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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做好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袁良好习惯
要保持

1.勤洗手遥 要把肥皂渊洗手液冤和流动水或
含有酒精的免水洗手液洗手遥

2.不要用脏手触摸眼睛尧嘴巴尧鼻子遥
3. 咳嗽或打喷嚏用纸巾或用臂肘遮挡口

鼻遥
4.提倡分餐袁使用公勺公筷遥
5.室内经常通风袁定期进行清洁消毒遥
二尧做好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袁个人防护

不放松
1.少聚集院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遥
2.一米线院与人保持一米社交距离遥
3.戴口罩院乘公共交通工具或在人群密集

场所应按规定佩戴口罩遥
4.健康码院公共场所主动出示健康码袁配

合体温监测遥
5.查核酸院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袁积极配合

核酸检测遥 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袁及时就医遥
三尧做好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袁农贸市场

顾客要注意
1.按要求佩戴口罩遥
2.主动接受体温检测遥
3.保持一米社交距离遥
4.优先采用扫码付费遥
5.离开市场后应及时进行清洁消毒双手遥
四尧做好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袁农贸市场

从业人员要注意
1.每日自我健康监测遥
2.按要求佩戴口罩尧手套尧穿工作服上岗遥
3.注意与顾客保持距离遥
4.注意手卫生尧勤洗手遥
5.出现发热尧咳嗽等症状袁立即报告并及

时就医遥
五尧做好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袁倡导文明

健康饮食新风尚
1.健康饮食尧爱惜粮食遥
2.提倡分餐尧使用公勺公筷遥
3肉类及海产品烧熟煮透遥
4.不食用野生动物遥
六尧做好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袁履行野健康

第一责任人冶职责
1.学习健康知识遥
2.做好健康监测遥
3.增强社会责任感遥
4.科学防控袁不紧张尧不松懈遥
七尧做好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袁人人谨记
讲科学尧严防控
勤洗手尧常通风
戴口罩尧一米线
用公筷尧健康码

秋季如何护理肌肤呢钥
1.皮肤保湿院秋季应以使用保湿补水的护肤品为主袁可以使

用一些保护皮脂膜尧抗炎抗氧化的植物提取物产品遥 在保护野面
子冶的同时袁不要忘记身体肌肤也需要爱护袁每次洗完澡之后使
用滋润型的身体乳袁 可以减少因皮肤干燥引起的各种皮肤症
状遥

2.注意防晒院此时的太阳虽没有夏天那样毒辣袁但也不能尽
情在阳光下撒欢遥 夏季日头虽烈袁但由于湿度大尧云层厚袁还能
遮挡一部分紫外线袁相比较之下秋季更应该注意防晒遥 除了物
理防晒袁可选用 SPF稍低的防晒霜袁在外出前半小时使用即可遥

3.唇部护理院除了肌肤护理袁唇部保养也是不容忽视的遥 秋
天气候干燥袁身体容易缺水袁唇部裸露在外袁且此处皮肤较脆
弱袁且没有皮脂腺分泌油脂来保养唇部袁更需要清洁和保湿遥 首
先袁不要舔舐嘴唇尧撕扯死皮袁以免越舔越干引起唇炎遥 在多喝
水补充维生素的前提下袁使用一些具有保湿功效的唇膏遥 此外袁
女孩子在使用唇彩之后更要注意唇部护理袁及时卸妆袁并使用
滋润型唇膏养护遥

4.中医提出野春夏养阳袁秋冬养阴冶袁秋季应该注意养护人体
之津液袁不要过多做剧烈运动袁以免耗伤阴液曰多喝水袁补充水
分曰饮食上不宜过食辛辣温热之品遥 中医强调整体观袁整体调摄
得当袁自然会拥有好气色遥

尽管秋风萧瑟袁时感悲凉袁但仍需调整好心情袁做好防护袁
相信你会收获美丽与幸福遥 来源院学习强国

1. 父母曾被诊断有骨质疏松或曾在轻摔
后骨折钥
2.父母中一人有驼背钥
3.实际年龄超过 40岁钥
4.是否成年后因为轻摔后发生骨折钥
5.是否经常摔倒 (去年超过一次)袁或因

为身体较虚弱而担心摔倒钥
6.40 岁后的身高是否减少超过 3cm 以

上钥
7. 是否体质量过轻钥 渊BMI值少于 19kg/

m2袁用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的平方即可计
算出 BMI值冤
8. 是否曾服用类固醇激素连续超过 3个

