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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发行镇江市分行认真

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等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水利、生态、
改善人居“三大业务”，成为唯一入选
长江办领导小组的金融机构。与市
发改委、水利局等职能部门建立了工
作联系机制，形成水污染治理、水资
源保护、水生态修复“三水共治”格
局。2019年该行获批长江大保护类
项目贷款38.95亿元，实现投放28.26
亿元，有效支持了我市长江岸线保护
和修复工程、丹阳练湖综合整治项目

和丹徒大运河水系综合整治等11个
重点项目。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范建芳表示，该行将聚焦重点领
域，多层次、全方位深化政银企合
作。强化“六个全力服务”，即全力服
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全力服务复工
复产、全力服务长江大保护战略、全
力服务城乡融合发展、全力服务乡村
产业发展、全力服务脱贫攻坚战略，
加快重点项目落地，加快农业产业升
级，助推“产业强市”和“三农”发
展。 本报记者 张凤春

守护市民的“米袋子”“菜篮子”

本报讯 “感谢组织的关心厚
爱，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一定加强
学习，严守纪律和规矩，做一名遵纪
守法、尽职尽责的党员干部！”日前，
因疫情防控期间工作表现突出在被
容错后，丹阳市某局下属事业单位副
主任史某某、下属事业单位局长曾某
某紧紧握住该市纪委领导的手激动
地说。

丹阳市纪委监委今年 2月 18日
出台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容
错纠错机制实施办法。办法规定，把
统筹运用纪法“两把尺子”，贯通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把批评的力

度、教育的深度和执纪的温度统一起
来，给予党员干部更多的激励和关
爱，让广大党员干部放下思想包袱，
心无旁骛投身到疫情防控战场。

时间回到2019年，因行业监管中
的工作失职问题，史某某、曾某某于
今年2月份被丹阳市纪委监委派驻纪
检监察组立案调查。在案件调查过
程中，丹阳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出
具关于史某某、曾某某在疫情防控期
间工作表现的说明，证明自今年新冠
疫情发生以来，两人主动请战，参与
车站卡口、高速路口的一线防疫工
作。史某某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

作要求的同时，自掏腰包为返程旅客
购买车票和食品；曾某某除参加一线
防疫，还主动作为，积极为企业快捷
办理《防疫物资运输通行证》进行协
调联络，确保丹阳防疫救援物质及时
送达重点疫区。丹阳某局依据镇江
市纪委监委《关于激励党员干部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敢于担当、全
力作为的通知》的规定，建议丹阳市
纪委监委对史某某、曾某某从轻、减
轻或免予处理。

丹阳市纪委监委在收到呈报的
上述情况说明后，结合案件承办科室
调查核实的具体情况，及时召开关于

史某某、曾某某容错问责工作的专题
讨论会议，一致同意建议对上述两位
同志降低一档处分，并向镇江市纪委
监委报批。

“容错机制是给作风正派、锐意
进取的干部吃‘定心丸’，不是违法乱
纪、胡作非为者的‘避风港’。”丹阳市
纪委监委相关领导表示，将把严管厚
爱、治病救人理念融入案件办理过
程，依法依规支持干事者、保护担当
者，通过正向激励机制进一步激发干
部干事创业热情，促进受处分党员干
部的成长和再出发。

（史宏 汤琼 佘记其）

统筹“两把尺子” 贯通“四种形态”

丹阳：容错纠错机制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关注饮水卫生
共享健康生活

5月16日，市卫生监督所
和市口腔医院在南山花鸟市场
附近，开展以“关注饮水卫生
共享健康生活”为主题的饮用
水卫生普法和口腔疾病预防知
识宣传，受到市民的欢迎。

王呈 彭林玉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新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和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分别一次性给予15万元、10万元
的设站奖励；企业创建江苏省级、镇
江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分别给予
10万元、2万元经费补助；企事业单
位员工参加职业技能竞赛，获得全国
一类职业技能大赛前三名，一次性奖
励5万元……日前，扬中出台人才新
政——《扬中市关于支持产业应用型
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各类
高层次人才的奖励补助办法，更对企
业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才进行奖励。

引进一名高层次领军型人才，可
以带动一个产业发展。《意见》凸显了
企业在人才招引上的主体地位，明确
了企业引进和培养各类高层次人才
的奖励和补助措施，尤其对企业建立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进行重点奖励。对于新批
准建立国家级或省级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 15万
元、10万元的设站奖励。在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从事研究工作的博士，按每年 3
万元的标准给予个人生活津贴。

