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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琼霞
本报通讯员 蒋丽娟

“红盖子下面是什么？”“现场
操作完的生产参数在哪边可以看
到？”……日前，在位于新区新材料
产业园内的江苏超跃化学厂区内，
两名安全生产服务机构专家正手
拿“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风险隐患
排查表”，对照排查内容对厂区安
全风险隐患一一进行排查。

这是新区自10月中旬开展的硝
酸铵等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隐患第
三轮专项排查治理工作中的一幕。

新区生态环境和应急管理局
新材料产业园执法中队中队长张
君达介绍，近阶段他们正对生产、
使用、储存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安
全专项排查治理。“对排查中发现
的安全隐患问题，我们将会同专家
指导企业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
期限。”据介绍，后期将采取回头看
的方式进行检查，对不能有效管控

的重大风险、不能完成整改的重大
隐患，将采取停产停业、停止设备
设施使用等坚决措施予以处理。

“生态应急局工作人员一直对
我们是‘严要求’与‘软关怀’相互促
进，不仅是‘严监管’，‘暖服务’也从
不缺席。”江苏超跃化学安环总监唐
慧建感慨良多。今年一年，生态应
急局不仅定期来企业开展安全检
查，企业一有问题，工作人员更是随
叫随到，提供上门指导；同时还邀请
专家上门给予技术咨询服务。

唐慧建还清楚地记得，去年下
半年国务院督导组检查中发现，江
苏超跃化学控制室与生产装置安全
距离不够，将其界定为一般隐患。
对此，超跃化学从当年12月立即开
始实施控制室搬迁。从选址、新建
到设备设施安装与调试，张君达和
他的同事多次来到企业，现场给予
全流程的安全控制、风险防范、合规
性等指导，原来需 8个月的改造工
程在5个月内全部完成。“在这期间

我和张君达几乎每周至少要见一
次，也因此我们之间加深了了解，成
了朋友。”唐慧建笑着说。

一域可瞻全局。上述情景从
一个侧面展示了新区生态应急局
服务企业的工作理念。“新区生态
应急局立足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安监环
保的关系。在认真履行安全环保
监管职能的同时，全力服务保障招
引项目，全力支持环境友好型优质
项目落户。”新区生态应急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提前介入为项目准入把好关，
工作人员通过对招引项目主动跟进
提前介入，提供全面详实的政策指
导、安全环保评价、试生产等环节的
指导与服务，保障项目顺利落地。
与此同时，他们通过深入企业一线
跟踪服务，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安全
环保制度，帮助排查整改安全环保
隐患，寓监管于服务之中，加强对重
大项目的监督管理,督促项目单位

建立落实责任制、保障管理体系等，
帮助企业规范安全环保行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
新区生态应急局实地考察项目、提

供项目选址意见40余次，有效避免
了新进项目与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
的矛盾冲突。这一工作获得全区

“三比一争”会议通报表扬。

安全监管很严 贴心服务很暖
新区护航企业绿色健康发展

“书香运河·阅读悦美”

社区举办主题阅读活动
本报讯（张旻靖 杨娟 周衡）为营

造全民读书、终身学习的良好氛围，10
日下午，丁卯街道戴家巷社区举办“书
香运河·阅读悦美”主题活动（见图 张
健 摄），“运河书社”同时揭牌成立。

活动中，“丁卯蓝”志愿者向丁卯
中心小学的学生们推荐了与运河历
史、运河文化主题相关的书籍，同时分
享了读本名句，并进行解读。

据介绍，为让大家感受古运河的
文化魅力，传承古运河文化，社区将依
托“益书屋”，开辟与古运河相关的专
栏，供社区居民阅读。

与此同时，社区“益书屋”同步开
展“阅读悦美”阅读活动，在社区图书
室设立展示专架，着重向居民推荐一
批精品书籍。

大港街道推进人口普查工作
本报讯（李丹）近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已

进入正式登记阶段，大港街道 450余名普查员和
普查指导员全面开展入户登记工作。

普查员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笔者跟随普
查员前往大港街道银杏家园一住户家中现场观
摩入户登记。只见普查员通过智能手机现场采
集了居民身份证号信息，询问并登记了年龄、民
族、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成员等相关信息，核实
无误后请对方确认，最后按要求上报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系统。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
义。通过人口普查，全面摸清国家人口总数、结
构和分布等情况，有助于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相
关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更好地贯
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国家有利，对人
民群众有利。

