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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如何建立健全餐厨废弃物监督
管理制度？

答：《江苏省餐厨废弃物管
理办法》第二十九条：市容环境
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

督管理制度，建立餐厨废弃物产
生、收集、运输、处置通用的信息
平台，对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和
收集、运输、处置服务企业执行
本办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报讯（记者沈维维）11月30
日一早，在城区金泰花园A区，区
水务公司施工人员正在给裸露的
水表和水管等穿上保暖的“冬
装”。“先用保温棉把水表和管道进
行包裹，再用铝箔纸进行粘贴，保
温效果更好。”

据悉，为有效应对极寒天气，
区水务公司提前部署，对城区自来
水管线进行了全面巡检，并及时为
外露水管、水表等设施“穿上棉

袄”，做好防寒抗冻准备，确保寒潮
来临时能妥善应对，全力保障全区
冬季用水安全。

为打好冬季供水“保卫战”，
区水务公司加强组织领导，启动
应急预案，在定期巡检的基础
上，加大对重点部位、重点区域
的巡查力度，提前排查隐患，做
到应检必检，不漏一处。截至目
前，已巡检出需要保温防冻的水
表 61219支，管线长度约 8万米。

“大部分集中在老小区，多数都是
管道井里面的水表，包括水表周
边的管道，还有供水立管。”区自
来水公司经营管理部副经理顾绍
飞介绍。

与此同时，区水务公司进一
步完善极寒天气供水保障预案，
从预防、管控、消除隐患等方面
入手，组织工人对室外水表箱、
水表井等覆盖保温材料或以其他
方式进行保护。目前，华山五期

的水表箱、水表井的保温工作已
经完成，金通家园、金泰A区等
多个小区正在加紧施工中。

区水务公司提醒广大用户，
冬季要注意做好用水设施的防冻
保护，用棉麻织物、泡沫等保温
材料对室外给水管道、水表、水
龙头等进行包扎保温，以免被冻
坏而影响正常用水；极寒天气
时，家中水龙头可稍许滴水，保
持管道中水的流动。

本报讯（记者徐艳梅 通讯
员吕炜照）11月 29日，平潮镇新
三十里居十八组村民顾明芝来到
平潮派出所，给民警钟晓送上一
面“一心为民 奋勇救人”的锦旗，

“要不是你们，老太就出事了。现
在她已经回家了，医生检查身体
各项指标都好。”顾明芝握着钟晓
的手连连道谢。“大妈没事就好。
人民警察为人民，这是我们应该
做的。”钟晓笑着说。

顾明芝口中说的“你们”是平

潮派出所民警钟晓、辅警钱炎军等
人，“老太”则是他的老伴儿。

11月 25日晚 10点 22分，平潮
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平潮镇
新三十里居赵板桥河有人落水。钟
晓立即带领钱炎军、周栋峰等人赶
赴现场。

夜深天黑，靠着手电筒的光，民
警们看见离岸边约两米的河水中，
一名老人拉着养鱼人系在桩子上的
绳子浮浮沉沉，只有头露在水面上，
奄奄一息。顾明芝着急地告诉钟晓，

他的老伴儿已经70岁，落水快一个
小时了，因河岸较陡，他想了很多办
法都没能将老伴拉上来。

考虑到当晚气温只有几度，生
怕老人失温，钟晓立即拨打了 120
电话。钱炎军顾不上脱衣服连忙跳
入冰冷的水中将老人拖拽至岸下，
并把救援绳索系在老人腰上，一方
拉，一方托，大家合力将老人救上了
岸。

老人因受冻且呛了水，意识模
糊。钟晓等人给老人急救，并送至邻

居家里换上干净衣服，一直到将老
人送上救护车后才离开。此时，大半
身湿透的钱炎军才感觉到寒冷，“当
时也不知道水深水浅，我想着反正
我会游泳，就跳进去了。”钱炎军是
一名退伍军人，从警 20多年，性格
豪爽，他笑着说：“救人最重要，老人
平安无事就好。”

“老人家，给您安装的手杖、
折叠式助浴椅……这些设备用起
来方便吗？您对这次适老化改造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吗？”近期，南
京高淳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赴适
老化改造对象家中进行入户核查。

今年以来，南京高淳区纪委监
委深化拓展养老服务专项监督工
作，以居家适老化改造为“小切
口”，会同区民政局对 2020年全区
居家养老适老化改造情况进行全
面摸排，依托纪检监察大数据平

台，将全区五类人员39项改造设施
及适老化改造家庭作为监督检查
的重点方向。

在此基础上，高淳区纪委监委
制订养老适老化改造专项监督实
施方案，重点关注适老化改造过程
中存在的优亲厚友、偷工减料、私
吞截留等问题，为专项监督指明方
向、夯实基础。

为深入发现问题、督促整改，
高淳区纪委监委坚持“室组”联合
监督、“室组地”联合办案机制，由

党风政风监督室牵头，抽调派驻纪
检监察组、派出监察员办公室、街
镇纪（工）委力量成立4个监督检查
组，通过查阅台账、实地走访、入户
核实等方式，对 360户改造对象开
展全覆盖核查，发现优亲厚友问题
线索 8件，运用第一种形态处理 4
人，拟立案5件。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案促
改、以案促治，针对适老化改造存
在的制度漏洞、薄弱环节，督促区
职能部门进一步优化流程、强化监

管，不断巩固专项监督成果，切实
护航老年人‘居有所安’。”高淳区
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来源：南京日报）

本报讯（记者沈慧 通讯员周
冬梅 单鋆钰）“手机缴费我用不
来，孩子们都出去了，电话里教我
也听不懂怎么操作，这该怎么办？”
近日，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缴费工作
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川姜镇姜灶社
区居民纷纷前来社区服务中心询
问相关医保政策和缴纳费用等问

