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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省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
黑臭水体全部销号；7个水功能区全
部达标……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
新区护河治水收获了实效，也收获
了广泛好评。

为了压实河长制工作，新区在
城乡建设局设了综合协调科。这间
办公室墙上挂的是倒排治河工程进
度表，桌子放的是长江岸线利用项
目整治汇总书，电脑上显示的是“两
违三乱”督办单。工作人员常态化运
用新区河长制工作微信公众号，梳
理群组工作动态；排出无法线上即
交即办的案例，交由线下专题推进
会，定责任、敲方案、排时序，闭环跟
踪推进，直至问题销号。

新区还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工作
群“新区河长制工作群”，这里像战
场上的机要通讯处，联接点触及全
区各个“作战单元”，每日滚动着大
量的巡河动态、交办单、结办单。

2019年11月13日上午8:05，“新
区河长制工作群”里弹出了丁卯巡
河员转发的一条本地网站反映水质

问题的图文帖子。新区管委会主任
薛峰随即在线上交办：“运河水这
么黑，是典型的黑臭水体了”“要
报告市河长办”。丁卯板块河长和
新区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相继快
速回复。

10：41，市水利局党委委员、
河湖长制工作处处长谢立新在群里
回复：“已安排专人调查处理”。2
个多小时，一个水质问题案例从线
上对接，快速转到了下线实地调查
处理。新区河长制工作机制上传镇
江市、下达属地板块，反应快、能
闭环、出实效，得到市河长办的充
分肯定。

污染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
2019年，新区聚焦国考省考、水功能
区、黑臭水体、入江河流和长江大保
护，坚持生产生活生态统筹、水域水
量水质并举、预防保护治理齐抓。在
长江岸线港和混凝土项目治理上，
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新区河长办主
任马云明坚持脚底有泥，心中才有
数，推动成立现场协调指挥部，倒排

时序，20余天完成全部拆除工作，最
终在全市率先完成长江沿线“两违”
项目清理。

过去一年中，新区党工委围绕
市河长办考核目标和民生需求，出
台了《2019年全区河湖管理工作要
点》《镇江新区市级重点河湖2019年
工作计划》《新区河长巡河查河工作
机制的补充意见》《关于新区河长制
实行“一河长一助理”的暂行意见》

《关于镇江新区河长制成员治水职
责分工的暂行规定》等制度；拟定

《2019年度河道整治项目化清单》
《丁岗团结河水质“提标”工作交办
清单》并细化至月度计划，实施挂图
作战；强化河长履职相关知识巡展
宣传，收获百姓好评。

所谓“善治水”，无非是责任在
肩，路在脚下。新区的河长制工作，
从建章立制、综合施策，到徒步丈量
每一条河，不避难题，不弃细节，层
层压实出实效，逐渐打通条条亲水
护水之路、走出了百姓生态幸福之
路。 顾宗侠 陈国新

万家团圆时，灯光璀璨处，你
是最美的一道风景。19日，西津灯
会志愿服务正式启动，在启动仪式
上，市城建集团就2019年红领志
愿团工作进行了总结和表彰，一群
红领志愿者走上领奖台接受表彰。
在“高光时刻“的背后，则是许许多
多城建集团红领志愿者的坚守和
默默付出。

“妈妈，你可不可以陪我？”

“西津渡灯会举办了多少届，
我就有多少年的除夕是在景区岗

位上度过的。”对于城建集团志愿
者张佳来说，吃着年夜饭看春晚，
这已是她许多年前的记忆。而对张
佳的儿子来说，妈妈的陪伴是他的
过年期盼。

除夕，镇江有进香的传统民
俗，部分市民还会放孔明灯祈福祝
愿，作为砖木结构为主的历史文化
街区，西津渡的安保压力不小。所
以每到除夕，作为红领志愿者，张
佳都会在晚上 6点半就到岗，引导
游客，维护秩序和安全。

为了早些到岗，张佳家的年夜
饭总在下午 5点就开始，6点左右
匆匆结束。去年除夕，张佳如往年
一样准时出门，而只有两岁的小儿
子却抱住了她的腿说:“妈妈，你可
不可以陪我？”为了让她安心上岗，

丈夫和大儿子齐齐上阵，将小儿子
哄好后，让她安心去做志愿者服务
工作。

“一碗面，我们的年夜饭”