月钥
9.是否患有类风湿关节炎钥
10.是否被诊断出有甲状腺功能亢进或是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尧1型糖尿病尧 克罗恩病
或乳糜泻等胃肠疾病或营养不良钥

11. 女士回答院 是否在 45岁或以前就停
经钥
12.女士回答院除了怀孕尧绝经或子宫切除

外袁是否曾停经超过 12个月钥
13.女士回答院是否在 50岁前切除卵巢又

没有服用雌/孕激素补充剂钥
14.男性回答院是否出现过阳萎尧性欲减退

或其他雄激素过低的相关症状钥
15.是否经常大量饮酒 (每天饮用超过两

单位的乙醇袁相当于啤酒 1斤尧葡萄酒 3两
或烈性酒 1两)钥
17.目前习惯吸烟袁或曾经吸烟钥
18. 每天运动量少于 30分钟钥 (包括做家

务尧走路和跑步等)
19.是否不能食用乳制品袁又没有服用钙

片钥
20. 每天从事户外活动时间是否少于 10

分钟袁又没有服用维生素 D钥

强健骨骼 远离骨折
国际骨质疏松症基金会（IOF）
骨质疏松症风险一分钟测试题
国际骨质疏松症基金会（IOF）
骨质疏松症风险一分钟测试题

上述问题
只要其中有一题回答结果为野是冶
提示存在骨质疏松症的风险
建议进行骨密度检查
什么是野骨质疏松症冶钥

骨质疏松症是由于骨量减少袁 骨微结构破坏袁
骨的脆性增加袁 容易发生骨折的一种全身性骨病遥
常见症状有腰背酸痛袁身高缩短尧驼背袁容易骨折袁
呼吸功能减退袁牙齿松动尧脱落尧牙体松脆折断袁疲
乏无力遥 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不愿意出门尧不愿意
交流等抑郁症状遥

骨质疏松症偏爱哪些人？
骨质疏松症通常是悄无声息地进行袁 以下人

群袁更应该提前开始保护骨骼遥
女性 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袁可能会因为卵巢

功能衰退袁雌激素减少袁加速骨量丢失遥
中老年 骨质减少风险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增

大遥
有不良嗜好者 比如爱吸烟尧酗酒尧过多饮用

咖啡和碳酸饮料遥
骨架小的人 小骨架的人天生骨量少袁罹患骨

质疏松症的年龄可能会更早遥
缺乏运动者 运动是防止骨丢失的一个重要

措施遥平时运动少的人袁肌肉强度会减弱袁骨量也会
减少遥

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者 糖皮质激素会促进
蛋白质的分解袁增加钙尧磷的排泄袁抑制成骨细胞活
性袁引起骨质疏松遥

缺晒一族 日照时间不足袁在体内转化的活性
维生素 D相应减少袁易导致骨质疏松遥

慢性肾病等患者 甲亢尧干燥综合征尧多种慢
性肾脏疾病导致的肾性骨营养不良袁 以及胃肠疾
病尧血液系统疾病尧神经系统疾病尧器官移植等都可
能引起骨质疏松遥

维生素缺乏者 缺乏维生素 C等袁骨骼也容易
提前变野糠冶遥

如何预防骨质疏松症？
戒烟戒酒 吸烟增加血液酸度袁 使骨质溶解遥

过多饮酒会导致溶骨的内分泌激素增加遥
不喝咖啡尧碳酸饮料 咖啡里的咖啡因可使钙

质从尿液中丢失袁 碳酸饮料可加速骨量的流失袁最
好不喝遥尤其是幼儿袁一定不要把碳酸饮料当水喝遥

足量的科学运动 年轻人可以做些强度高的
运动袁如跳绳袁每周 3-6天袁每天跳跃约 50次袁离地
约 8公分曰慢跑袁每周至少 2-3次袁每次 20分钟袁不
必追求速度遥 老年人选择快走袁每周 3天袁每天 45-

60分钟袁可以快走尧慢走交替循环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
对于已有骨折风险的人袁则应避免跳跃尧脊椎前弯尧
搬运重物遥

