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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飘飘党旗飘飘

曹燕妮 施长春 徐良观

“呜呜！”警报声响
起！“二车间着火了！”只
见车间门前浓烟滚滚，
火势迅速蔓延。

“ 各 车 间 人 员 紧 急
疏散！”“公司应急救援
人员立即出动！”现场负
责人连续下达指令，应
急救援工作有序展开。
各车间负责人带领本车
间职工紧急疏散到公司
篮球场；两名身穿应急
救援服装的消防人员立
即赶到现场，娴熟地打
开水龙头，巨大的水柱
射 向 着 火 点 。 不 一 会
儿，伴随着“呜呜呜”鸣
笛声，镇应急救援消防
车开到现场，队员们拉
开水龙头带子，端起水

枪立即投入灭火战斗。
滚滚烟雾中，伤员被抬
出车间，抬上镇卫生院
的救护车，医护人员对
这名烫伤人员进行生命
体征监测、心肺复苏，让
他保持呼吸道通畅，并
对烫伤创面进行冷敷处
理。另一边，车间大火
被扑灭。

这是今年以来南沈
灶镇在企业举办的第一
次政企联合应急救援演
练。通过本次逃生自救
及灭火技能演练，增强
了职工们的消防安全意
识，让大家对消防疏散
的要领、意外情况的配
合等相关知识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对保护自身
安 全 有 了 更 深 切 的 体
会。

政企应急演练
提高协同救援能力

记者 金莉莉 文/图

他是一名有着近二
十年党龄的党员，也是一
名年轻的社区当家人。
东台镇党委宣传干事，新
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
会主任慕卫为用行动践
行初心，深受群众好评。
在成为新海社区当家人的
一年多时间里，做事果断、
雷厉风行，不怕苦、敢担当
是社区居民对他的评价。

在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二楼，一面鲜红的锦旗
放置在活动室一角，锦旗
上写有“替民解难 为民排

忧”字样，落款时间是今
年4月份。原来，社区四
组的一位居民前几年和
丈夫离婚，家中一处房屋
的归属迟迟没有定论，双
方持不同意见，一直没谈
妥。了解到事情的前因
后果，慕卫为不厌其烦地
进行调解，和工作人员跑
了近十趟，终于促成和
解，并邀请相关部门一起
到场，依法依规进行了合
同、声明等签署，圆满地
解决了这件事。

在慕卫为的办公桌
上，一沓整齐的材料纸上
面，一只蓝色的香囊很是

显眼。这是今年端午节
前一天，社区组织开展的

“巧手做香囊、喜迎端午
节”活动中，他和居民一
起制作的成品。活动邀
请了二十多名居民一起
进行艾草香囊的制作，共
同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近年来，新海社区结
合传统佳节，组织开展诵
读、演讲等活动，邀请驻区
单位与居民举行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活动。同时，定
期在市民广场、社区幸福
小广场、滨河风光带广场
组织居民开展太极拳、广
场舞等活动。去年底，社
区被评为江苏省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十百千”工程示
范单位。“夕阳美、社区情”
等关爱老人的系列举措，
也进一步扩大了社区党组
织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对于社区里有需求的
家庭，尤其是家庭困难的
老人和儿童，慕卫为总是
多一份留意和关心。居民
陈奶奶带着孙女生活，没
有固定工作，如今孙女外
出求学，老人打算把在农
贸市场附近的住房腾出房
间来出租，可是进出交通
不是很方便，影响了出
租。他了解情况后，主动
作为，帮助对进出口进行
疏通，房子很快租了出
去。这让六十多岁的陈奶
奶感动于心。

去年台风“利奇马”
期间，狂风暴雨袭击我市
各地，从党员干部到普通
群众，全市上下众志成城
投入到抗灾抢险中。身
为党员干部的慕卫为自
然而然冲在了第一线。
他在深夜，带人冒着暴

雨，到一中沟住家船上，
及时动员老人安全转移
到子女家中。

在慕卫为看来，作为
社区当家人，让人放心是
一种责任一种担当。随着
创文工作的推进，慕卫为
时常六点多便到工作岗
位，台城二十多个社区，新

海社区的创文成绩始终处
于前几名。一位在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办事的居民朱
女士说得最多的话就是

“我们信任社区，我们信任
你”。这信任背后，是以慕
卫为为首的社区一班人的
不懈努力。

慕卫为：社区“当家人”居民“暖心人”

本报讯（记者 许翰
文 通讯员 彭海琴 智
文）连日来，许河镇20个
村全线出击，累计出工
2100余人次，出动打捞船
只190余次，全面清理河
道内的水秧花、水葫芦等
水生植物及水面垃圾，确
保河道安全、清洁、畅通。

今年以来，该镇健全
管护机制、落实推进措
施、严格督办整改，进一
步促进河道水质提升。
加强组织领导，深入协调
部署，进行巡河调研，开

展河道水面管护插旗竞
赛。广泛宣传保护河道
水环境的重要性，引导沿
河单位和村民积极参与
到河道管护中来。深入
推进河长制工作，成立河
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建立
健全河长网格，强化河段
管治。各村对所属河段
进行常态化巡查，认真开
展河道保洁，对辖区内河
道的水生杂草、水面垃圾
及漂浮物等进行集中整
治，并清除沿岸垃圾，不
断提升全镇水环境质量。

