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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乡村振兴，推进高质量发展，
关键在党建引领。近几年来，福源村
坚持把农村基层党建与新农村建设相
结合，不断巩固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
地位，建立责任落实、三必议事、双重
反馈机制，推进全村经济社会加快发
展。全村村民 3670余人，有 145名党
员，建立了 5个党支部，13个党小组。
117 名党员中心户结对联系群众 956
户，实行网格化管理，所有党员签订示
范承诺书，各项工作责任层层落实。
村党委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
干部、支部书记及党小组长的骨干队
伍深入村头埭尾开展各项工作，切实
打通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最后一
米”。今年在疫情防控、人居环境整
治、防汛抗灾等工作中，党员“亮身份、

树形象、作表率”。福源村三组的老党
员何宇明，七、八年前动了大手术，疫
情期间以身作则，主动到卡口执勤。
福源村沿江岸线较长，防汛抗灾期间
党员始终坚守在防汛一线。“榜样的力
量是无穷的”，群众看干部，干部看支
部。一位党员，一面旗帜，在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中，福源村90岁的老党员徐
子林与81岁的夫人李兰芳，主动将家
前屋后整理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15组 99岁的徐翠英老人与 79岁的儿
媳妇姚保英不顾年迈，婆媳配合，清理
垃圾，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福源村党委转变发展观念，创新
发展模式，拓展发展思路，积极当好村
域企业的“店小二”，努力为工业企业

出谋划策、排忧解难，致力“旅游十经
济”，盘活存量资产，将厂房、代征土地
出租，引资引人，不断壮大经济实力。
先后将江苏佳威、镇江魁普等企业引
进村里，福源村现有大小企业 36 家，
2019 年累计实现销售 3.6 亿元，村集
体收入从 2009年的 60万元增至 2019
年的225.62万元，近年来，村级经济稳
定性收入年均增长率均在 15%以上。
同时福源村依托田园风光和大江风貌
等优势，将近 400 亩土地引进高产高
效农业，建立秧草基地，种植草莓、软
籽石榴、玫瑰花等经济作物，形成结构
合理、品种多样的特色农业，并加大资
金扶持、技术培训、业务指导，解决了
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使得村民不用
出家门，就能打工挣钱。

为了将福源村打造成名副其实的

“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江苏省水美
乡村”，村投资100多万元加强河道水
域的整治，先后将46条河道全部疏浚
整治一新，清淤、打桩，建生态驳岸、坝
头，坡道种景观植物，既展现新面貌，
又留住“老味道”，河道改造以自然修
复为主，保留河道的自然弯曲和生态
环境，让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

福源村两委以建设“孝和福源”为
载体，2019年投资100多万元建成“孝
文化园”，打造孝和文化品牌。福源村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美丽的传说和动
人的故事，历年来民风淳朴，家和邻
睦，人人孝老，个个爱亲，光大了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在“长寿园”进口处
数米长的文化墙上有书法绘画相结合
的“二十四孝”的故事，园内展牌上有
百岁老人长寿秘诀和孝德故事，为进
一步完善村规民约，促进乡村文明，助
力人居环境整治，从去年开始，福源村
外聘市绿岛传统文化服务社智囊团帮
助挖掘村历史文化，特别是“孝和”“长

寿”文化，撰写出“陈家酱园的传说”
“东新港码头的变迁”、福源村革命故
事以及孝和长寿老人的故事等，着力
构筑传承创新村民的精神家园。福源
村还运用农民大舞台，让村民在家门
口就能免费看到精彩的戏曲、电影，并
将党的方针、政策编写成接地气的文
艺节目演出，用文化滋润乡土、滋养乡
情、教化群众、淳化民风、凝聚人心，增
强村民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让乡村文化发展更具魅力。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福源村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源于福源村两委班子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积极主动作
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乡村振兴任
重道远，服务百姓永无止境。我们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奋发
作为，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在十四五
时期，让福源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
的生活。”福源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
任徐纪荣如是说。

为有源头活水来
—扬中兴隆街道福源村推进高质量发展纪实

（周树新 孙富民 严伟）

‘福寿绵延，源远流
长’的镇江市第一长寿
村福源村东临长江，由
原东新、福德、乐源三村
合并而成。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福源村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犹如
冉冉升起的太阳光彩夺
目。进得村来，映入眼
帘的是：一栋栋别墅错
落有致，一条条道路平
坦宽敞，一条条河流碧
波荡漾，一排排杨柳生
机盎然。来到‘长寿
园’，更是走进了‘人间
天堂’，宛如‘世外桃
源’，如诗如画的美景，
让人陶醉，流连忘返。

