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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尺沟樱花园：只待“浪漫”绽放

驾驶员捡到电脑归还失主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韩 婷 通讯员
沈 玥）“谢谢，真是太感谢了！”3月11日

下午，市大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调度室内
传来一阵阵道谢声，市民苗女士特意过来
向大运公司驾驶员汪树军师傅表示感谢并
送上了锦旗。

3月10日下午，驾驶兴化至苏州的班车
驾驶员汪树军将满满一车乘客安全送达苏
州客运站后，便开始了例行车厢清扫工
作。当他打扫到车厢后排座位时，忽然发
现一只黑色的电脑包平放在座位下方。“槽
糕，肯定是哪位乘客忘记了！”汪树军立刻
放下手中的扫把，拿出手机向公司领导报
告了情况。公司领导告诉汪树军，查看下
电脑包里是否有失主的联系方式。汪树军
打开电脑包，除了一台崭新的笔记本电脑
外没有任何联系方式。无奈之下，汪树军
只好先保管好电脑包，等待失主的电话，
可是一直等到收班回苏州宿舍都没有得到
回复。没办法，他只好将电脑包带回兴
化，并上交到公司。

而此时，丢失电脑的学生小王正忙着

收拾床铺上的行李，却一直没有发现丢失
了电脑包，直到吃过晚饭，继续整理学习
物品的时候才猛然发现电脑包不见了。所
有能找的地方，小王统统找了个遍，却始
终一无所获，小王立即将情况告诉了家
长。

苗女士接到儿子的电话后，初步断定
应该是落在班车上了。可是，经过这么长
时间，估计早被人家“捡”走了。抱着试
试看的心态，苗女士辗转找到大运公司运
调负责人王总的联系号码，王总在和苗女
士核对情况无误后，告诉苗女士孩子的笔
记本电脑正稳当当地保管在驾驶员汪师傅
那里，让她第二天到大运公司调度室领取
失物。当苗女士拿到失而复得的电脑时，
激动不已，握着汪树军不停地道谢：“原本
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还真找
到了，真是太感谢汪师傅了。”汪树军不好
意思地笑着说：“没事没事，这都是我们应
该做的。”

延伸的樱花大道、新铺的时尚木栈
道、扩建的立体种植园……3月19日上午，
记者走进钓鱼镇八尺沟村，优美的村庄环
境和生态美景令人心旷神怡，尤其是蓄势

待放的樱花更是让人期盼。
同行的村支书张明介绍，八尺沟村樱

花生态园共800亩，吸引客商种植樱花、樱
桃、套种中药材等，不仅收获了产业效

益，还带来民宿、农家乐的效益。有喜欢
调侃的村民们曾戏称张明是“花疯子”想
发“花财”。

前几年，八尺沟村启动村庄环境提升
工程，樱花大道成了重点打造项目之一。
村里通过能人捐助和“认领”方式，逐渐
修筑了通向村组和田间的4000米长、6米
宽的5条樱花大道，以及10亩的樱花种植园
北园，共栽植樱花9000株，成为远近闻名
的“樱花村”，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赏花游
客，较好地策应了我市方兴未艾的旅游经
济辐射。

张明告诉记者，为迎接今年的千垛菜
花旅游节，八尺沟樱花生态园新栽了2000
棵樱花树。结合通村公路建设，新建了
1300米的樱花大道。铺设了新颖别致的时
尚木栈道。现在是“万事俱备”，只待“花
开”。当记者与张明相约“八尺沟浪漫樱花
节”时，他高兴地说：“最美人间四月天，
浪漫樱花盛开的最好时间在清明前后，欢
迎朋友们来赏花。”

摸号选房
3月13日，我市开展2019年度

第一批保障性住房（经适房）公开

摸号选房活动，共组织兰悦家园30

套经适房房源供27户符合条件的家

庭选房。图为摸号选房现场。

陈友艳 梅立成 摄

陈堡镇
法律援助服务站揭牌

3月13日上午，陈堡镇“工会法律援

助服务站”正式揭牌。这是市总工会在第

4个乡镇（街道）劳动保障服务所挂牌组

建的法律援助服务站。冯兆宽 王显斌 摄

长安社区
垃圾分类在行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马琪琳 通讯员
陈 玺）为深入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工
作，努力提高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和改善
环境的积极性，3月12日上午，长安社区联
合市城管局开展“城管进社区——垃圾分
类志愿服务行”活动。