许河镇持续加大
河道管护力度

6 月 28 日，东台镇金墩社区开展“党建引领同心圆、携手共创文明城”主题活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发放政
治生日贺卡、志愿者文艺演出等，党群同台高歌新时代，喜迎“七一”放飞幸福情。 邹鹏安 章海南 摄

本报讯（吴凯 朱霆）日前，梁垛镇
与东台农商银行共同举办支持小微企
业发展银企对接会。会上，该行对金
融产品及服务情况进行介绍，与康帅
冷链、兰德尔新材料和环盛建设等 3
家企业签订 7300 万元的贷款意向授
信书。

入春以来，该镇为支持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满足企业融资需
求，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积极与我市
金融部门和多家银行联系，搭建银企
对接服务平台，先后为多家企业争取
贷款授信1.96亿元。

梁垛镇银企对接
强服务促发展

本报讯（夏志阳 余
卫成）6月 28日，弶港镇
召开三季度重点工作推
进会，围绕省文明镇、健
康镇和世遗小镇“三镇”
创建目标，动员全镇上下
搭建“比贡献、比服务、比
作为”的“赛马场”，以“比
速度、比质量、比形象”掀
起项目建设新高潮。

该镇聚焦绿色食品
和康养基地，重点开展
专业招商和敲门招商，
强化协调服务，依法有

序做好康养项目用地征
收工作，帮助信达食品
精深加工项目申报绿色
食品企业。甜叶菊产业
园重抓农产品展示厅布
馆，新增收获等机械4台
套，进一步提高机械化
生产水平。加快提升集
镇形象和功能，前进路
全面启动店牌店招出新
工程，迎宾路街心公园
力争七月底对外开放，
健康路南延段确保八月
底建成通车，向阳河加

快驳岸进度。巴斗村在
提升老船长小屋、改造
出新乡村文化礼堂的同
时，新建海产品交易市
场、游客服务中心、1000
平方米初心广场以及在
1.8 公里海景观光大道
增设深水探险、浅水采
贝等4个功能区；八里村
启动党群服务中心、乡
村文化礼堂、卫生室建
设，提升新型农村社区
服务功能，加速二期 44
户农房建设，年内入住

农户 140 户；蹲门湾生
态湿地修复土方工程全
面竣工，完成蹲门欧式
风情街出新工程，快速
推进卫生室、渔村文化
礼堂以及陆氏蹲门大饼
店铺提升工程。

与此同时，该镇进
一步加大项目建设督查
考核力度，编制路线图、
绘制节点表，实行日交
流、周汇报、旬督查、月
小结制度，促进所有项
目保质保量如期建成。

弶港镇掀起项目建设新高潮

（上接第一版）在社事办副主任殷跃辉
看来，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水平的提
升，是“村改居”过程中最大的转变，也
是最大的挑战。

如何破解管理范围变大，服务类
型增多的问题？综治办主任高越新
告诉记者，“村改居”工作虽然刚刚
启动，但他们已经探索出一套精准化
的网格管理体系，着力构建社会治理
一体化综合服务和社会管理平台，不
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整体水平。

谈及“村改居”工作，高新区管委
会副主任刘益萍说，“村改居”，不仅
仅是改个叫法、换个牌子。我们的目
标是，发挥社区服务最大功效，打造

“15分钟社区生活圈”。在社区设立
便民服务大厅，开展社会救助、婚育
指导、劳动就业、环境卫生、文化教
育、人民调解、外来人口管理等 10多
项与居民息息相关的服务，实行一站
式办理。农民转型成为市民，就要和
市民享受同等待遇，养老、医保、就
业、文化……各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
务也要逐渐接轨。

随着“一城四区”规划建设工作的
推进，高新区有了新的动力，新的使命：
打通与主城区的“大动脉”，集聚更多的
人气。让“新居民”更有幸福感，成为高
新区未来社区建设的又一课题。

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 通讯员
许晓凤）为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严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富安镇
多措并举加强重点场所食品安全监
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截至目前，已对全镇53个农
贸市场、餐饮服务单位、超市、便利
店、食杂店等食品经营部门和84户农
村帮厨进行了检查。

该镇食安办组织督查小分队对辖
区内食品经营部门进行检查监督，逐
户登门核查食品购货凭证、检疫合格
证明标识内容、进货渠道等；对厨师、
配菜员、采购员等重点人员查验健康
证，实地对各经营场所日常消毒、测
量体温等执行情况进行检查。针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能当场整改的要
求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对需要一个时
段的明确整改时限。对全镇农村帮
厨案场、帮办厨师的健康体检、建档等
工作实行常态化申报备案管理，及时
对农村家宴进行现场审查和业务指
导，对家宴加工场所的周边环境、卫生
条件、食料采购、厨师健康状况等进行
监督检查，形成事前有申报，过程有指
导，事后可追溯的工作机制。

与此同时，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全
国文明镇创建，在全镇开展夏季爱国
卫生运动，整治提升农村环境。

富安镇加强
食品安全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