”

“

党建引领聚民心

民生工程致民富

文化铸魂淳民风

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网上拍卖公告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

将在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sf.
taobao.com/0511/02，户名：镇江市京
口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王理顺质押的江苏洪泽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462.9871万
股，登记号：320800000338。评估价值
1055.61万元。起拍价897.27万元，保
证金：100万元，增价幅度：3万元。

特别提醒：
（1）评估基准日为 2020年 12月

2日，价值参考依据详见附件《资产
评估报告》《股权账面价值调查报
告》。本次拍卖为现状拍卖，标的所
涉的一切费用及风险由买受人自行

承担。
（2）本次拍卖标的系无形资产，

请买受人自行向相关管理部门及江
苏洪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确认相关情况及有关过户事宜，本院
不予确认。未自行提前了解情况、手
续，不符合条件竞买的，后果由竞买
人自行承担。

二、咨询时间与方式：即日起至
拍卖日前接受咨询。本院已委托“杭
州来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分公
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拍卖相关
信息进行咨询及拍卖辅助工作。联
系电话：400-1571060，或登录访问
www.laipai.com“来拍法服”网站、关
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支付宝小程序“来
拍法服”了解。有意者请自行向相关
管理部门及江苏洪泽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咨询确认现状、过户等
相关事宜。

三、拍卖时间：2021年 2月 1日
10时起至 2021年 2月 2日 10时止进
行拍卖（延时的除外，详见各拍品公
告）。根据法律规定，法院有权在拍
卖开始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撤
回拍卖。

四、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
应于开拍前一周向拍卖法院提交有
效证明。

五、竞拍前竞买人的支付宝账户
中应有足够的余额支付拍卖保证
金。详细公告点击淘宝网镇江市京
口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
址 ：https://sf.taobao.com/0511/02，户
名：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查阅。
咨询电话：0511-85319368(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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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5010151
地址：市中山东路4号镇江日报社二楼

广告中心营业厅

遗失丹徒区新城八零八零海鲜自助
餐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23211210037864，声明作废。
遗失丹徒区新城八零八零海鲜自助
餐厅的卫生许可证副本，证号：徒卫
公字【2015】第N181号，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佑安安全设备有限公司的
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镇江合力叉车有限公司的公
章，声明作废。
遗失张少华的户口迁移证，证号：苏
迁字第00113648号，声明作废。
遗失句容市老年书画协会的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314200173430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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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纷纷落，“ ”源源来

学校元旦假期将提前
本报讯（胡冰心 唐守伦）大雪如约

而至。市教育局发出《关于做好寒潮和
雨雪冰冻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的紧急通
知》，要求各地各校落实防御措施，切实
做好防范强冷空气和抗雪防冻工作，确
保不发生师生和校园安全事故。

《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高度重
视本次寒潮及雨雪冰冻天气的防范
应对工作，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
时刻关注天气变化，结合本地本校实
际，明确人员分工，落实工作责任，采
取科学有效的应对措施，严防发生师
生员工伤亡事故。

记者获悉，鉴于目前天气情况，我市
市属中学2020年12月30日至2021年1
月 2日放假 4天，2021年 1月 3日补上
2020年12月30日的课；京口、润州两区
小学及幼儿园2020年12月30日至2021
年1月3日放假5天，2021年1月4日上
课，中学放假时间和市属中学一致；丹徒
区各校2020年12月30日暂停课1天。

重服务做好及时提醒
本报讯（周迎 王传友 笪倩倩 庆

海）据气象部门预计，我市未来3日将
有较强雨雪天气过程，气温将创下今
冬最低。农业部门发出了气象预警，
并做好相关提醒。各地农户纷纷开启
防冻减灾模式，以应对极端天气影响。