活动现场，宣传垃圾分类海报整齐排
列，志愿者们向居民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手
册、讲解垃圾分类常识，为居民们答疑解惑
并给大家赠送了分类垃圾袋。活动中，志愿
者们还走进小区，上门了解小区住户家中
生活垃圾分类的情况，同时还为他们讲解
了生活垃圾的分类类别、分类方式以及有
害垃圾的处理方法等。

便衣民警及时追回失物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马琪琳 通讯员

陈长华）近日，我市兴东镇居民严某（男，
47岁）于当天上午9时在市人民医院抽血
化验，误将手提包遗失在化验处，内有账
本、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物品，严某立即
至人民医院保卫处报警。

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便衣中队民警接
警后，立即赶赴现场，调阅监控。9时40分，
民警通过医院监控发现严某的包被一对老
年夫妻拿走，便立即组织队员在医院内寻
找这对夫妻，并于10时在医院东侧出口找
到了他们。民警详细询问情况后，对顺手拿
走严某包的王某（男，83岁）进行了批评教
育，并将手提包归还失主严某，严某对民警
及时找到失物表示非常感谢。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马琪琳 通讯员
陈长华）3月11日19时许，市公安局巡特警
大队巡逻中队巡逻至城区兴隆大酒店西侧
停车场时，发现一名女孩躲在一辆面包车
后排哭泣，民警上前询问得知，女孩朱某被
爷爷带到兴化吃晚饭，爷爷下车时误将其
锁在车内。

民警立即联系朱某爷爷。19时20分，
朱某爷爷赶来将孙女带走并对民警的及时
救助表示感谢。

女孩被锁车中
民警及时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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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污染防治攻坚战已进入关键阶

段，如何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让空气更清
新，天空更明朗，全国人大代表、兴达钢帘
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锦兰建议建立环境
保护长效机制，更好地巩固污染防治成果。

“近年来，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十
分重视，各级政府加大了环境保护力度，环
境质量不断改善。”不过，在调研中，刘锦
兰发现，一些地方在环境整治过程中出现了
一些不正常现象，比如，重整治轻教育、执
法人员素质跟不上、不注重机制建立搞一阵
风式的整治等等，这将会给企业生产经营和
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影响。

刘锦兰认为，为使环境保护法得到深入
持久的贯彻落实，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污染防治不能单纯依靠大规模的集中整治，
必须建立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建议将集中
性整治与常态化监管结合起来，利用现代科
技手段，增大污染监测密度，发现苗头及时
解决，不要等问题成了堆再采取超常手段。
同时，集中性整治也不能搞“一刀切”，要
根据污染程度的不同、主观与客观原因的不
同、治理方法的不同区别对待，对那些污染
严重、屡教不改的企业坚决采取关停措施。

“环境污染，绝大多数是环保意识问
题。”刘锦兰说，要将环保执法与环保普法

结合起来，采
用集中培训、
现场讲解等方
式，下功夫宣
传环境保护的
法律法规，做
到谁执法谁普
法，先普法后
执法，不断增
强公众的环保
意识。要将环
境整治与技术
服 务 结 合 起
来 ， 整 合 资
源 、 集 中 力
量，加大对企
业污染治理的
技术服务和指
导，不断提升服务水平质量，提高企业治污
能力。要将重点监管与全面监管结合起来，
做到“抓大也不放小”，既要突出重点管好
大企业，又要紧盯面广量大的小企业，确保
监管不留盲区和死角。

刘锦兰认为，治理污染要将局部地区整
治与全国统一整治结合起来，在紧抓重点区
域不放松的同时，做到全国治污一盘棋、一

把尺，坚持一个标准、同样力度，不能区别
对待，更好地发挥法律和政策的整体效应。
此外，要把治理污染与强化环保队伍建设结
合起来，加强对环保执法人员的教育与监
管，强化环保执法队伍作风能力建设，让他
们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更好地履职尽
责。

（潘荣进 叶桂华 翟紫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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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戴南镇召开2019年土地增减挂钩
复垦工作迎检布置会。镇长姚群印参加会议
并讲话。镇党委副书记李建龙主持会议。

会上，李建龙对土地增减挂钩复垦迎
检、2019年度土地占补平衡、全国第三次土
地调查等当前三项重点工作作了布置。要求
参会人员调高站位、明确重点、强化领导，
按时按质完成土地项目扫尾工作，确保一次
性通过验收。

