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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获悉群众反映，社区和
党建联盟单位市级机关工委、润州
区水利局等合力，多方会商拿出了
解决办法，不到一周时间，塑胶场地
就实现了更新换代。为此，有市民
专门作诗称颂：“为党分忧铺地板，
广场旧貌换新颜。居民梦想终实
现，草根球迷尽开颜！”

小城社区也能引领大爱景区，
传承的是责任担当。史梅玲带领社
区工作者、志愿者将西津古渡“义
渡、救生”的人间大爱续写为具有时
代内涵的社区志愿服务精神。2014
年成立“爱心驿站”，他们全年 365天
无休，常态化开展景区服务，为游客
和居民提供文明引导、应急救护和

公益讲解等志愿服务，据不完全统
计已超过 4000小时。

在“爱心驿站”有一本厚厚的留
言簿，里面满是各地游客在得到帮
助后写下的真情实感，每一条留言
背后都是“小城大爱”故事的真实再
现。一位来自四川的游客曾雪萍写
道：“我去过全国很多景区，从没见
过这样的‘爱心驿站’，‘爱心驿站’
是景区最美的风景。”

“小书记”也能有“大作为”。乐
当“小巷总理”的史梅玲在平凡中践
初心，于小事中担使命，将继续与党
员群众、社会各界携手同心，织就更
多别样的“津彩”！
本报记者 栾继业 本报通讯员 王泉超

“小巷书记”的“大作为”

（上接1版）
区残联“仁爱家园、有你有我”党

员志愿服务团队，在得知谏壁街道雩
山村黄思湾三组101号的村民杨桂珠
是一名因类风湿关节炎致残的肢体二
级残疾人，只能拄双拐勉强站立，生活
困苦，平时靠丈夫打零工维持生计后，

服务团队第一时间上门，为她家清理
周边杂草，打扫家中卫生，嘘寒问暖，
并送上了慰问金、电饭煲等生活物
资。服务杨桂珠只是其中一个案例，
在活动月中，区残联已为雩山村近10
位残疾人提供了相关服务，为他们解
决各类难题16件。 （林兰 梅永生）

京口机关党员志愿服务：让群众共享“大爱”

本报讯 句容是一座具有2000多
年历史的古邑。千百年来，这里曾有深
厚的文化积淀，遗憾的是，古城区9大历
史遗存先后毁于战火，为了重现历史，
传承文化，句容市政府联合万宏置业集
团沿市政府中轴线打造一公里的义台
街，恢复重建古代9大历史文化遗存。
10日，古城“五彩城”领衔面世。

记者了解到，义台街项目将历
史文脉融入建筑风貌，打造一街九
景点，凝注城市经典，留住城市记
忆，同时对原地块以居住为主的功
能进行科学规划设计，采用复合配
置的手法将办公、商业、居住、历史
人文及民俗文化有机结合，形成高
端商务区、精品购物区、民国风情街
区、人文生活区四大功能分区。“五
彩城”是古城重要的商业区，对古城
的旅游功能是最好的补充，正因为
如此，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多家品牌

商纷纷抢占先机，幸福蓝海国际影
城，韩国城、茵特体育，AR儿童科技
馆、黄金珠宝城等国际知名品牌，共
同入驻，携手打造句容最具特色的
主题式购物中心。由于古城所在的
位置是句容从古到今最繁华的板
块，“五彩城”自然将彻底改变句容
城区中心的商业格局，成为带动区
域快速提升的“发动机”；未来繁华
生活、旅游观光、文化传承的要素都
将迅速成型，从而带动区域升级、板
块价值极速提升。

该项目总负责人、江苏万宏置业
集团董事长徐益盛告诉记者，义台街
历史文化街区总用地面积约 200亩，
总建筑面积 40万平方米。是镇江市
文化产业重点项目、也是句容市委市
政府重点打造的民生项目。目前，该
项目多项工程主体已经封顶。

（蒋梦雨 庆海）

市口岸系统党建
工作交流会召开

本报讯 日前，市口岸系统党建
工作交流会召开。

会上，各单位相互交流了党建
工作经验做法，并围绕加强党建共
建、固化合作机制、促进融合发展进
行了深入探讨。镇江边检站负责人
重点介绍了该站深入贯彻落实省委
组织部与总站党委关于开展联创联
建“沿江党建带”的总体部署，通过
推进警企党建室和边检执勤点规范
化建设，实行“五星”党支部创建与
文明口岸创建的“双推双创”活动，
助推“沿江党建带”在镇江口岸全线
有效落实相关经验做法，受到了与
会领导广泛好评。

（景泊 陈石 邓亚运）

火热的八月，与气温同样高涨
的，是扬中人民的拥军热情。组织重
点优抚对象座谈、举办双拥晚会、开
展复退军人运动会、走进军营送情送
艺……连日来，这里的社会各界纷纷
以各自的方式向人民子弟兵这个“光
荣的群体”表达敬意和谢意。武警扬
中中队的指导员史益斐告诉记者，

