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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的
“生日屋”

市乐吾实验学校有个“生日屋”，

常年为该校过生日的留守儿童举办生日

活动。每次活动，学校食堂都要准备上

蛋糕、面条、鸡蛋等生日食品，另加几

个菜。“小寿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许

心愿、吹蜡烛、吃面条、唱生日歌，其

乐融融。 袁幸福 方 镇 摄

2018年为民办实事项目系列报道

新闻链接——

垃圾处理体系建设工程。完善城乡垃

圾一体化处理工作机制，健全市区建筑装

修垃圾的收集、运转和规范化处置体系，

实施城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启动垃圾卫

生处置二期项目建设。

——摘自兴化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12月5日一大早，市环卫处驾驶员石方
勇驾着拉臂式清运车，来到兴东镇垃圾压缩
中转站，卸下一台备用的移动压缩垃圾箱，
然后将装满的移动垃圾压缩箱装车，运至西
郊镇的垃圾填埋场处理。

“拉走的垃圾箱里有好几吨垃圾，是镇
环卫所昨天从集镇和各村收集来的。”兴东
镇环卫所负责人说。每天早晨，镇环卫所垃
圾清运队都准时到各村垃圾房收集垃圾，然
后运到中转站压缩处理。

“像这样村收集、镇中转、市处理的‘一
体化’模式，在我市乡镇已全面铺开，如今运
转越来越完善，效果越来越好。”市城管局分
管负责人杨文高介绍说，今年我市专门制定
出台了《兴化市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理工
作意见》和《兴化市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处
理工作考核办法》，健全完善“户三包、组保
洁、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五级收运体系，
城乡生活垃圾收集率和无害化处理水平也
顺势“水涨船高”。经统计，每日收运处理城
乡生活垃圾达 850 吨，无害化处理达到
97.2%。

蓝色的垃圾桶用于收集可回收垃圾，灰
色的垃圾桶用于收集其它垃圾，绿色的棚架
显得生机盎然……如今，在我市城区主干道
上不时可见到这些美观大方的垃圾分类收

集亭。“这样的分类收集亭目前城区已有34
座，主要设置在人流量较大的医院、学校、菜
场、体育场等地段。这不仅为街头增添一抹
亮色，也开辟了分类宣传的一个生动载体。”
市环卫处主任董庆俊告诉记者，去年12月
份，该处与中国天楹股份公司签订了合作协
议，由该公司负责试点区域分类基础设施、
设备建设以及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服务
工作。当月，他们在名都苑、国际公寓等3个
小区搞试点，在每个小区投放智能设备垃圾
分类箱一组、机械垃圾分类桶八套。“为了提
升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该公司在小区每周
搞两次宣传活动，向居民分发‘垃圾分类、全
民行动’倡议书；小区居民往智能分类箱投
放垃圾时的二维码积分可到现场兑换物品；
居民还可将家中可回收物或有害垃圾拿到
活动现场兑换物品。”

“市委、市政府对垃圾分类处理工作非
常重视，专门成立了兴化市生活垃圾分类和
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制定了一系列
工作制度，今年还制定了《2018年镇村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工作行动方案》，分解落实了
2018年度城乡垃圾治理工作目标任务。”董
庆俊告诉记者，垃圾分类在城区已大幅推
广，目前在城市公共区域累计设置1017组分
类垃圾桶（箱）、34座垃圾分类亭，150多家市

级机关单位落实办公区域垃圾分类，城市公
共区域、市级机关单位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
覆盖；新建33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城区垃
圾分类小区达到36个，其中13个小区达到
省级垃圾分类示范小区标准，另有44个小区
统一配置了分类垃圾桶，城市住宅小区垃圾
分类收集率达到35%。

