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版 2020年5月28日 星期四 责编/马坚 美编/方舒 校对/颜晋舒 综合·新区纵览

投稿邮箱:100538817@qq.com

5月18日至5月27日，全市23000多名初三学生参加中考体育测试。体
育测试期间，我市各级教育部门“送考到校”，让学生不出校门就完成考试。图
为江苏科技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高兴地展示中考体育成绩记录卡。

唐守伦 摄影报道

“百名困境儿童微心愿”
在线发布当天全被认领

本报讯 记者从市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获悉，
六一儿童节前，“镇馨汇·有福童享”微心愿征集活动
面向全市残疾儿童及低保、建档立卡家庭儿童征集了
102个微心愿。27日上午，市妇联通过“镇江女性”官
方微信公众号在线发布微心愿，当天下午三点，孩子
们的心愿就全部被认领。

据了解，本次困境儿童微心愿涉及丹阳20个、句
容20个、扬中14个、丹徒15个、京口10个、润州13个、
高新区10个。这些孩子心愿有的是想要一件新衣服，
有的是想要一套学习用品，有的是想要一台故事机
……市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副部长沈晨告诉记者，
微心愿发布后，认领热线响不停，下午三点认领完毕
后，仍然有爱心人士来电咨询。“微心愿认领活动是我
们第二次组织开展，每次都有很多爱心人士参与。孩
子们的心愿很简单，帮助他们实现小心愿，更重要的是
让他们感受社会各界的爱与温暖。” (记者 谭艺婷）

本报讯 近日，新区大路镇党委
与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五峰山 5
标段项目支部“党建共建基地”在大
路镇东岳村揭牌。板块高效服务企
业，提升优质营商环境；企业发展后
反哺地方，共建美丽和谐村居环境。
这是新区地方与企业党建融合共建
的又一硕果。

五峰山过江通道南北公路接线
工程是国家重点工程，无锡交通建设
工程集团承建的五峰山 5标段项目
自开工以来，得到了大路镇党委、政
府的全方位支持，无论是在征地拆
迁，还是项目服务上，大路镇都积极
保驾护航，当好“店小二”，切实保障
项目顺利实施。

作为国有企业，无锡交建集团 5
标段项目部在抓好工程建设的同时，
心系民生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与大

路镇紧密配合，发挥企业修桥筑路的
专业优势，多次向大路镇提供混凝
土，用于道路修建。今年 5月，项目
部再次向东岳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提供支持，铺设道路，美化环境。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副总经
理、交通工程公司党委书记李维俊认
为：党建共建基地的挂牌是合作共
赢，有利于进一步开展政企合作，“一
方面可以让政府围绕经济建设为中
心，寻求创新发展、资源共享新途径；
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服务企业，有利
于优质、高效地推进工程建设。”

双方“党建共建基地”的揭牌，也
是大路镇落实前阶段民主生活会精
神的具体工作内容。大路镇党委副
书记赵晨说，通过党建引领绘蓝图、
政企共建谋发展，携手共进共赢，党
建互促互进的政治优势，将转化为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强
大动能。

大路镇党委下辖 8个党总支和
48个党支部，党员总数982名。今年
以来，大路镇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经济发展，全镇重点企业复工率已
达 100%，各项工作按照既定的目标
有序推进。据介绍，大路镇始终坚持
党建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形
成全镇上下齐心协力抓招引、抓固
投、抓税源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下一步，大路镇将以党
建共建为抓手，为辖区内重点企业建
立党员联络工作制，大路镇的班子成
员每人对接5-6家企业，保证每月到
企业实地走访2次以上，了解企业发
展动态，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问
题。同时努力提升营商环境，做到清

上加亲，让更多的企业落户，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冯曙光 陈露）

党建引领政企共建谋发展
大路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出硬招

本报讯 连日来，新区交警大队
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全力开展“飓风
行动”，形成整治摩托车和电动车交
通违法的高压严管态势，确保辖区道
路交通安全文明、有序、畅通（见图
赵竹生 摄）。