扬中求贤若渴、筑巢引凤的强烈
愿望在《办法》中清晰可见。针对各
类高层次人才，《办法》同样“厚爱有
加”，对“双一流”高校全日制硕士、博
士毕业生、列入引才计划支持的全职
高技能人才，在购房租房、就业创业
时，满足一定条件后，可享受相应补
贴。此外，《办法》对高层次人才评先
评优、住房公积金优惠等方面进行了
明确，各类高层次人才将从各类措施
中享受到最大的优惠和补助。

（施吉鸿 孙薇 徐心俊）

扬中出台人才新政重奖招才引智

本报讯 “再过 10天左右，就能
成熟上市，整个采摘期大约有20天左
右。”5月 12日上午，记者在丹阳延陵
镇万顷洋生态农业园看到，一棵棵桃
树上挂满了果实，一个挨着一个。该
农业园管理人员马立志介绍，“从桃子
的长势来看，这些果实现在是一天一
个样，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红。”

作为脱贫项目，“早春桃王”这一
品种全国较为稀有，不仅口感清脆甜
爽多汁，而且上市时间较其他品种桃
子要早半个月时间。2016年，延陵镇
大吕村成功引进种植了 100多亩“早
春桃王”，经过精心管理，生态农业园
内的桃树已于2019年成功挂果，今年
亩产量可达1500—2000公斤，同比去
年翻了一番；按照去年的销售价，亩产

值可达30000元。
“早春桃王”的成功引进，不仅解

决了当地 20多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就业，还让农民们学到了桃树管养技
术，增加了致富门路。大吕村党总支
书记谭平华说，“对我们村来说，一是
增加了村民的田亩租金，土地租金。
二是有一部分闲在家里的村民，到这
边来打工，也增加了另外的一份收入。

“经过去年的销售，在当地已有了
一定的知名度。”谭平华介绍，今年，
大吕村将借助“互联网+”，进一步提
升“早春桃王”知名度，把这个脱贫项
目做优做实，带领更多农民致富，增加
村集体经济收入。“通过现场采摘，包
括线上线下销售，相信销售不成问
题。” （佘记其 谭谊 韦高泉）

百亩“早春桃王”脱贫项目
带领农民致富

本报讯 15日，记者从市人社
局获悉，目前我市出台《关于落实四
类服务业企业应急稳岗返还政策的
通知》，对批发零售、物流运输、住宿
餐饮、文化旅游等受疫情影响较重
的服务业企业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
的，给予应急稳岗返还。

市人社部门积极推进落实应急
稳岗返还政策，采取“无形认证、大
数据比对”方式，初步筛选出“四类
服务业企业”名单。5月13日，召集
财政、税务、统计、商务、交通、发改、
文旅等部门，举行了第一次联审会
议，与会部门根据职责分工，确定了
第一批符合条件的“四类服务业企
业”469家，将为这批企业发放应急
稳岗返还2328.97万元，目前正处于

公示阶段，经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
应急稳岗返还资金拨付至企业在银
行开立的账户。

为保证发放顺利，公示名单内
的企业可在 5月 16日至 5月 20日，
登录镇江智慧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
厅——稳岗返还信息查询，核实维
护单位银行账号信息，如有疑问，请
联系参保所属区经办机构。联系电
话 ：市 直 ：89886627；京 口 ：
89980317；润州：81988392；丹徒：
87051273；镇江新区：83376067。

今年以来，我市已为4107家正
常经营企业发放稳岗返还资金
5721.96万元，切实帮助企业复工复
产，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龙欣霞 杨佩佩）

我市推进落实服务业企业
应急稳岗返还政策

本报讯“环境整治后，河道变清
了，空气也变好了，早晚都能到沙腰河
边散散步，生活过得滋润咧！”近日，在
镇江新区姚桥镇北湾子村村口，正在
河边欣赏风景的村民吴国芳向记者夸
上了村里可喜的变化。

吴国芳还主动给记者当起了向
导，一边走一边介绍，“原来这边是村
头一个垃圾堆放点，进出第一眼看到
的就是脏乱差的景象”，而现在记者目
光所及处却变成了一处小花园，在阳
光的照射下，黄色的、粉红的花朵竞相
开放，展示出勃勃生机。

