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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范昀 胡愔怡） 12月18
日，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路月中带队以“四不两直”方式督查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要求全区突出问
题导向，加大整改力度，全力备战文
明城市迎检工作，推动文明城市创建
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当天下午，路月中一行不打招
呼、直奔现场，首先来到大港街道新
禧支路周边，对照考核标准一路走一
路看，重点查看了泊位划线、停车秩
序、路边环境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
要求属地和部门协同联动，加强网格
巡查力度，做好文明引导，充分调动
群众积极性、主动性，营造浓厚的创
建氛围。在幸福广场 （见图 范昀
摄），督查组对广场周边的环境卫生
和经营秩序进行检查，要求相关部门
准确把握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具体要

求，尽快完善垃圾箱标识，全面清理
卫生死角，引导更多商户自觉养成文
明经营、规范经营的良好习惯。

随后，督查组一行前往丁卯片
区，在吾悦广场，督查组重点围绕公
益宣传、氛围营造和无障碍设施、母
婴室建设等事项进行了检查，要求商
场和主管部门迅速查漏补缺，抓好问
题整改，扎实巩固提升各项工作，为
广大百姓创造更加舒心、愉悦、卫生
的消费环境。农贸市场与群众生活息
息相关，规范经营管理、优化消费环
境是涉及民生的大事，督查组最后来
到丁卯中心菜市场，详细查看了摊位
布局、环境卫生、消防设施配备、经
营证照及信息公示等情况，要求责任
主体对标创建细则，逐项寻找差距，
细化任务清单，确保责任全覆盖、管
理无漏洞、创建无盲区。

本报讯（通讯员 姜锁平 记者
佘记其）“谢谢！谢谢各位领导的关
心！”12月 17日，丹阳吕城镇河北村
第一书记何国带领镇江市国资委 6
位机关党支部书记，走访看望了庄国
保、李杭生等 6户重点贫困户，并送
上了慰问金，贫困户李杭生激动地
说，“这么冷的天，还亲自登门来看望
我们，感谢党和政府！”

今年 48岁的何国，现任市国资
委老干部处处长、干部人事处副处

长。自今年11月担任丹阳吕城镇河
北村第一书记以来，何国多次访贫问
苦与村民促膝谈心，了解村情民俗、
村容村貌以及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方
面的情况，还经常与河北村“两委”班
子共同谋划具体的帮扶措施推进村
级发展工作。

在获悉河北村“诚得牌”无公害
富硒稻鸭大米滞销的情况下，何国
及时向镇江市国资委主要领导和分
管扶贫工作的领导汇报、沟通，经过

多方协调，积极推销，目前已落实大
米采购清单 2.6 万余斤，价值 18 万
余元。

何国在走访中了解到，虽然近些
年各级对农村帮扶力度很大，总体保
障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村里仍然有
不少因自身残疾的村民没有收入来
源、因病致贫返贫等情况。河北村现
有建档立卡户 5户 6人；低保对象 7
户8人；五保户8人。

在传统的“两节”即将来临之际，

出生于安徽农村的何国，感同身受，
带着对困难群众生活的关心，带着对
乡亲们的浓浓情意，组织市国资委 6
位机关党支部书记看望了河北村 6
户重点贫困户。

针对河北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薄
弱的短板，何国表示，下一步，他将利
用市国资委行业类别较多的优势，有
针对性地指导、扶持村里创办实体经
济，为村里引来源头活水，推动河北
村实现强村富民目标。

本报记者 孙晨飞 本报通讯员 曾泰然

近年来，润州区七里甸街道万科社区党委结合离
退休干部多、发光发热情绪高等特点，以“银发生辉”党
建品牌为指引，创新“形散神聚”工作法，积极推进离退
休干部党建与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深度融合、整体提升，
建立全市首个“1+4”（支部+志愿队、联盟、驿站、治理）
老干部能量综合体，为老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全
新活力，奏响最美“夕阳红”。

2017年，万科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正式成立，
为非建制党支部，现有党员 113名，支委会成员 7人。
社区党委以组织体系建设为出发点，理顺组织架构，打
造“家门口的党支部”。