整治行动中，交警深入摩托车
和电动车聚集较多的路段，采取定
巡结合的勤务模式，严厉查处摩托
车无牌无证、酒驾醉驾、不戴安全头
盔、逾期未年检；电动自行车闯红
灯、占用机动车道等重点交通违法
行为，全力消除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的安全隐患。

与此同时，交警加大了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力度，通过微信微博、广
播电视、上交通安全教育课等多种
宣传途径，宣讲摩托车和电动车交
通违法的危害性、整治摩托车和电
动车交通违法的工作重点及意义，
取得了广大交通参与者的支持和理
解。大队还印发了《致广大摩托车
和电动车驾驶人朋友的一封信》，向
广大摩托车和电动车驾驶人发送，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大队共查获
摩托车交通违法行为 90余起，电动
车交通违法行为 30余起，其他交通
违法行为 40余起，进一步净化了交
通环境。 （赵竹生）

交警专项整治
摩托车电动车交通违法

审计业务能力
提升培训举行

本报讯 为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
约和监督，不断提升依法执政水平，
近日，新区举行审计业务能力提升培
训活动。

培训会上就如何开展经济责任
审计进行了讲解。培训老师结合实
际，从当前财经相关制度介绍、行政
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解析及案例
讲解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就加强
和重视内部审计工作及审计工作中
发现的常见问题、单位主要负责人和
财务部门以及其他人员在财务管理
中的作用和责任，进行了全面讲解。
通过此次培训，提高了审计人员政
策、法规的应用能力和业务水平。

（陆 欣）

本报讯 日前，新区生态应急局
召开环境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隐
患整改推进会。

据介绍，当前新区环境领域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截至目前共排查出 44家企业 315项
环境安全隐患问题。会议强调，隐患
整改工作有利于进一步提升环境领
域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形势

稳定向好。企业要以保障“生命线”
的态度开展整改工作，认真对标对
表，逐条逐项明确整改措施、序时进
度、责任人等，确保整改措施落在实
处。各镇（街道）、板块属地要落实责
任开展跟踪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要加
强指导、分工合作、强化联动，对隐患
超期整改不到位的，依法行政倒逼企
业整改到位。 (张琼霞 蔡浩)

环境领域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隐患整改展开

本报讯“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节
日。27日下午，镇江博物馆策划组织了“欢度童
年 拥抱快乐 放飞梦想”儿童节主题课堂，将馆校
衔接课程送进市中山路小学，让孩子们感受专属
定制的节日气氛。

“世界各地的儿童节都一样吗？”活动由知识
小讲座环节拉开序幕。课堂上，博物馆社教员和
孩子们展开互动，进行击鼓传花的游戏，共同讨论
节日趣味小知识。随后，青少年们在社教员指导
下，一起动手制作创意风铃。

近年来，博物馆社会教育已经日渐成为我国
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推进博物
馆“第二课堂”功能，镇江博物馆已先后开设了“古
代儿童游戏”“金戈铁马话古吴”“座座古桥连古
城”等多个馆校衔接课程。（司马珂 王婷 仲秋）

本报讯 27日下午，记者从润州区政府
了解到，为应对疫情对消费的冲击，自6月1
日起，润州将开展“润州请您来读书”活动，
面向全区中小学生发放约90万元的读书消
费券。在增进儿童文化福利的同时，积极
向实体书店、教育培训机构“引流”，帮助实
体书店、教育培训机构渡过难关。

润州区政府办副主任刘亮介绍，此次

活动面向全区 17952名中小学生，每人发
放 1 张价值 50 元的消费券，共计 897600
元。中小学生可凭此券前往参与活动的商
家消费使用，无门槛直接抵扣，并可与商户
活动叠加。刘亮表示，此次活动得到了众
多商家的大力支持，目前已有56家教培机
构、14家书店、14个邮政报刊网点报名参
加。 （记者 孙晨飞）