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D 牛奶是含钙丰富且
吸收率非常高的补钙食物袁 建议每天喝液态奶 300
克遥 除此之外袁绿叶蔬菜尧三文鱼尧沙丁鱼尧奶酪尧豆
腐也含有钙遥 维生素 D能促进肠道钙吸收袁减少肾
脏钙排泄遥 蛋黄尧蘑菇尧瘦肉尧海产品尧动物肝脏尧坚
果等富含维生素 D袁可适量摄取遥

晒太阳 90%的维生素 D是依靠阳光中的紫
外线照射后袁通过自身皮肤合成的遥 晒太阳最好选
择早上 10点前尧下午 4点后的阳台或空旷场所遥 春
秋季每天坚持晒太阳 20~30分钟袁夏季每天晒太阳
5~10分钟袁冬季每天晒太阳 30~60分钟遥

这些常见误区如何“破”？
骨质疏松症不是疾病袁是一种自然现象
骨质疏松症通常被称作野沉默的疾病冶袁会在不

知不觉间发生尧发展袁直到意外出现骨折后才被人
重视遥20%髋部骨质疏松骨折患者袁在骨折后 1年内
会发生死亡袁50%骨质疏松骨折后会遭受第二次骨
折袁再骨折次数风险率以野指数级冶增长遥

骨头汤可补钙
动物骨头里虽然含有钙袁但很难溶于水袁并不

能解决骨质疏松患者补钙的需要遥而且骨头汤里含
有大量脂肪袁还可能引起其他健康问题遥

治疗骨质疏松症最好的办法就是补钙
单纯补钙袁并不能使骨质疏松症好转遥 只有药

物与补钙相结合袁才能有效治疗骨质疏松症遥

温馨提醒：
* 儿童尧青少年时期袁应通过合理的膳食营养尧

适当的体育锻炼将自身的骨量达到最大峰值遥
* 40岁以上人群袁应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测袁尤其

是绝经后的女性袁并遵医嘱补充维生素 D及钙剂遥
* 年过 50的人群袁如突然出现背部疼痛袁最好

去医院检查遥
* 有骨质

疏松症患者
的家庭袁应加
强 防摔 尧 防
碰尧 防绊尧防
颠等措施袁如
在床边增加
护栏 袁 卫生
间尧换鞋处装
扶手袁浴室放
置防滑垫等遥

秋季如何护理肌肤？

肝脏作为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袁具有
强大的功能袁而肝病却是国人的高发病和
常见病袁如肝炎尧脂肪肝尧肝硬化尧肝癌
噎噎

常听到这样一句话院野肝病都是拖出
来的冶遥 对于肝病袁 大多数人都是后知后
觉遥

由于很多人平时并不注意对肝的保
护袁再加上肝的特殊野体质冶袁以至于肝病
被发现时已经是重症状态了遥

那么袁肝不好有什么症状钥 该注意些
什么钥 又有哪些行为会对肝脏造成损害钥

肝在人体是怎样的存在？有哪些
功能？

正常成人肝脏重量约 1.5kg袁 大小约
为 26cm伊15cm伊6cm遥

野硬件冶过硬院肝脏的一大特点是有强
大的再生能力遥

野软件冶绝佳院肝脏拥有 500 种功能袁
可以 24小时不眠不休有序地进行几百种
化学反应袁且只需动用 25%的肝功能遥

但肝脏的强大袁并不意味着它一直坚
如野磐石冶遥

由于肝脏上没有痛觉神经分布袁因此
面对身体里的毒物袁肝脏就像一个没有感
情的野杀手冶袁让人体难以察觉到轻微的肝

脏损伤遥
当然袁这并不完全是一件好事儿遥 因

为一旦察觉到不大舒服的时候袁肝脏可能
已经太野累冶了遥

肝脏的负担有多重？

酒

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院任何一滴酒
都会对身体产生伤害遥我国有 4%~6%的人
患有酒精性肝病袁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
国人的肝脏正在承受着酒精带来的侵害遥

酒精主要在肝脏中代谢袁先后在两种
酶的作用下转化为乙醛和乙酸袁最终以二
氧化碳和水的形式排出体外遥 然而袁大部
分亚洲人先天缺乏这两种酶袁会让代谢过
程卡在某个阶段袁而这些代谢产物大多会
产生毒性反应遥