当天西津灯会志愿服务启动
仪式之后，魏静怡与几位志愿者再
约年夜饭。而令人惊讶的是，这顿
年夜饭只是一碗平常的锅盖面。

原来除夕食堂师傅放假，公司
的许多志愿者因为除夕晚上6点多
要上岗去志愿服务，来不及回家吃
饭，就只能就近找个小饭馆吃饭。
由于是除夕，饭店不仅价格贵，而
且很多店还早已客满，为了方便和
实惠，他们就只能找家店吃碗面条
当作年夜饭。

红领志愿团团长季榉是盐城
人，已经 4年没有回老家和老人过
年了；仲纯的家人为了全家吃个
团圆饭，家里年夜饭每年都会选
西津渡景区的饭店；刘郁洋和吴
亚京夫妇甚至双双一起来景区志
愿服务……

“救急的英语八级哥”

集团红领志愿者周杨，还有一
个美称“救急的英语八级哥”。周杨
专业英语八级，曾被借用于西津渡
游客中心，因其专业英语八级的过
硬本领，他经常会给西津渡的外国
游客进行导游服务。

每年西津灯会都会吸引五湖
四海的游客前来赏灯，一些外国游

客语言不通，答疑成为难事。在西
津渡服务的志愿者们成立的微信
群里，这时他们就会呼叫周杨前来
救场，答疑解惑。加之，周杨之前曾
任红领志愿团的副团长，他的志愿
服务岗位就是巡查，拾遗补缺，时
间长了，志愿者们便给了他一个

“救急的英语八级哥”的美称。
找到迷路的孩子、寻找走失的

老人、保管丢失的财物……一件件
感人的事迹更让红领志愿者被越
来越多的人赞扬。

会场上，志愿者们还就青年成
长进行了分享和交流。坚守，是他
们最坚定的承诺；微笑，是他们最
好的表达……红马甲、红帽子，饱
满的热情、认真的态度，灯光璀璨
之处，有他们最美的身影。 司马珂

西津灯会志愿服务启动——

最美身影，坚守灯光璀璨处

征润州社区
慰问困难群众

本报讯 在春节来临之际，为切实
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让社区困难家
庭过一个幸福、欢乐、祥和的春节，日
前，润州区法院联合和平路街道征润
州社区走访慰问社区部分困难党员和
群众。

走访中，区法院与社区一行人员
先后来到 8户困难居民家中，为他们
送去了油、大米等生活用品，向他们致
以新春的问候和祝福，鼓励他们积极
乐观，勇敢地面对生活困难。自润州
区开展“三结三定”活动以来，润州区
法院积极走向基层社区，走进居民家
中，对每一位群众反映的情况和问题，
认真协商解决，切实帮助困难群众渡
过难关，以真情和实际行动让群众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记者 孙晨飞）

本报讯 19 日下午，金山街道润
州山路社区居民活动中心热闹非凡，
以“老邻居们再聚首 欢歌笑语迎新
春”为主题的社区居民春晚正在上演，
近百位社区居民欢聚一堂，喜迎新春
佳节的到来。

锡剧《我爱你中国》、舞蹈《翻身农
奴把歌唱》、诗朗诵《新年你好》、合唱

《欢乐中国年》……活动中，社区居民
们带来了10多个精彩纷呈的节目，让

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居民杨学
明激动地说，因为拆迁他已经搬离社
区多年，这次见到了很多熟悉的老邻
居，大家重新聚在一起非常开心。

社区党总支书记张亚芳告诉记
者，社区从 2013年开始拆迁，原先居
民全部搬离社区，此次举办社区春晚，
邀请居民们回社区团聚，让他们感受
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开开心心迎春
节。 （记者 孙晨飞）

本报讯 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
之际，20日下午，四牌楼街道党工
委、民主新村社区前往抗战老兵杨
向春家中走访慰问，送去党和政府
的关怀。

杨老今年已 96岁高龄，街道党

工委书记贺国强仔细询问杨老的身体
状况，送上节日慰问金和新春祝福，
希望杨老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余热，
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街道及社区的各
项工作，为各项事业发展多建言、多
献策。 （嵇晶晶）

扬中665份
“爱心年夜饭”送出

本报讯 春节临近，扬中市烹饪协
会联合彩虹义工服务社举行“爱心年
夜饭”十周年庆典暨捐赠仪式。日前，
42家爱心餐饮企业和爱心人士认捐
的665份“爱心年夜饭”，已由志愿者、
总工会逐一发放给困难职工、孤寡老
人、空巢老人。另外，大不同酒家、新
坝仙居烤鸭馆向兴隆敬老院、新坝敬
老院捐赠15桌年夜饭。