近日，丁岗镇政法和社会事业局联合新区检
察院、丁岗派出所、宜乐社区居委会在平昌中心
社区开展“三官一律”进网格暨平安法治宣传活
动。活动现场，检察官、警官向群众宣传法律法
规，社区志愿者向青少年普及法律知识，政法干
部现场答疑解惑，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吴战 摄影报道

大港街道开展
物业管理培训

本报讯（记者 张琼霞 通讯
员 宦迪）为更好促进物业管理工
作，近日，大港街道新苑物业邀请
市物业协会有关负责人，对公司职
工开展物业管理纠纷实务分析专
业培训。

培训采取以案说法的方式，对
物业管理中出现的各类纠纷作了
详细分析，所选案例紧扣法律条文
规定。

在提问交流环节，新苑物业
员工针对当前在物业管理中存在
的收费、维修、装修检查、老旧小
区日常管理等问题作了讨论分
析，培训人员给出了专业性的意
见和建议。

本报通讯员 徐琳
本报记者 袁刚

“以前雨污水一起下河，水体
污染严重；现在通过治理，取而代
之的是汩汩清水。村民们灌溉、洗
衣都方便了许多，还有不少人来河
边钓鱼呢。”日前，在扬中市三茅街
道明华村农科队附近，村民李阿姨
一边在河边洗菜一边称赞说。

2016年，扬中市入选全国村庄
生活污水治理试点县，根据上级统
一部署，到 2020年底要完成 400个
居民点（村民小组）的生活污水治理
工作。截至目前，该市已完成 338
个居民点（村民小组）的生活污水治
理，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70余座（含

提升泵站），铺设雨污水管网460余
公里。乡村田头，一条条清清小河
再现眼帘，美丽乡村入画来。

雨污分流，给污水建新家

“农村的地下管网只有一个管
道，雨水、污水合流。我们要做的，
就是给污水建新家，单独铺设污水
管网，挨家挨户将污水收集起来，
再由管道送至污水处理站，确保污
水不下河，不污染环境。”三茅街道
明华村农科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工程施工队队长束永平介绍说。

2016年，扬中市编制了《村庄生
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并通过省住
建厅组织的专家评审。四年来，该市
有序推进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到

2019年底已完成313个居民点（村民
小组）的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今年，
共计划完成87个居民点（村民小组）
污水治理，目前已全部开工建设，其
中25个点的工程基本竣工。

“我们这个工程是 9月初进场
的，计划铺设管道 1300米，目前已
经完工，共惠及居民60余户。改造
完成后，现今所有的污水都收至北
沙圩处理池，经过净化后再排至河
内。”手指不远处的一个“大铁箱”，
束永平补充说。

化污为净，帮污水换新衣

沿着河边的小路，向北走上30
余米，便来到了束永平口中所说的北
沙圩处理池，这里是村庄生活污水治
理的第二个关键环节“化污为净”。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起来后，怎
么处理？这是一个问题。对于具备

纳管条件的村庄，我们在建设完污
水收集管网后，可以直接将污水管
道接入市政污水管网，送至污水处
理厂处理。而对于一些不具备纳管
条件的村庄，则需选址建设小型污
水处理设施，来有效处理该区的污
水，让‘自家的污水自家清’。”扬中
市住建局村建科科长狄迎九说。

2016年起，扬中市陆续在各村建
设改造了70余座污水处理设施（含提
升泵站），每个污水处理设施都达到了
一级A出水标准。通过处理，原本的
污水变得干净清澈，排至河道后，进一
步提升了河内水质，鱼虾都多了起来。

治管结合，让乡村展新颜

2019 年，扬中市推出新举措
——对村庄生活污水治理采取
EPC+O模式，即：设计、施工、运维
一体化，并对所有行政村的生活污

水实施雨污管网改造，新建信息化
管控平台，对已建村庄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进行统一运维。

“重治轻管，必定会产生工作
漏洞。污水的治理，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完成的，也不是一个工程就能
解决的，需要久久为功。这就要求
我们在建设、治理的同时，还要加
强管护和运维工作。”扬中市住建
局副局长翟骏介绍说。

今年，扬中市住建局对污水设
施进一步统一运维，截至目前，已
对 73座污水处理设施进行调查摸
排，根据情况制定改造方案；同时，
结合污水设施改造，对2016年前实
施的69个居民点的管网逐一排查，
雨污合流、混接严重的纳入 EPCO
计划实施管网改造；并新建信息化
管控平台进行远程控制、统一运
维，预计11月底将调试运行。