过多的酒精对肝脏的损伤在初期表
现为脂肪堆积袁 也就是酒精性脂肪变性遥
而后出现炎症导致肝细胞坏死袁出现肝功
能的异常遥

当肝再生速度追赶不上坏死的速度
时袁肝脏开始产生纤维组织填充坏死肝组
织袁形成肝硬化甚至发展为肝癌袁会对身
体各个系统进行野暴击冶袁可能会出现门静
脉高压症尧肝性脑病尧肝肾综合征等疾病遥

脂 肪

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曳推荐成人食用油
摄入量为每天 25-30g遥而国人人均食用油摄
入约为 42克/天袁大幅超标遥 美食美则美矣袁
伴随而来的健康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遥

肝脏是身体的糖尧蛋白质尧脂肪三大
营养物质的代谢中心遥 通常来说袁食物被
胃肠道消化吸收后袁其中一部分被运送到

肝脏进行代谢袁转变成人体可以利用的营
养素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肝脏再强大的储备能
力也是有上限的遥 如果长期高脂肪饮食袁
超过肝脏的处理能力袁 脂肪不能被及时
代谢而积蓄在肝细胞内袁 就有可能形成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袁 肝脏的健康就受
到了威胁遥

药 物

俗话说野是药三分毒冶袁很多药物都有
潜在的肝毒性遥 正常情况下袁肝脏是有名
的解毒高手袁它参与了药物代谢袁能分解
有毒物质遥

当超过肝脏所能承受的能力时袁药物
会对肝脏造成一定的损伤袁在医学上的术
语叫做野药物性肝损伤冶袁表现为各种急慢
性肝病袁但由于无特异性临床表现袁可能
会被误诊或漏诊遥

药物性肝损伤较轻的话停药后可恢
复袁较重者可能危及生命遥 因此袁用药一定
要遵医嘱袁切忌盲目用药遥

肝不好会有哪些症状？

由于肝脏有较强的代偿能力袁因此早
期肝损伤无明显的症状袁或仅表现为食欲

稍差袁消化不良袁轻度乏力袁睡眠稍差等遥
当肝功能无法代偿时袁则会出现严重

的并发症甚至威胁生命袁 包括脾功能亢
进尧腹水尧癌变尧肝性脑病尧继发感染袁食
管尧腹壁静脉曲张破裂所致大出血袁甚至
休克等遥 毒素进入大脑袁导致头晕尧智力减
退尧性格改变袁甚至昏迷遥 而想治好晚期的
肝硬化袁唯一的办法就是肝移植遥

肝不好要注意什么？

综上可知袁保护肝脏一定要遵守以下
原则院

第一袁忌酒袁饮酒没有野适度冶一说袁任
何一滴酒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遥

第二袁饮食均衡袁营养足够但不过量袁
控制脂肪摄入量遥
第三袁作息规律袁睡眠充足袁坚持锻炼遥
第四袁合理用药遥
第五袁重视预防接种袁做好定期体检遥

按计划给小宝宝接种乙肝疫苗袁乙肝高危
感染风险或特殊岗位的成年人及时补种
乙肝疫苗遥 渊本文专家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医学博士孟尧冤

肝病都是拖出来的？有哪些症状？ 提及秋天袁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字就是燥遥皮肤
作为我们机体与外界接触的第一道屏障袁 会先受到
影响遥
秋燥理论源自叶黄帝内经曳袁刘完素在叶素问玄机

原病式曳中提出野诸涩枯涸袁干劲皴揭袁皆属于燥冶的
燥病总纲袁 至明末清初喻嘉言于 叶医门法律曳野秋燥
论冶篇中明确提出了野秋伤于燥冶遥 中医认为燥气属
金袁与人体肺尧大肠相应袁燥性干涩袁易伤津液袁受到
燥邪侵袭袁会出现皮肤干燥甚至皲裂袁同时也会因失
于濡养而出现瘙痒尧脱屑遥
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袁秋季昼夜温差较大袁气温

逐渐下降袁皮肤血管收缩袁我们的皮脂腺汗腺分泌功
能降低袁由于皮脂膜功能异常袁使得皮肤水分不断丢
失袁皮肤干燥脱屑袁并且影响皮肤屏障功能袁使抵抗
力下降袁出现各种皮肤问题遥

伊

伊

伊

月 日世界骨质疏松日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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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工作学习生活在盱眙的居民
们袁 各位长期以来关心关注支持盱
眙发展的朋友们院