沿着整洁的水泥路再往里走，吴
国芳指着新设的分类垃圾桶：“以前大
家图省事，会乱扔垃圾，现在村里环境
变好了，大家不仅自己动手搞卫生，还
会互相监督，谁家如果做得不好会被
人看不起。”说话的功夫，走到一处杨
柳依依的河塘边。“这是老沙腰河，原
来河水臭不可闻，因为大家都往里扔
垃圾，哪有河的样子，简直就是条垃圾
沟，到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更是蚊虫满
天飞。”要彻底整治老沙腰河，村里就
要先攻克这座“垃圾山”，用水上挖掘

机不间断工作，一天运送出去的垃圾
有 100多车，终于清理干净了老沙腰
河。不仅如此，村里还对河岸进行了
绿化，花红柳绿，加上色彩斑斓的文化
墙，让北湾子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亲
眼看到河水由脏变清的过程，对这来
之不易的环境就要格外珍惜，不但我
们一家人自觉维护，不少村民还加入

到宣传队伍中去，号召大家不要乱扔、
乱倒垃圾，不做危害水环境的事，为村
容村貌尽到力量。”

正如文化墙上的标语所昭示的，
在党员干部以及志愿者的带动下，村
民们已将村规民约内化于心，用实际
行动守护着越来越美的北湾子村。

（徐蕾 继业 何瑞）

老沙腰河整治大变样
北湾子村：水美人更美

本报讯 3月中旬以来，市人社
部门采取线上线下并举、市区两级协
同的方式，深入开展“招聘服务月”活
动，取得显著成效。

专场招聘推动集中揽才，依托国
家人才网高校毕业生精准招聘平台、
省高校毕业生“91job智慧就业网”、
智通人才网、镇江人才在线等线上招
聘平台，举办 2020届高校毕业生春
季网络招聘会、“四校联动”网络专场
等 6场网上招聘活动，吸引 861家次
企业参与对接，提供人才需求 3.1万
余个，接收简历10.2万余份。

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逐步
开放线下招聘活动，在苏南人力资源
市场举办全市联动重点企业专场、小
微企业专场、庆“五一”、就业困难群

体等5场特色专场招聘活动，进场单
位176家次，提供人才需求5451个。

专区服务促进才企对接，依托镇
江人才在线积极搭建交流平台，提升
才企对接效能。开通“百日千万网络
招聘专项行动”专区，为用人单位和
高校毕业生提供全流程网络招聘服
务。开通人才需求发布专区，线上集
中发布我市 116家重点企业的 71个
项目需求、2281个人才需求，并通过
二维码向全国高校毕业生定向推
送。开通长三角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与校企云对接专区，邀请长三角知名
人力资源机构和本地人力资源服务
骨干机构与在镇中职校、市重点企业
线上零距离对接洽谈。

（欧阳琦 杨佩佩）

“招聘服务月”活动成效显著

“三专”人才服务助力产业强市建设

本报讯 近日，京口区道路交通
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联席会议召开。
记者获悉，该区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专项整治，排除了一批事故黑
点、整治了一批交通乱点、疏通了一
批道路堵点，整治行动取得阶段性成
效，全区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
下降50%。

据京口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去年 11月 30日全省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行动启动以来，京口区道路交
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组坚持“多擎驱
动”、联勤联动，建立环环相扣的督
查、通报、调度、点评工作机制。区政
府专门召开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改
交办会，推动整治行动落细落实。

精准发力把牢源头监管。京口
区对全区在车管所注册登记的528家
拥有黄牌照车辆的企业开展列管工
作，目前已完成企业列管373家，重点
车辆 1725 辆、重点驾驶员 1470 人。

另有54家企业已经取得联系，近期即
可完成列管。在对已列管运输企业
的日常监管中，工作人员累计约谈运
输企业26家，下发整改通知书38份，
对2次以上超载、超速的运输企业及
管理人、负责人行政处罚7起。

重点违法整治提势提效。专项
整治行动开展以来，该区累计查处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14.6万余起，其中现
场查处3万余起，非现场查处11.6万
余起，查获酒醉驾 165起，查处涉牌
涉证违法行为197起，查处夜间违法
1646起；查处“两客一危”重点违法
40起；查处工程运输车违规装载182
起；查处重点货车超载 164起；查处
重点货车非法改装 14起；吊销驾驶
证35本，行政拘留8人。

目前，京口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
持续平稳，未发生较大以上道路交通
事故，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也
大幅下降。 （刘蕙 林兰）

京口区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取得成效

5月16日，南山风景区开展今年首次研习活动，镇江报业扬中外
国语小学的小记者们通过了解传统采茶、制茶工艺、研习城市山林名
胜等方式，品读家乡文化。 辛一 陶春 摄影报道

河道整治后。栾继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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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整治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