姚群印就土地增减挂钩复垦迎检工作提

出了三个词六个字的要求：一是背景。增减
挂钩是争取土地指标、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切
实需要；是化解镇村债务、促进集体增收的
重要手段；是落实大走访大落实“新风行
动”、改善乡村面貌的务实举措。二是要求。
要不折不扣足额完成，高度重视，确保工作
到位；要抓紧抓实如期完成，对照任务表，
紧盯目标、加速冲刺；要坚持标准保质完
成，坚持量质并举，啃下硬骨头、打好攻坚
战。三是措施。强化任务攻坚。要思想再统

一、举措再务实、推进再有力，对标找差，
自我加压，全力推进工作。强化沟通对接。
各村要抓紧时间和业务部门对接，国土部门
要加强工作指导，确保顺利通过检查验收。
强化督查考核。从下周起，国土部门牵头，
会同农业农村、督查、纪委等部门，开展实
地工作督查推进。

姚群印还就人居环境整治、土散坟整
治、“大棚房”整治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许晨曦）

召开“两新”组织
党建重点工作布置会

为贯彻落实省委和市委2019年度“两
新”组织党建重点工作要求，近日，戴南
镇召开“两新”组织党建重点工作布置
会。

镇党委分管负责人领学了《关于建立
完善主题党日活动制度及制定主题党日年
度计划的通知》，并就党建重点工作进行
了布置。

会议结束前，该负责人就落实“两
新”组织党建工作的重点任务提出三点意
见：一是审时度势，深化认识，不断增强
做好“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紧迫感和使
命感；二是把握重点，精准发力，努力提
高“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有效性；三是
明确职责，牢记使命，确保“两新”组织
党建工作落到实处。

她希望各“两新”党组织和党务工作
者要忠诚履职、担当尽责，切实把责任牢
牢扛在肩上、任务紧紧抓在手上，真正以
一抓到底的决心、持之以恒的韧劲、务实
管用的举措，努力开创戴南镇“两新”组
织党建工作新局面，推动全镇党建工作实
现新突破。 （王晓荣）

戴南镇召开土地增减挂钩复垦工作迎检布置会

近日，戴南镇规划建设局第二党支
部相关负责人带领10位绿化管护人员，
前往陈兴泰革命烈士陵园，义务对树木
进行修剪，并补植了一些树木。烈士陵
园树木的管护工作平常由裴马村负责，
为了让社会各界人士在整洁、优美、肃
穆的环境中开展祭扫活动，他们组织了
这次义务劳动。 戴 新 摄

图为刘锦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留影。

信用让消费者更放心——

戴南镇举行“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日前，戴南镇在家得乐购物广场举行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广场宣传活
动。戴南镇镇长姚群印，副镇长、镇社会
事业局局长朱静霞及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出
席活动。

姚群印在讲话中指出，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迅速行动起

来，以“信用让消费更放心”为主题，继续
广泛深入地开展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
主的法律法规宣传，逐步提高广大消费者依
法维权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识假辨假能力，进
一步加大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切实
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戴南镇高水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一个放心消费环境。

活动现场，姚群印向泰州市文明诚信市
场――戴南家居广场负责人陈松授牌；朱静
霞向第四届江苏省“诚信之星”李娟颁发证
书。

各相关部门现场设点，向广大群众发放
宣传资料，接受咨询。

（钱 晴 丁新国）

图1 姚
群印向泰州
市文明诚信
市场――戴
南家居广场
授牌。

图2 朱
静霞向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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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费城教育代表团
来戴南中学访问交流

近日，戴南高级中学迎来了远道而
来的美国客人。他们是：美国费城教区
主管Janet Anne Dollard女士，费城教
区国际交换生办公室 Mi Jung Son、
Soo Yeon Hwang 两 位 女 士 ， Lans-
dale Catholic 高中校长 Aisling Ardiff
女 士 ， Coventry Christian 校 长 John
Mark Niehls先生组成的代表团。

双方人员在行知楼会议室会面洽
谈。首先，市教育局分管负责人代表市
教育局对费城教育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
示欢迎。学校负责人围绕学校概况、办
学理念、学生社团活动、学校国际合作
等四方面对学校情况作了介绍。费城教
区主管Janet Anne Dollard女士代表来
宾感谢戴南中学的热情接待，并介绍了
代表团此行主要目的，同时表示希望与
戴南中学加强合作与交流。费城Lans-
dale Catholic 高中校长 Aisling Ardiff
女 士 、 Coventry Christian 校 长 John
Mark Niehls先生分别介绍了各自学校办
学规模、招生规模、管理模式及升学方
向。互动环节，双方探讨了学生之间的
交流和教师之间交流访问的可行性、合
作办学模式的可行性。 （戴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