野十四五冶时期渊2021~2025年冤袁
是盱眙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基础上袁 全面开启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尧 努力把盱
眙打造为南京都市圈北翼绿色增长
极袁建设成创新创业的活力盱眙尧宜
居宜游的美丽盱眙尧 向上向善的文
明盱眙尧 有滋有味的幸福盱眙的关
键阶段遥 为高起点尧高水平尧高质量
谋划盱眙野十四五冶发展袁进一步集
聚各方智慧尧汇聚发展力量尧凝聚广
泛共识袁 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尧幸福感和安全感袁特开展野建言
耶十四五爷尧 建设新盱眙袁 我为盱眙
耶十四五爷规划献一策冶活动遥

一尧活动内容
围绕盱眙野十四五冶经济社会

发展重大问题开展建言献策遥 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领域院 科技创新尧产
业转型尧就业创业尧民生改善尧提振
消费尧社会和谐尧生态环保尧基础设
施尧文化发展尧区域协调尧城市建
设尧乡村振兴尧深化改革尧开放合
作尧防范风险遥

二尧活动时间
发布公告日起至 2020年 11 月

30日 24时遥
三尧活动要求
1援 社会各界可围绕上述某个方

面建言献策袁也可就我县野十四五冶
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具体方面
提出意见建议遥

2援 建言献策应符合国家方针政
策和法律法规要求袁切合盱眙实际袁
具有较强针对性遥

四尧参与方式
1援网络留言院方式一院登录盱眙

县政府网站袁点击野互动冶进入野意见
征集冶袁点击野我为盱眙县耶十四五爷

规划建言献策冶进入问卷调查袁直接
留言遥 方式二院 登录盱眙县政府网
站袁点击左上方图片袁进入野建言耶十
四五爷袁建设新盱眙袁我为盱眙耶十四
五爷规划献一策冶的页面袁点击下方
野前往建言献策冶按钮袁直接留言遥

2.微信留言院搜索并关注野盱眙
发布冶公众号袁进入野盱眙耶十四五爷
建言冶栏目后直接留言遥

3援 电子邮件 院xyfgwsjx@126.
com袁主题请注明野建言盱眙耶十四
五爷规划冶字样尧姓名尧联系方式遥

4援来信邮寄院盱眙县企业服务大
厦 11楼 1110室袁 盱眙县发改委规
划科袁邮编 211700袁来信请注明野建
言盱眙耶十四五爷规划冶字样尧姓名尧
联系方式遥

五尧评比奖励
1援 县发改委不定期对公众建言

择优在叶盱眙日报曳专栏中刊出袁并
在盱眙县政府网站上同步发布曰优

秀建言者将颁发荣誉证书遥
2援活动结束后袁县发改委将组织

专家进行评选袁设一等奖 3名渊奖励
现金 1000元冤尧二等奖 5名渊奖励现
金 600元冤尧三等奖 10名渊奖励现金
300元冤袁另设参与奖 50 名渊奖励现
金 100元冤袁共计 14000元遥 评选结
果在盱眙县政府网站和叶盱眙日报曳
上发布遥

六尧成果运用
对于优秀建言袁县发改委在野十

四五冶 规划纲要和各重点专项规划
编制过程中予以吸收转化遥

开启新征程的盱眙需要您的关
心支持袁 高质量发展的未来让我们
携手前行尧共同见证遥 诚挚地邀请您
为盱眙野十四五冶发展建言献策袁期
待和感谢您的热忱参与浴

盱眙县人民政府
2020年 10月 20日

关于开展盱眙县“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活动的公告

本报讯 近日袁 省农科院副院
长孙洪武一行来到黄花塘镇实地调
研桑黄菌项目和稻虾共生示范基地
建设发展情况袁 并就黄花塘镇现代
农业产业发展进行座谈交流遥

调研岗村社区桑黄菌项目时袁
孙洪武详细询问了项目的产量尧技
术尧人员尧管理模式等基本情况袁他
指出袁要重视科技人才的作用袁继续
加深与省农科院技术合作遥 作为村
企合作项目袁 要充分发挥企业的示
范引领作用袁帮扶群众学经验尧学技
术尧开眼界袁带强当地产业发展袁带
动周边群众致富遥