“不仅如此，镇村垃圾分类也已大步迈
进。”董庆俊说，今年我市有8个乡镇完成公
共区域分类设施投放，乡镇公共区域分类收
集处理率达到30%；完成2个乡镇全域、76
个行政村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其中，大垛镇、
沙沟镇达到垃圾分类示范乡镇标准，6个特
色田园乡村和1个田园综合体达到垃圾分类
示范村标准，镇村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率达到
12%。垃圾分类设施逐步配套，建设了1000平
方米规模的可回收物分拣中心1处、有害垃
圾暂存点1处、有机易腐垃圾处理设施2处。
在城区建筑垃圾专用收集点96处，建成城区
建筑装修垃圾收集点、中转点和终端处置
点，形成城区建筑装修垃圾源头定点、集中
收运和规范处置的长效机制。

位于昌荣镇境内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工地一片繁忙景象，机械轰鸣、钢架
林立，吊机舒展巨臂、烟囱高耸云天……

“焚烧发电模式是目前较为科学的生活垃圾
处置方式之一，具有减量化、效率高、可
再生能源等优势。”项目公司经理张九龄告
诉记者，该项目占地123亩，设计日处理生
活垃圾850吨、餐厨垃圾50吨、市政污泥
约50吨、城市粪便约60吨，年发电能力约
7675万度。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建成，进
入设备安装扫尾阶段，今年年底有望点火
试运行，明年兴化市城乡生活垃圾将全面
进入焚烧发电处理模式。此外，垃圾焚烧
发电必备的备用填埋库区即将上马。一系
列基础设施建设，将确保我市生活垃圾处
理无害化处理短期无隐忧、中期有保障、
远期可持续。

加快垃圾处理体系建设
改善水乡百姓生活环境

城区某小区新设置的垃圾分类箱。

□本报记者 冯兆宽 特约通讯员 陆 张

本报讯（通讯员 陈官建 记者 向
东） 12月4日下午，钓鱼镇网格化社会治
理中心接到南赵村网格员张俊良发来的信
息，他通过泰州社会治理一网通手机App
上报信息描述：村庄违建点12处，请求
综合执法、拆除违建。

该镇网格化社会治理中心座席员及时
把这一情况向镇分管领导汇报，该镇第一
时间召开综合执法单位负责人会议，镇创
新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党
委书记李庆斌强调，要发挥网格作用，结
合新风行动，正确宣传引导，依法拆除违
建。

12月5日上午，镇里组织南赵村群众
代表到千垛镇东罗村、冯野村，实地参观
当地的村庄环境整治和建设情况。12月6
日上午，镇分管负责人组织村建、国土、
集镇办等综合执法力量联合执法，组织网
格督导员、网格长（员）、老干部、老党
员、群众代表配合开展违建拆除专项活
动，共拆除违章搭建12处，拆违面积约
900平方米，其中屋舍8处，露天粪坑、
禽舍3处，占用河道搭建1处。

从接到网格员请求，到违章建筑的清
除，只有不到两天的时间。

“我能我行我很棒！”

本报讯（通讯员 郭丽丽 记者 冯兆
宽）近日，市实验小学“我能我行我很
棒”冬季体育嘉年华趣味运动会热力开
场。

该校一至六年级各班代表队穿着代表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服装，逐一闪亮登场，
孩子们跳着欢快的舞蹈，唱起动听的歌
曲，表演精彩的武术……寒冷的天气丝毫
没有影响他们的热情，孩子们兴奋不已，
纷纷加入到富有激情的队伍当中，运动会
有袋鼠跳、一分钟跳绳、实心球、无敌风
火轮等项目。

在“一二三！”“加油！”的呐喊声及
叫好声中，参赛的同学使出全身力气拼
搏，积极为自己的班级争取荣誉。

该校二（九）班“巴拿马队”同学。

接到网格员
请求后……

兴化新闻网网址：http://www.xinghuanews.net/
兴化日报数字报网址：http://epaper.routeryun.com/xinghua
兴化汽车信息网网址：http://www.xhqcxx.com/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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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戴南镇政府发出文件，公布《戴南镇2019
年林业绿化工作实施方案》。