“八一”未至，队里就忙碌了起来，这
些天来上门慰问的更是一波接一波，
丰硕的慰问品让战士们“目不暇接”。

小岛扬中，历来有着拥军优属
的光荣传统。在这里，“军人优先”
绝不只是一块牌子、一句口号，而随
着多年来双拥工作的创新探索，一
些优待军人军属的好做法，在这里
悄悄落地生根。

28岁的陈磊是一名退役军人，
6 年前从部队退伍后，参加了村官
招聘，成为扬中市经开区双跃村治
保主任兼民兵营长，由于工作出
色，如今已成为一名镇管干部。陈

磊的经历，是扬中高质量推进退役
军人安置就业工作的一个缩影，积
极落实中央、省文件要求，扬中加
大岗位开发和教育培训力度，深入
实施再就业工程、优秀退役军人

“村官培养”工程，拓宽退役军人就
业安置渠道，实现了安置对象、接
收单位和部队组织“三满意”。

“都说军人优先，但限定退役军
人报考的岗位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让我荣誉感爆棚。”近日开展的扬中
市城管局新入职执法队员培训班
上，退役女兵倪敏激动地告诉记者，
自己是通过“岗位拥军”成为城管局
事业编制人员的。据扬中市城管局
组织人事科科长冯鑫介绍，今年，该
局专门拿出 6个岗位专门面向退役
军人开展招考，吸引了 18名退役军
人报名，恰好达到开考比例。“实践
证明，退役军人身体素质好，在实际
工作中也特别能吃苦，执行力也很
强。”冯鑫说。

不只是机关事业单位，在扬中，
各类民营企业也一直对退役军人青
睐有加：大全集团连续41年不间断地
安置退役军人 700余名、军属 100余
名；连续13年举办的扬中市退役士兵
专场招聘会，该市各企业近年来每年
为退役士兵提供的岗位多达近千
个。据悉，把安置、培养和使用好退
役军人作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一
项重要工作，扬中专门出台了《退役
士兵安置办法》，鼓励民营企业为退
役士兵提供就业岗位，并坚持每年为
退役士兵举办专场招聘会，已连续多
年实现退役士兵就业的高质量。

高就业率的背后，是扬中有针对
性的教育培训工作。让“最可爱的
人”变为“最有用的人”，在驻地官兵
的培养上，扬中依托长江拥军服务社
开展的“21味进军营”活动，联系知名
大厨走进军营给战士们上课，同时筹
备开展“摄影名家进军营”活动，邀请
扬中市摄影家协会摄影大师传授摄

影技巧，让战士们不出军营也能学到
一技之长；在退役士兵的培训上，该
市则通过开设短期职业技能培训、成
人高等学历教育、创业培训等项目，
对退役士兵实行“一专多能”培养并
根据企业需求和岗位实际进行定向、
定点、订单式培训。

记者了解到，在扬中，军烈属、
退役老兵、现役军人等“光荣团体”
享受的“专属福利”还有很多，自
2011 年在镇江市首家出台优抚对
象精神抚慰制度以来，免费体检、短
期疗养、生病探望、困难救助等优抚
对象抚慰措施便在该市一以贯之地
落实；2016 年，扬中又在全省率先
出台《增强军人荣誉感的行动计
划》，对完善抚恤优待措施、提高退
役安置质量、做好社会公共优待服
务、落实随军家属安置等作出了刚
性规定，一系列荣誉感增强计划的
实施，也让这里的军人们有了荣耀
终身的名片。孙薇 徐心俊 徐彩敏

本报讯 10日，由市妇幼保健院
牵头，全市共 20家医疗单位参与的

“镇江市高危孕产妇救治专科联盟”
正式成立。今后，高危孕产妇救治专
科联盟将为全市孕产妇的健康保驾
护航。

市委、市政府对全市孕产妇管理
工作尤为重视，在当前全国全面推进
医疗联合体建设的背景下，我市建设
高效运转高危孕产妇服务管理和临床
救治体系势在必行。7月24日市政府
在召开《镇江市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

告（2019）》新闻发布会时强调指出“将
妇幼健康纳入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重
要内容，不断强化妇幼健康工作的责
任，牢固树立“大妇幼”理念，逐步形成
以妇幼保健机构为核心、以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为基础、以综合医院为支撑
的保健与临床相结合的妇幼健康服务
体系。”