在芦沟社区稻虾共生示范基
地袁孙洪武考察了田间生长情况遥 他
指出袁优质生态产优质稻米袁要依靠
农业科技实现科学绿色种养袁 以农
业科技创新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遥

座谈会上袁 该镇主要领导介绍

了黄花塘镇农业发展基本情况袁从
科技引进尧人才招引尧资金投入尧群
众参与尧 生态建设等方面阐述了当
前农业发展的困境和未来发展思
路袁希望双方加强深度合作袁在打造
品牌农业基础上袁做好活力农业尧创
新农业遥

孙洪武对黄花塘的发展成效尧
发展态势尧 发展热情表示充分的肯
定遥 他指出袁黄花塘拥有红色资源尧
绿色食品袁建设农业现代化袁要实现
科技现代化袁 加强农业和科技的融
合遥 省农科院将与黄花塘开展全方
位尧整体性合作袁依靠科技袁将黄花
塘打造成苏北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高地尧乡村振兴典型遥 黄花塘宣

省农科院领导到黄花塘镇为农业产业发展“把脉问诊”

10 月 20 日是世界骨
质疏松日袁今年中国主题是
野强健骨骼袁远离骨折冶遥 当
天上午袁县人民医院组织多
学科医疗专家在门诊大厅
举行便民义诊活动袁为就诊
市民健康体检袁普及骨质疏
松症的防治知识遥

通讯员 刘义云摄

本报讯 10月 20日上午袁市委常
委尧 政法委书记赵洪权率队来盱调研
考察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袁县
委常委尧政法委书记郑海梁陪同调研遥

赵洪权一行先后来到县宪法主题
公园尧司法局太和司法所尧宪法馆尧盱
城街道五墩社区等地袁 详细了解了我
县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尧社区矫正尧
法律援助等工作情况袁 并与基层司法
行政工作人员尧 律师代表等进行深入
交流袁 对我县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遥

在县宪法主题公园袁 赵洪权认为
我县普法领导有力尧普法氛围浓厚尧普
法形式灵活多样尧普法成效明显袁对我
县以宪法主题公园法治文化建设为载
体袁借助法治文化长廊尧石刻尧宪法宣
誓台等特色鲜明的法治阵地进行宣传
表示赞赏袁 并就普法工作提出了建议
和意见遥 他要求我县要加大法治宣传
力度袁大力弘扬宪法精神袁不断增强全
民法治意识袁全面营造尊崇宪法尧学习
宪法尧遵守宪法尧维护宪法尧运用宪法
的浓郁法治文化氛围遥

在县宪法馆袁赵洪权仔细查看了
法治文化阵地总体布局尧 宣传载体
和宣传内容袁 详细了解了法治文化
阵地建设整体情况袁 对我县把 野宪
法冶野全面依法治国冶 等法治元素融
入到群众生活的宣传方式表示肯
定遥 他指出袁法治文化宣传内容要贴
近群众生产生活袁突出实效性袁让群
众能够近距离感受法治文化和法治
精神袁 潜移默化地接受法治文化的
熏陶教育遥

在县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和

社区矫正中心袁 赵洪权详细了解了法
律服务各业务窗口的设置和基本功
能袁 实地查看了公共法律服务大厅规
范化建设尧功能布局等情况遥 他强调袁
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是全面依
法治国尧 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需求袁 是完善国家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的重要途径遥 要进一步加
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步伐袁
进一步健全网络尧整合资源袁确保公共
法律服务渠道畅通遥

融媒体记者 丁菲

本报讯 为推动金融助力园区建
设和发展袁 引导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
济袁10月 20日上午袁市银保监局野盱眙
县信贷融资咨询顾问组冶 揭牌仪式举
行遥 县委副书记尧代县长孙志标袁市银
保监局局长刘旸袁 市银保监局副局长
陆安庆袁县委常委尧盱眙经济开发区党
工委书记陈秉鑫袁 副县长王长俊等领
导尧嘉宾出席揭牌仪式遥

仪式上袁孙志标尧刘旸共同为野盱
眙县信贷融资咨询顾问组冶揭牌曰陆安
庆介绍了 野盱眙县信贷融资咨询顾问

组冶的工作思路遥
陈秉鑫表示袁市银保监局野盱眙

县信贷融资咨询顾问组冶 的成立袁进
一步搭建了政银企对接平台袁提升了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尧 有效
性袁县金融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好融
资咨询顾问组这个平台袁积极为金融
机构和企业牵线搭桥袁促进银企开展
更紧密尧更广泛的交流合作遥 各金融
机构要不断增强主动服务意识袁创新
金融服务产品遥 各企业要迎难而上袁
大力推动生产袁加快组织创新尧技术