今年是扬中市烹饪餐饮行业协会
组织“爱心年夜饭”认捐的第 11个年
头，今年的每份“爱心年夜饭”除了红
烧肉、红烧鱼、红烧肉圆、红烧鸡块，还
增加一份大江旅游文化开发有限公司
认捐的河豚鱼丸。认捐现场，长江大
酒店还捐赠毛毯 200条，用于弱势群
体越冬御寒。

11年来，扬中市烹饪餐饮行业协
会、河豚协会积极发起和参与社会公
益活动，截至本次活动共捐赠年夜饭
3572份，价值 92.87万元，每年河豚节
捐赠河豚共981条，价值16.88万元。

（杨蝶飞 徐心俊）

20日上午，京口团区委、弥陀寺巷社
区组织市红旗小学四（3）班的同学来到镇
江德高护理院，开展“敬老助成长”活动，
送去了一场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并送上
新春祝福。 王呈 蔡娜 潘虹 摄影报道

拆迁社区春晚 老邻居们相聚

慰问抗战老兵 送上新春祝福
敬老助成长敬老助成长

建章立制 综合施策

新区河长制工作闭环出实效

姚桥镇一河 资料图

社区常态化化护河

水美乡村

本报讯 近日，大路镇宣传办、
文化站、司法所、总工会以及大路派
出所联合开展“理论暖民心 普法进
万家 丹青寄深情”为主题的文化惠
民活动（见图 陶建平 摄）。

活动邀请了大路镇圌山书画院
的书法家现场创作，将书法与法治
宣传、法律服务相结合，为村民送上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书法盛宴”。闻
讯而来的村民排队领取春联和“福”
字，书法家们更是热情高涨，拂袖挥
笔，在为村民送上祝福的同时也普
及了法律知识。现场洋溢着一派欢
乐祥和的节日气氛。

本次活动也是大路镇 2019-
2020年度基层党员冬训的第一场
集中活动，“路路通”志愿者现场向
村民发放理论书籍，让冬训理论“飞
入寻常百姓家”。 （魏珊 陈露）

文化惠民送温暖 党员冬训新能量
本报讯 近日，银山发展集团组

织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通过第一届董事会成立，在新年新起
点上，有力推动集团迈开高质量发展
新步伐。

董事会的成立是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精神、全面落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要求的重要举措，是完善银山发展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快推进银山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重要一步。

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作了任职表态
发言，表示将尽职尽责，积极为银山
发展的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第一届
监事会成员，将切实对公司的经营管
理进行全面的监督，保证公司董事会
决策的正确性和领导层正确执行职
责。

银山发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的一年，集团将进一步抓好董事会

自身建设，有效发挥董事会战略研
究、科学决策、风险把控、经验分享
的作用，加快建立健全董事会规章制
度体系，确保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
化、科学化，确保旗帜鲜明、坚持党
的领导，依法合规、科学决策，把力
量凝聚到银山发展作为新区新兴产业
领跑者的奋斗目标上来。 （姚 虎）

本报讯 近日，大港街道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全面总结主题教育开展情况，安排部署
下一阶段重点思路举措，动员街道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地坚
守初心、践行使命，为加快大港高质量
发展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大港街道上下步调一致，主
题教育扎实有序推进；实效为先，主题
教育取得预期成果；知行合一，推动主
题教育常态长效。主题教育开展期间，
各基层单位积极实践，涌现出一批生
动的案例和做法：省委指导组列席东
方电热第一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对会
议组织、会议质量和会议效果给予充
分肯定；凤凰社区顺利通过“全国民主
法治示范社区”复核。

据介绍，2019年街道主题教育工
作在全区被评为优秀等次，街道广大
党员干部不断强化理论武装、坚定理
想信念、增强责任担当，致力推进经济
社会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发展。2019
年，街道工业应税销售增幅8.1%，为
新区应税销售站稳千亿提供了有力支
撑；“五新”项目全面完成新区下达任
务；小区公园、道路拓宽等一批“7+2”
民生实事工程顺利完成；全年PM2.5
平均浓度和优良天数比例实现“双达
标”；以“精美镇江”建设为统领，通过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迎检和全国文明城
市年度测评；临时疏导点顺利搬迁拆
除，一举解决困扰大港10余年的城市
顽疾。

此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总结大会，要求街道上下继续在
理论武装上下功夫、在整改落实上下
功夫、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在服务大
局上下功夫，将主题教育向深入推进，
坚定“千磨万击还坚韧”的意志、激扬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为推动大
港街道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鼓足干
劲、砥砺前行。 （孔萍 祝青）

大港街道主题教育
总结经验再出发

银山发展第一届董事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