《方案》指出，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加
快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围绕绿色通道建设、林
果产业发展、绿色村庄创建、绿色圩堤达标等工作
内容，全面完成市交2019年林业绿化任务，为建成

“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
新戴南篇章夯实生态基础。

《方案》明确了目标任务：全镇新增成片造林
面积771亩，新建和完善农田林网800亩，完成4条
圩堤更新造林任务，四旁植树7.34万株（其中珍贵
化树种1.54万株），创建省级绿化示范村1个，新建

“三化”示范村1个，“三化”示范单位4个，美国白
蛾监测、防治率达100%。

《方案》要求落实四项工作举措：一是科学组
织，明确责任。各村要根据镇下达的林业绿化任务，
认真做好土地流转、矛盾协调等工作，加强绿色林果
产业的招商引资，确保不折不扣完成年度目标。继续
加大行政推动力度，实行支部书记负总责制，严格对
村绿化工作进行考核。二是因地制宜，科学造林。在
坚持适地适树的前提下，选择生态效果好、经济效益
高、社会效益明显的适生彩色、珍贵、高效树种，促
进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环境友好。三是
明确时间，确保进度。各村（居）、单位、企业要根据
镇交目标任务做好任务分解、林地落实和土地流转等
工作。针对植树造林的季节性特点，制定工作时间
表，狠抓落实到位，确保4月底前全面完成绿化造林
任务。四是加大投入，加强管护。贯彻执行《森林

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保护森林资源，加大对毁林案
件、非法侵占林地的查处力度，严格执行林木采伐许
可、更新制度，林地占用征用审核审批制度，及时制
止和依法查处毁林、侵占林地案件。

《方案》确定的考核奖惩措施是：镇政府将分别
于5月和10月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8亩以上的成片造林
面积及造林成活、保存率进行验收，其结果作为农业
农村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对工作不力、成效不明显
的村（居）予以通报批评，对造林任务不完成、管护
措施不到位、美国白蛾防控不力的村（居）进行效能
监察。

《方案》同时下达了《戴南镇2019年林业绿化任
务分解表》和《戴南镇农村绿化考核细则及说明》。

撰文 徐爱兵 摄影 蓝天白云

银企对接：泰州市产融综合服务中心走进戴南张郭
近日，我市在戴南镇召开泰州市产融综合服

务中心“走进戴南张郭”银企对接会。宣传该中
心服务平台，推介符合企业融资需求的金融创新
产品，宣讲扶持企业发展的金融优惠政策，推动
企业积极自主注册上线。戴南镇153家企业参加
活动。

戴南镇经发局负责人首先发言，他说，此
次泰州市产融中心在戴南张郭地区的银企对接

推介活动，不仅给戴南张郭地区金融发展带来
一次良好契机，更体现出市委市政府对金融工
作的高度重视。为此，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三
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搭建银企沟通的平台；二
是深入企业化解与银行的风险；三是协助做好
金融创新产品推介。

会上，播放泰州市金融改革的宣传片，相关
金融专家对产融综合服务平台作了推介，金融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了产融综合服务中心及平台
的PPT，宣讲了相关扶持政策，并现场指导企业
手机APP下载注册。同时对现场注册产融平台的
企业给予了奖励，奖品由兴化农商行提供。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市金融办主任钱天庆
主持会议，中国人民银行兴化市支行、兴化农村
商业银行、张郭科技园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参加
活动。 （徐扬程）

日前，戴泽初中举行戴泽初
级中学2018年秋学期“体育节”
会操比赛。市教育局“大课间活
动评比”评审组对该校开展了观
摩评比，学生们的表现得到了评
审组各位专家的一致好评。本次
会操比是该校2018年秋学期“体
育节”的项目之一。图为会操现
场。