创新尧市场创新袁实现企业更好更快
地发展遥

仪式结束后袁 与会领导一同参观
了野盱眙县信贷融资咨询顾问组冶办公
室遥 据了解袁野盱眙县信贷融资咨询顾
问组冶 是由市银保监局从各银行机构
挑选出的优秀信贷人员和一名首席顾
问组成袁 同时选派一名银行机构监管

部门负责人进行政策指导遥 下一步袁顾
问组将积极主动地为政府和我县广大
中小微企业尧 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政策
支持和信贷融资咨询帮扶袁 配合政府
部门落实融资纾困帮扶措施袁 提高融
资帮扶工作质效袁 帮助我县企业实现
健康尧高质量的发展遥

融媒体记者 万雨凡 林昌森

市领导来盱调研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

本报讯 农房改善事关民生福
祉袁让农民群众住上好房子尧过上好日
子是党和政府的责任和义务袁也是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遥 今年以
来袁 我县坚决贯彻落实省市决策部署袁
强化组织推进尧聚焦项目建设袁全力做
好农房改善这一造福桑梓的野必答题冶遥

位于管仲镇的姬庄小区袁是市重
点建设的农房改善项目袁可安置农户
258户袁惠及人口约 1300人遥 目前该
小区 9栋住宅已全部完工袁正在进行
绿化尧硬化尧亮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袁所
有工程将于本月底完工遥 9月 30日袁
该镇共有 38户村民领取了钥匙袁喜
拿新房袁在双节前为群众送上了最好
的野节日礼物冶袁王咀村村民程小龙正
是这一批村民当中的一员遥 10月 13
日上午袁 记者再一次来到该小区时袁
程小龙夫妻二人正在新房里商量怎
么装修新房袁对于这 118平方米新住
宅袁他很是满意遥

科学规划是最大的效益遥为此袁我
县一方面邀请高水平的设计团队袁从
项目选址开始就深入实地调研袁 小到
阳台面积尧楼梯宽度袁大到户型朝向尧
建筑风格袁积极听取群众意见袁尽最大
努力让农民群众告别分散式的砖瓦
房袁住上现代化的新式小区住宅遥

黄花塘镇桃源小镇项目一尧二期
规划安置 480余户袁 目前已经入住
360 户袁三期规划建设 136 套袁采用
新中式设计风格袁 采取统规代建模
式袁实行集体土地产权安置遥 该小区
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到农民群众的生
活习惯袁 在每户门口预留一小块空
地袁这样不仅让入住农户拥有了城市
化的生活条件袁闲暇时还可以在空地
种些瓜果蔬菜遥
我县 13个镇街计划改善 3472户

农民群众住房条件袁 目前已锁定改善
对象 3412户袁占比达到 98.27%遥12个
涉农镇街共有在建农房改善项目 26
个袁部分主体已经封顶袁相关基础配套
正在抓紧进场施工遥 对于进城入镇购
房的农户袁还进行了补贴袁目前已申报第一批 1150户农民群众
购房和契税补贴专项资金 4300余万元遥

在农房改善过程中袁县尧镇尧村三级联动袁通过开展农房
改善百日会战活动袁成立了工作专班袁现场办公袁加强督查力
度袁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袁努力让农民群众早日住上安心房尧暖
心房尧放心房遥

我县还成立了搬迁农户进城入镇购房服务中心袁设立了
接待室和电子展示大厅袁 循环播放房源信息和购房补贴政
策遥 广泛印制 叶盱眙县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购房指引手
册曳袁并开通野盱眙农房改善冶微信公众号袁发布各式房源遥 服
务中心用最真诚的服务袁切实提升了群众满意度遥

让农民群众住上新房子袁不是领取了钥匙就算农房改善
工作的终点袁我县还将做好野后半篇文章冶袁聚心聚力服务群
众袁保障农房改善工作稳步有序推进袁让农民群众住上好房
子袁过上好日子遥 融媒体记者 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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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银保监局“盱眙县信贷融资咨询顾问组”揭牌仪式举行
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袁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尧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