12月29日，句容市茅山镇的满园香
家庭农场的负责人王君就忙开了，将连
栋大棚的棚膜卷起，留出空隙，好让雨雪
不会停留在大棚上，造成安全隐患。

葡萄大棚还只要加固，草莓大棚
则面临加固和加温的双重“考验”。白
兔镇农服中心工作人员在一周前，就通
过移动短信等方式，挨个将气象预计信
息发送给莓农。12月29日，该镇组织
了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挨家挨户上门为
莓农们送上防寒抗冻“大礼包”，为莓农
选择适合自家实际情况的防寒抗冻措
施。白兔镇的草莓种植户笪小华自从
看到大雪降温的气象预警后，已经连续
忙了3-4天，“20亩大棚里，5亩高架大
棚需要加固，防治积雪压垮大棚。同
时，所有的大棚都需要开启加温设备，
确保草莓的正常生长。希望低温天气
别太久，草莓销售红红火火。”

当前，我市设施农业生产大都集
中在园艺业中，寒潮来临之前，对设施
大棚等造成了较大的挑战。业内人士
透露，要想平稳度过此次大雪降温天
气，需要在雨雪到来前对所有钢管大
棚、连栋大棚等生产设施进行一次全
面检查。同时，针对正在生产中的草
莓和蔬菜等作物，要做好清沟理墒、棚
膜覆盖、棚体加固等工作措施。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除了设施园艺生产要注重防寒抗冻
外，大田作物的管理也马虎不得。低
温过后，要及时调查大田受冻情况，根
据受冻程度适时补肥。

闻“雪”而动提前除隐患
本报讯（记者 景泊 通讯员 余

长保）12月 29日开始,我市迎来一轮
寒潮、强降雪天气。我市交警部门闻

“雪”而动，迅速启动应急应对措施，
全力确保恶劣天气下全市道路交通
安全平稳有序。

市区交警各大队提前对辖区重
点路段、重要节点，以及高架、桥梁、
涵洞等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的点位
进行了突击摸排，全面排查消除风险
隐患，并一点一策完善应对方案、落
实管控措施。

交警车管部门派出民警深入辖区
客运、危化品等重点运输企业，督促企
业落实源头管控措施，加强车辆进站、
出站的安全检查，提醒配好防滑链等
安全防护设施。他们还通过广播、电
视、报纸和网络、微信等媒介以及电子
显示屏、手机短信等渠道，对市民如何
应对恶劣天气保障安全出行进行了全
方位的预警提示和宣传引导。交警官
方微信提前公布市区范围内14条易结
冰道路和桥梁信息。

本报讯 （胡冰心 戴勇
大顺）12月29日午后，纷纷扬
扬的雪花如约而至。在白雪
装扮古城时，寒潮、雨雪也给
市民出行带来不便，为此，市
城管局环卫处“以雪为令”全
员进入“集结待命”状态。

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
葛光华介绍，雪情就是命令，
面对恶劣天气，市环卫处紧急
召集各区环卫所以及京口区、
润州区、镇江高新区的 14 家
环卫保洁公司，对恶劣天气下
的除雪融冰工作进行了部署。

与此同时，市环卫处各
种除雪融冰装备也进入“备
战”状态。葛光华介绍，除了

撒盐车，2019 年我市首次采
购了9台扫雪专用的“滚刷”、
4 台“铲刀”。今年又新采购
了 3 台手推式非机动车道除
雪车。早在 12 月初，这些装
备就都已经安装到位。“扫雪
专用滚刷和铲刀可以安装在
环卫作业车上，相比传统的
铲雪车，这些新式的除雪装
备可将路面清理得更干净，
效率和安全性也更高。手推
式非机动车道除雪车则有利
于非机动车道快速高效除
雪，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多安
全保障。一旦道路出现积
雪，这些装备将第一时间投
入工作。”葛光华表示。

新型铲冰扫雪车待命

本报讯（蒋慧 王静 渠
亚楠 曾海蓉）雨雪天气来
袭，市公路部门周密部署雨
雪冰冻天气应急处置准备工
作，应对恶劣天气。

据悉，目前市公路部门13
个养护工区，已对抛雪机、推
雪板、撒盐机等冬季应急机械
进行全方位的保养和调试，确
保机械车辆保持良好的使用
性能。同时，做好融雪剂等应
急物资的储备入库，平地机、
装载机、撒铺机等除冰除雪机