唐国栋 摄

全力推进
远程教育站点
规范化建设

12 月 13 日上午，戴南镇召
开远程教育站点规范化建设推
进会。镇党委副书记刘林出席
会议并讲话。镇党委分管负责
人主持会议。

镇党委分管负责人传达了
上级关于远程教育站点规范化
建设的文件精神。

刘林就此项工作作出布
置。刘林指出，要正确认识，
准确把握远程教育政治属性。
十九大报告将党的政治建设纳
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

“以党的建设为统领”，凸显党
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全
国组织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强调“以组
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突出政
治 功 能”。 讲 政 治 不 是 抽 象
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局部
的，而是全面的，应该要体现
在远程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
工作定位上要突出政治属性，
建管要体现政治功能，学用要
体现政治意识，服务要体现政
治引领，要充分发挥好远程教
育宣传教育服务功能，为党员
补钙壮骨、立根固魂，形成姓

“党”的鲜明特色。
刘林要求，从严从实，牢

牢夯实远程教育工作基础。一
是在组织领导上，要坚持责任
落实。二是在长效管护上，要
坚持建管并举。三是在资金落
实上，要坚持使用到位。四是
在活动开展上，要坚持学用结
合。

刘林强调，要严肃纪律，
加大远程教育督查力度。重点
督查以下两个方面内容：一是
规范“固定学习日”活动二是
参学率。检查情况将向党委主
要负责同志反馈。希望同志进
一步提高认识、压实责任，落
实整改，确保不折不扣的完成
远程教育站点规范化建设目
标。

（董芸芸 王 正）

兴达公司通过综合档案工作创省三星级测评

戴南镇“乒协杯”第一届会员排名赛圆满结束
近日，戴南镇举办“乒协杯”第一届会员排

名赛，为广大乒乓球运动爱好者切磋技艺、增进
友谊搭建了一个良好平台，来自镇乒乓球协会的
100余名选手参加了比赛。镇党委副书记刘林出
席活动。

据了解，此次比赛由该镇团委、工会、乒乓
球协会主办，兴化市成信乒乓球俱乐部协办。本
次竞赛项目为男子会员单打排名，比赛共分十组，
另设一机关人员组，通过抽签每六人一组。本次
比赛采用中国乒乓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进
行单打比赛。比赛采用六人5局3胜制循环赛，
每局11分，每个队员积分计算。比赛现场，参赛
选手们使出浑身解数，直拍、横拍、扣球、旋转
球、弧线球，现场气氛十分热烈。随着比分的节
节上升，现场的加油声、喝彩声一浪高过一浪。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最终，戴南镇“乒
协杯”第一届会员排名赛决出甲组8强选手、
乙组和机关组3强选手，比赛还设精神文明奖
9名。此次比赛为全镇广大乒乓球爱好者切磋交
流、展示风采、增进友谊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
台，同时也进一步加快乒乓球爱好者水平向更
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促进群众体育运动蓬
勃发展。

（祝叶勤）

近日，经过测评专家组的现场验收会商，兴
达公司顺利通过综合档案工作创省三星级测评，
得分为95分。

测评会上，公司办公室负责同志就兴达公司
基本概况、档案建设等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测评
专家组实地查看了公司档案室整体布置情况，对
库房、陈列室以及台账资料测评打分，并就档案
从业人员的岗位培训、档案的开发利用、信息化

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一些细节问题，现场提出了整
改意见和建议。

兴达公司于2017年10月23日申报了综合档
案工作目标管理省三星级单位，并根据《江苏省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档案工作规范》和《江苏
省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档案工作规范等级复查
暂行办法》要求，对照《江苏省机关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档案工作规范》开展自查，做了相关的准

备工作。
史志档案办、档案局负责同志勉励该司档

案管理人员，进一步加强硬软件投入与管理，
深入学习贯彻《档案法》，不断增强档案意识，
努力提高档案工作的管理水平，以高度的事业
心和责任心做好档案工作，更好地服务于企业
发展。

（周冬平 陈秋梅 潘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