市妇幼保健院一直承担着全市
高危孕产妇管理和重症救治工作任
务。记者了解到，根据市卫健委颁
发的《镇江市医疗联合体建设规划

（试行）》（镇卫发〔2019〕54号）文件
精神，“镇江市高危孕产妇救治专科
联盟”由市妇幼保健院牵头成立，完
善区域性危重孕产妇转会诊和救治
网络。

市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介绍，
联盟的成立将拉高标杆，扎实推进
高危孕产妇救治能力提高。下一
步，大家将通过建立联盟成员间医
疗质量控制、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机
制，共同构建全市高危孕产妇转诊
网络，有效落实分级诊疗工作；联

盟成员间探索运用互联网、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进行
合作，探索建立联盟成员间远程会
诊网络，提高救治效率；制定重症
救治应急预案，强化专家队伍建
设，不断提高危重孕产妇救治能
力；各联盟成员单位畅通高危孕产
妇抢救绿色通道，保证救治的及时
性和安全性，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共
同携手为全市的孕产妇保驾护航，
实现“健康城市”“健康中国”的美好
愿景。 （冯煊 王露）

本报讯 进入 8月，高温天气
持续。近日，记者从市城市水利管
理处古运河风光带管理所了解到，
为了保障古运河风光带的美观，运
河保洁员顶着高温酷暑坚守在工
作的一线岗位上，与炙热每天“奋
战到底”。

对运河的保洁员来说，盛夏是
最难熬的。他们每天站在超过 70
摄氏度高温的甲板上，手拿特制的
长杆、钳子等清洁工具，眼睛不时
在运河上巡视，寻找漂浮的垃圾。

“从解放桥开船到京口闸，一个上
午要捞两次。”每天早上 6:30，运河
保洁员王春保开始他一天的工作，

“打捞上来的垃圾运送至堆放点及
时清理,打捞出来的垃圾压缩车都
要装满一车。”

为了扮靓古运河风光带，8月
以来市水利部门开展了古运河专
项清洁和管护行动，除了水面的保
洁人员辛苦工作外，岸边的河道保
洁人员沿着古运河集中清扫了岸
坡存在的垃圾和枯叶，仔细冲洗了
园林道路和台阶，确保河道沿线的
路面得到全面彻底的清理，并对古
运河中山桥至解放桥段进行了绿
化修剪养护，及时清理了中山桥下
堆放的垃圾，三天内共清理漂浮
物、杂草和枯枝等垃圾约40吨。

市城市水利管理处古运河风光
带管理所所长吴斌介绍，珍珠路这
一段风光带，是古运河风光带城区
段的精品段。有许多市民到这边来
健身休闲。“从 8月初到现在为止，
我们对珍珠路风光带进行卫生保洁
和绿化养护，做了进一步的提升。”

此外，专项清洁和管护行动还
仔细梳理了风光带管护责任范围，设
立告示牌，确保责任到段、责任到人，
并留有联系人电话，方便市民随时对
卫生状况进行监督、联系。同时排查
了沿河桥梁管线，协调相关单位对于
管线乱搭乱接、随意废弃现场等情
况进行整改。 （记者 曹 源）

11日，市红十字应急救援中心、常州红十字龙城救援队联合金坛市金沙救援队、东台市蓝天防减灾应急救援中心，在镇江、常州两地红十字会
协同指导下，在世业洲东北长江水域，举行2019镇江-常州红十字救援力量长江防汛联合演练。 庄中 王呈 摄影报道

打造“义台街”恢复九大遗存

句容文化古城
“五彩城”领衔面世

镇江镇江--常州防汛联合演练常州防汛联合演练

“军人优先”在这里落地生根

扬中“光荣群体”享受“专属荣光”

三天清理垃圾约40吨

古运河风光带再展新颜

20家医疗单位携手保驾护航

镇江市高危孕产妇救治专科联盟成立

制作叶脉书签 发现生活之美
11日，镇江博物馆开展“叶脉传情——叶脉书签DIY”活动，为青少年普及叶

片的基本结构和光合作用过程，并教青少年制作叶脉书签，引导青少年在日常
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 王呈 曹思成 摄影报道

（上接1版）吴凌云对照新规定继续分
析，船舶海工产业是我市特色产业，目
前亟待转型升级，而目录新增了“智能
船舶的设计及相关智能系统的研发”，
我市可以借机乘势而上，深挖江苏科
技大学等科教资源和船舶设计、软件
开发产业优势，积极嫁接外资企业，推
动船舶海工产业智能化、高端化。

“空”则是指新材料。目录新增
“航空航天用新型材料开发、生产”等

条目，也将我市新材料产业带来发展
机遇。“我们可以更好地发挥省级航空
科技新材料产业园载体优势，利用爱
励铝业、大力神、航发优材粉末盘、图南
合金、豪然喷射成形等产业基础，嫁接
和引进外资项目，提升壮大航空航天新
材料产业，抢抓大飞机产业机遇。”目
前，市商务局窗口已将这些利好消息宣
传至相关外资企业，增强其在镇增资扩
股的信心。 本报记者 朱 婕

我市外资高质量发展迎来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