械设备已全部准备到位，调试
应急机械设备218台套、储备
应急物资 1000余吨、建立应
急保障队伍499人。

此外，公路部门进一步
加强与公安部门的沟通协调
和协作联动，312国道公路中
心、丹徒公路处与丹徒交警
大队建立了除冰除雪应急联
动机制。

寒潮临近，应急队伍 24
小时在岗在位，随时准备接
受任务。

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

多措并举全力保畅通
本报讯（锁诗洁 曾海蓉）12月29

日，我省多地大雪来袭，给水上交通带
来不利影响。市港航部门及时启动恶
劣天气应急预案，开启24小时应急值
守模式，确保航闸安全畅通。

据悉，港航部门提前布局，在 12
月 28日已安排谏壁船闸工作人员在
多处铺设防滑草垫，并对船闸所有机
电设备进行全面排查。同时，进一步
加强水上运输专项整治，对危化品船
舶及超载、超限等违章船舶严格管控；
合理制定运调方案，采用套闸和通闸
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利用水上ETC和
集中控制调度模式，极大提高运调效
率；加强与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
水利部门的沟通联系，多措并举全力
保障船舶运输安全。

港航部门开辟水上绿色通道，确保
重点物资优先放行，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趋势，通过多种渠道向船民做好雨雪、
强降温等天气的预警工作，准备姜汤和
蔬菜免费赠送给船民，开放网上物资代
购系统，为船民解决后顾之忧。

本报讯（朱婕 秦锐文）12
月 29日下午，我市开始出现大
风降雪天气，气温骤降、道路湿
滑，是否会对市民的“菜篮子”造
成影响？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
到，通过提前预警、积极应对，目
前市场运行监测情况上，市场供
应充足，镇江农批市场、各大商
超均加大了蔬菜、肉类上货量，
各类商品库存充足，价格稳定。

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虞军
介绍，各级商务部门工作群、市
场保供群都提前发出了通知，对
近期低温冰冻天气发出提醒，

“要求各大超市、农批市场提前

备货，加大采购量，保证市场供
应，同时做好冰冻风雪天气的安
全生产工作。”

其中，镇江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在接到通知后，立即提醒经营
户提前储备各类蔬菜，增加上货
量，12月29日蔬菜上货量约380
吨，是平时的1.5倍；市场各类储
备达到700吨，可以保证全市2-3
天供应。与此同时，恺源超市也
增加了30%进货量，尤其加大了
民生保障类的蔬菜、肉类进货量，
萝卜、大白菜、土豆、猪肉等采购
量比平时增加了30—50%，目前
各类商品库存充足，价格稳定。

确保“菜篮子”量足价稳

12月29日，雨雪袭来，京口区环
卫所立即启动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备置
融雪剂30余吨，做好抢险物资准备，同
时重点对全区垃圾中转站开展检查维
护，保证在极端天气下，垃圾收集转运设
备正常进场，确保垃圾日结日清。

杨馨蕾 王呈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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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润州区金山街道杨
家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深入辖区西麒麟巷、九如巷等多
地，免费为自来水管装上防冻保温材
料，给裸露在外的自来水管穿上“棉
衣”，确保冬季用水安全。

文雯 摄影报道

本报讯（方良龙）今年最强冷空
气来袭，市住建部门紧急部署、迅速
行动。

为确保城市安全运行和市民正常
生活，市自来水公司全力确保供水安
全，金西水厂、金山水厂、大港水厂、征
润洲水源保护地厂区内，工作人员已经

“双岗”值守到位，仔细检查管道保温情
况，并对相关管线进行包裹和遮盖，确
保制水环节万无一失。

镇江华润燃气启用应急保供值班
制度，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确保调度、抢
维修、上党场站全天24小时作业。气源
组织上，一方面争取管道天然气指标，
另一方面，通过上海天然气交易平台、

联系LNG供应商等方式竞价，高价采购
LNG气源，补充管道天然气缺口。

12月 29日上午，市住建局召开
应对极端降温天气工作会议，要求加
强天然气和自来水防控保供工作应
急准备，确保不影响市民生产生活秩
序；城市危险房屋监管明确属地职
责，确保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加大直
管公房隐患排查，确保租户安全；进
一步排查整治农村危险房屋；加大建
筑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所有工地
一律停工，严格执行大风天气和雨雪
冰冻天气应急措施；加大城市园林绿
化积雪清除，保护行人安全；积极组
织志愿服务队伍清扫积雪等。

工地停工保供气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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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来水管穿“冬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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