润州向全区中小学生发放读书消费券

本报讯 每一个孩子的心中都住着一个英
雄。英勇击退怪兽的“奥特曼”、救人于危难之
中的“超人”、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烈火
英雄”……如今，他们的心目中又多了一个英
雄，那就是白衣天使。27日下午，为增强医院
职工子女的自豪感，在六一儿童节前夕，市一
人医举办了“牵手白衣天使 倾听英雄故事”职
工亲子活动。全院30名职工子女代表与中山
路小学生10名学生代表共同参与了活动。

活动现场首先让孩子们体验了手工肥
皂制作，学会认真洗手，随后观看视频《出
征》，再由市一人医援鄂英雄冯丽萍、张慧
绘、蔡建先后向孩子们讲述自己的战疫故
事，与孩子们进行互动。

正在读二年级的桑硕是院内一名医务
工作者的孩子。在听完战疫英雄的讲述

后，他表达了自己对这次抗疫行动的理
解。“抗疫就是要战胜病毒，医生护士需要
穿着很厚的防护服才能接触病人，那个防
护服穿着很难受，救人的时候很危险，但医
生护士都很勇敢。”桑硕说，他长大后想成
为一名科学家，像医生护士们一样努力、勇
敢，为国家做贡献。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比较特别，我们这
次举办的活动主要内容是让‘天使’讲给

‘天使’听。白衣天使是抗疫英雄，他们是
大天使，可爱的小朋友是小天使。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医
院让三位援鄂英雄向小朋友们讲述自己的
援鄂故事，让小朋友们知晓抗疫过程，助力
他们健康成长。”市一人医党委副书记吴家
平说。 （王露 朱研 孙小培）

“牵手白衣天使 倾听英雄故事”
市一人医职工亲子活动有内涵

本报讯 5 月 27 日，我市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
在镇江高职校报告厅举行。宣传月
活动以“花开阳光下 抗疫‘心’动
力”为主题，将重点结合疫情引发的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运用网络
宣传、电视推介、咨询宣讲、展演展
示、专项调查等形式，深化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和工作推广，依
次开展“宣讲周”“展播周”“体验周”

“交流周”活动。
“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疫情普

遍反映出社会大众在健康防范、安
全应对、心理调节、敬畏生命等方面
缺乏必备的生存技能和必要的生命
意识。本周是心理健康宣讲周，市
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以此为契
机，携手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共
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工作站，组织
并开展针对学生和教师的健康心理

咨询专场培训。”市未成年人成长指
导中心主任林霞介绍，每月市未成
年人成长指导中心都将派驻两位心
理咨询专家，在第三周的周四到镇
江高职校开展现场心理咨询援助服
务，并逐渐从服务高职校学生到向
社会开放，接待来自社会需要心理
援助的学生。

2 月 4 日以来，市未成年人成
长指导中心在市文明办、市教育
局、团市委等部门的关心和支持
下，招募和培训 40 名心理热线志
愿者，利用 96111 心理援助热线向
学生和家长以及广大市民提供心
理健康援助服务。同时，他们主动
承担起给一线医务人员及其家属
心理舒压的重任。目前，96111 热
线已为近 500 名市民提供了专业
有温度的心理服务。

（蒋国亮 胡冰心）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启动
重点：为抗疫提供“心”动力

5 月 27 日，市
江滨实验小学开展

“书香沁校园 爱心
传千里”活动，为湖
北省黄石市阳新县
浮屠镇华垅小学的
每名学生捐赠5本书
籍，并送上师生们制
作的视频、音频、读
书小报、读书卡、书
信、书法等，让黄石
的小伙伴在书香中
迎接“六一”儿童节。

王呈 袁海芸
摄影报道

让黄石小伙伴在书香中迎“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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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考到校”，学生乐开怀

图为无锡交建集团提供混凝土
铺设的道路。 邹 蕾 摄

25日，姚桥中心小学开展“沐浴心育阳光，健康快乐成长”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日教育活动。活动邀请新区各学校
20多名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开展了主题沙龙，探讨交流教学过程中的一些难题和经验；同时，各班主任和学校心理教
师组织各年级学生开展了“爱护自我，尊重他人，构建和谐班级”心理健康主题班会。图为学生心理团体辅导活动现
场。 王硕 曹力元 孙盛 摄影报道

心理健康辅导心理健康辅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