态
度，明晰思路，从而树立工作目标、明确奋斗方
向，为建设平潮新城而不懈努力。学员们纷纷
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和锤炼，不断提
升自身素质，在实干担当中持续强化自身建
设，增强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意识，不断提高
履职能力和水平。

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简介（上）

1.居民健康档案。为辖区常
住人口建立统一、规范的健康档
案。主要包括居民基本信息、主要
健康问题及卫生服务记录等。健
康档案要及时更新，实现居民生命
健康的全程管理与自我管理。

2.健康教育。向城乡居民提
供健康教育宣传信息和健康教育
咨询服务，设立健康教育宣传栏
并定期更新内容，开展健康知识
讲座等健康教育活动，达到预防
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命质量的
目的。

3.预防接种。为适龄儿童安
全、及时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在重点地区，对重点人群进行针
对性接种，预防各类传染病发生。

4.儿童健康管理。为辖区内
0～6岁儿童建立保健手册，提供
科学喂养、生长发育、疾病预防、
预防意外伤害、口腔保健以及常

见病防治等健康指导。
5.孕产妇健康管理。为孕妇

建立《母子健康手册》，开展孕期
保健和产后访视、健康检查等服
务。

6.老年人健康管理。每年为
6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提供一次
较全面的健康体检与健康管理服
务，包括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
估、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和健康指
导。

7.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对
辖区内 35岁以上人群实行门诊
首诊测血压，对确诊高血压和Ⅱ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登记管理，定
期进行随访，每次随访要询问病
情，进行体格检查及用药、饮食、
运动、心理等健康指导。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系列宣传③本报讯（记者钱向荣 通讯员
葛敏 李慧）近日，通州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通过中国移动微法院平台，
成功跨域受理了一起建设工程纠
纷，这是该院首次跨域立案。

当天，原告徐某的代理人来到
通州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递交了起
诉被告安徽某工程有限公司的材料
后，跨域立案专员初审时发现该案
管辖法院为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
院，便向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立案指

导、法律释明、风险提示，并填写相
应材料，确认符合登记立案条件后
将该案的纸质材料扫描拍照，通过
移动微法院平台推送至南京栖霞法
院。南京栖霞法院当场给予处理意
见，并委托通州法院向当事人送达
《立案受理通知书》《缴纳诉讼费用
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通州法
院跨域立案专员指导当事人在《送
达回证》上签名盖章后将该证寄往
管辖法院，完成了通州法院第一次

跨域立案。
据了解，跨域立案是当事人及

其诉讼代理人通过网上立案系统向
全省任何一家法院，或者通过选择
就近的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或派
出人民法庭向有管辖权的省内异地
人民法院提交立案申请，人民法院
为其提供相应的立案登记诉讼服
务。

通州法院积极落实上级法院加
快推进跨域立案诉讼服务改革的要

求，不断提升诉讼服务水平，打破案件
地域管辖限制，安排专人负责跨域立
案，努力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智慧
型诉讼服务，让当事人真正享受到办
理跨域立案服务便利的同时，也进一
步满足了群众多元化的司法需求，打
造“家门口”立案的诉讼新模式。

江苏石岛玻璃有限公司位于
锡通科技产业园内，主要生产高
档酒瓶、饮料瓶、医药包装瓶等多
种玻璃容器。公司引进美国、德
国、意大利先进制瓶、制杯生产线
及配套在线自动检验机等设备，
工艺技术和生产能力达到国内行
业领先水平。

卑多敏 摄

设备提档
增效益

本报讯（记者李天舒）为扎
实推进全区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
作，锻造通州公安铁军，11月 15
日下午，区公安局组织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思想政
治工作研讨会暨政工大讲堂活
动。

讲堂上，政工干部代表成鹤
银、施云飞、马荣震、沈捷、张继依
次上台讲演，围绕如何做好思想
政治工作谈了自己的经验做法和
研究思考。

区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倪
军作总结点评。他充分肯定了 5
名政工干部的交流发言，对他们

“讲政治、勇担当，尽职责、有作为，
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给予高度
赞誉，要求全体领导干部特别是政

工干部时刻不忘自己肩负的神圣
使命，始终把做好公安队伍思想政
治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用心思
考、用心实践、用心感悟，并相互借
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以此来促
进通州公安党建队建工作再上新
台阶、再攀新高度。

本次活动通过深入结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
展，不断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
觉、行动自觉，切实把在主题教育
中激发出来的工作热情和奋斗精
神，转化为推动通州公安高质量
发展和打造高素质警队的强大动
力。

区公安局开展
主题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

暨政工大讲堂活动

通州法院首例跨域立案受理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