题。
为使广大群众了解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的最新政策，提高居民群
众的知晓率和参保率，姜灶社区提
前召开网格长、网格员会议，讲解
关于医保的缴费问题以及报销办
理等流程问题，充分利用村里的宣
传栏、电子显示屏、微信群等，大力

宣传医保政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可以

通过手机自助缴费，但是村里许多
上了年纪的人都不会操作，社区网
格长便手把手教大家使用微信小
程序进行自助缴费。“有了网格长
就是方便啊，不用自己操心了！”网
格长贴心的举动赢得了居民的称

赞。对于没有智能手机以及没有
子女帮缴的村民，网格员则会帮他
们收取现金代开发票。

在此次医保缴纳工作中，姜灶
社区的网格员们尽全力做到不漏
掉一位村民，切实保障群众利益，
让村民获得更多的幸福感、满足
感。

本报讯（记者李天舒）“一百
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了伟大
奋斗，积累了‘十个坚持’的宝贵历
史经验……”近日，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内，90岁高龄老党员陈
思谦正激情澎湃地为党员群众宣
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精彩
的宣讲赢得大家的赞誉。

陈思谦已有 67年党龄，始终
怀着一颗对党忠诚的心，扎根教育
行业四十余年，退休后依旧积极参
加组织生活，以一个老党员的高度
责任感为我区关心下一代工作荣
获全国先进作出了积极贡献。宣讲
现场，陈思谦佩戴珍藏的党徽，亮
出满满的自豪感，用朴实的话语讲
述了自己人生不同阶段与党和祖

国一起成长的经历，阐明了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阐
释了党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重大
成就、历史意义、历史经验和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

精彩的宣讲赢得现场群众的
阵阵掌声，大家纷纷表示倍感振
奋、备受鼓舞。金新街道八角亭社
区的老党员瞿宝林动情地说，“学
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后，我
很有感触，我会不断发挥老党员的
余热，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
初心与使命。”

微信“扫一扫”图中二维码，

关注通州三农热线微信公众号。

油菜田蚜虫防治意见
油菜蚜虫是油菜的主要虫

害, 它的发生不但对油菜造成直
接危害，还能传播病毒。今年入秋
以来气温偏高，雨水偏少，气候条
件十分利于蚜虫的迁飞、繁殖、危
害。据区植保站普查，部分田间油
菜蚜虫发生较重，成、若蚜聚集在
油菜叶片背面，致使叶片受害卷
曲、发黄，植株矮缩、生长缓慢。因
此，广大农户要认真防治，确保油
菜正常生长。

一、发生情况
据区植保站 11月 25日普查，

不同类型茬口油菜田平均百株蚜
量 3125（0～7500）头，有蚜株率平
均 50.68%，有蚜株率 100%的田块
占30%以上，前期蚜虫发生较重较
早的部分田块油菜生长已明显受
到抑制。据气象部门预测，短期内
仍以晴好天气为主，未来一段时间
气候条件仍对油菜蚜虫发生为害

有利，蚜虫仍会对油菜生长造成不
利影响。

二、防治意见
1.防治对象：凡油菜田有蚜株

率达10%的田块。
2.选用药剂：烯啶虫胺、吡蚜

酮、啶虫脒等药剂。
三、注意事项
喷药时要注意喷及叶背和心

叶。
详情请关注通州区农业农村

局微信公众号“通州三农热线”。

九旬老党员倾情宣讲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冬夜，老人落水，警察跳河施救——

“救人最重要，没事就好”

川姜镇姜灶社区：

网格力量齐上阵 居民医保缴费忙

南京高淳区：监督护航老人“居有所安”

在东社镇东平村
现代化保温大棚里，
村民正在进行培管。
这是东平村创建乡村
振兴示范村的民生项
目 ，总 投 资 2000 万
元 ，建 造 连 栋 大 棚
135 亩，配套建有外
遮阳系统、内保温系
统、降温系统以及排
灌沟渠和生产便道。
良好的设施条件吸引
了高端水果项目落
户。

卑 多 敏 袁 飞
王丽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瞿仁达 记者
徐静怡）11月30日下午，区人大常
委会组织视察平潮滨江高铁新城
建设情况。

在沪苏通大桥生态公园项目
建设现场，视察组一行认真听取了
项目情况介绍，详细了解生态公园
的规划布局。沪苏通大桥生态公
园位于滨江高铁新城南部片区，规
划建设花阶拾趣、观景眺台、凌空
栈桥、石阶草坪、荧光花镜等区
域。代表们纷纷表示，沪苏通大桥
生态公园的规划建设既有公园艺
术体验，又具备生态氛围，更为周
边市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

视察组一行还实地视察了南
通轨道交通 1号线平东车辆段和
港平大桥。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视察
组听取了平潮镇关于滨江高铁新
城片区规划、工作推进和发展目标
等情况的汇报，与会人员提出了意
见建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葛
涛表示，平潮滨江高铁新城品质片
区的规划具有前瞻性，各项建设工
作推进有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他希望各部门继续坚定信心，逐步
将工作重心由重点工程保障转向
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紧扣“产业、城
市、生态”三大工作定位，持续研究
发展规划。区人大也将一如既往
地关心、关注平潮滨江高铁新城，
继续为高铁新城的发展建言献策，
共同推进平潮滨江高铁新城的开
发建设。

副区长刘学军、区政府党组成
员张连清参加活动。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
平潮滨江高铁新城建设

““致富果致富果””
带来美好带来美好““钱钱””景景

严格执行长江严格执行长江““十年禁渔十年禁渔””制度制度
不捕不捕、、不钓不钓、、不卖不卖、、不买不买、、不食野生江鲜不食野生江鲜

水管水表穿“冬装”寒冬供水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