污水变清流，浇灌美丽乡村
扬中治管结合做好绿色发展“水文章”

“投资电影”回报高达3倍？
浦发银行成功拦截一起金融诈骗

本报讯（奚嘉妮 张凤春）日前，浦发银行镇江
分行员工凭借严谨细致、对客户高度负责的态度，
成功拦截一起“投资电影”诈骗事件，帮助客户避
免了资金的进一步损失。

原来，该行客户李女士在微信上认识的“朋
友”劝说她投资某部电影拍摄，并承诺回报为参股
金额的3倍左右。信以为真的李女士已通过浦发
银行手机银行向“影视公司”汇款27万元，并且打
算再次汇款。而李女士的儿子张先生意识到了这
可能是骗局，劝阻母亲，并迅速报警，办案民警也
强烈建议不要继续汇款。可是李女士不听，张先
生只好找到浦发银行镇江分行寻求帮助。

第二天，手机发生故障的李女士来到浦发银
行镇江分行要求汇款。通过沟通，理财经理看到
了她手机中与“朋友”交流的所谓合同图片和诱导
性话语，基本确定李女士卷入了金融诈骗。在反
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理财经理在得到张先生同
意后，告知李女士实情：她打算汇款的个人账户已
经因为可能牵涉洗钱和非法集资，已被冻结，并婉
拒了李女士后续的其他汇款要求。

此后，当李女士来到浦发银行朱方路支行，要
求安装手机银行并进行汇款时，工作人员同样进
行了劝说和阻拦。

经过两次劝阻，张先生非常感谢浦发银行镇
江分行，表示通过多方劝说，李女士已暂时打消继
续汇款的念头。

对此，浦发银行工作人员提醒：网络诈骗形式
层出不穷。市民在保护好账户信息的同时，若要
转账、汇款，一定要先对收款账户进行充分核实，
不要向陌生人及账户汇款。

丹阳市眼视光研究学会
走进上海开展交流研讨

本报讯（罗玲 佘记其）11月8日，
由丹阳市眼视光研究学会主办、上海
远贺视觉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儿童青
少年视觉健康及近视防控技术交流研
究活动在上海隆重举行。丹阳科协、
丹阳市卫健委、丹阳市教育局以及来
自全国各地眼视光相关领域的200余
人欢聚一堂，全面聚焦眼视光学与眼
健康管理学科的内涵和发展方向。

会上，丹阳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
医师林夕梅，丹阳市眼视光研究学会
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工学
系眼视光学教研室主任王淮庆，上海
远贺视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季道远
先后交流了《儿童青少年近视现状及
防控技术》《近视防控赋予我们的责
任》《弱视可塑期的救助》等主题，分享
了眼视光领域的新观念、新进展、新理
念，使与会人员受益匪浅。

作为丹阳市眼视光研究学会成立
以来的首次大型学术活动，本次研讨
会主题突出，内容丰富，促进丹阳市眼
视光行业的技术提升与推广，推动行
业更深层次地发展。

11月10日，市幼儿园乡村男教师培育站开班典礼暨京口、润州两区幼儿园男教师专业发展联
盟结盟仪式在京岘家园幼儿园举行，两区幼儿园男教师进行了师徒结对。培育站旨在帮助男教师们
明确“幼儿为本 师德为先 能力为重 终身学习”的发展目标，挖掘每位男教师的潜力，给他们搭建
职业发展的平台。 王呈 吴玉美 摄影报道

为让小朋友知晓四季变化
的特征，近日，镇江市实验幼儿
园的小朋友在校园捡拾满地的
落叶，给树叶排队，欣赏落叶飞
舞的景象，感受大自然四季变
化的美好景象。

朱爱军 袁玥 摄影报道

11日，中储粮镇江基地开展“纪念抗美援朝
70周年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主题的忆苦思甜
活动，让员工吃咸菜、萝卜干、山芋、窝窝头等忆苦
思甜饭，观看纪录片《记忆的力量——抗美援朝》，
参观抗美援朝图片展，激发基地干部员工砥砺前
行的斗志，厚植爱国情怀。王呈 杨晨晓 摄影报道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忆苦思甜

培育幼儿园乡村男教师

身边的课堂

工作人员在企业开展服务工作。蒋丽娟 摄（资料图片）

“三官一律”进网格
服务群众零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