社区党委鼓励支持离退休干部党员到社区报到亮
身份、比奉献，融入社区生活，自觉接受社区党组织教
育管理。设立离退休干部党员专门服务窗口，建立离
退休干部党员信息库，负责组织接转、信息登记、参与
组织生活。

社区充分考虑离退休干部党员住所、文化层次、专
业特长、兴趣爱好等，将离退休干部编入社区功能性特
色党组织，逐步建立起“区老干部局党委——街道党工
委——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楼宇党小组”四级
联动组织体系，形成“1+N”的多元工作模式。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会议室、书画室、舞蹈房、篆
刻室等各类功能场所面向离退休干部全面开放，引导
离退休干部党员根据兴趣爱好、特长等加入万科近邻
艺术团，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在开展公益活动、论坛讲
座、邻里活动、教育培训、节庆演出时，充分发挥离退休党员文艺骨干作用，唱
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为促进文明和谐社区建设发挥重要积极作用。

离退休干部们在服务经济发展、文明城市创建、传播先进文化、创新社会
治理等工作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积极作用，成为了最温暖人心的正能量。

2020年 1月 16日“银发生辉”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以辖区退休老干部、
老同志为主体，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服务群众为宗旨，按照“技能对口、专业
对路、发挥专长”理念，下设教育、文体、法律、卫健、工程技术5个志愿服务小
队，开展日常志愿服务，累计开展志愿服务20余次。

社区大力推行“网格长”“楼栋长”工作制，推选一批责任心强、群众威望
高、热心社区事务的老党员、老同志进入队伍，用好威望优势，引导他们在化解
矛盾纠纷，做好群众工作上当好“定海针”。

丹阳吕城镇河北村：

“第一书记”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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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汪杏珍 景骁轶 王露）
12月 17日上午 8点，在市中医院手
术室百级层流手术间，骨伤科主任羊
国民带领团队与南京中大医院骨科
陈辉教授携手，成功为一名髋臼粉碎
性骨折、骨盆骨折患者进行了骨盆内
固定术。手术长达3小时，过程中，患
者出血量仅 600毫升。截至目前，患
者身体各项指标平稳，正在康复中。

12月2日，患者朱先生因车祸致
多处损伤收治市中医院院重症监护
室，经诊断全身多发性损伤，肾挫裂
出血，肝脏出血，10-12后肋骨折、髋

臼粉碎性骨折、骨盆骨折，头皮血肿，
并伴有慢支肺气肿、房颤等。针对患
者严重的病情，羊国民团队与长期和
镇江中医院骨科保持合作的南京中
大医院骨科陈辉团队进行了讨论，最
终决定为患者进行骨盆骨折+右侧髋
臼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多次进行病例讨论后，考虑到特
殊的体位要求，团队与手术室护士长
反复沟通，对体位衬垫进行了改良及
制作。最终，在骨伤科、麻醉科、手术
室等多学科医护人员合作下，手术顺
利完成。

11月份CPI
同比上涨2.7%
鲜菜价格上涨明显

本报讯（陈志奎 杨安琪）记者从
国家统计局镇江调查队获悉，11月份，
镇江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
上涨2.7%，涨幅较上月扩张0.9个百分
点，其中，鲜菜价格领涨达42.5%。

11月份，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
同比“七涨一跌”。其中，交通和通信价
格 上 涨 8.6% ，食 品 烟 酒 价 格 上 涨
3.2% ，教 育 文 化 和 娱 乐 价 格 上 涨
2.4%，医疗保健价格上涨1.8%，衣着
价格上涨1.5%，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
上涨1.0%，居住价格上涨0.5%；其他
用品和服务价格下跌1.2%。食品烟酒
价格同比上涨3.2%。其中鲜菜价格上
涨42.5%，淡水鱼价格上涨21.9%，鸡
蛋价格上涨 27.9%，羊肉价格上涨
13.5%，鲜果价格上涨6.1%。猪肉价格
下跌32%，其他畜肉及副产品价格下
跌21.8%。

环比方面11月份下跌0.1%。八大
类商品及服务价格环比“二涨六跌”。
其中，食品烟酒价格上涨1.1%,交通和
通信价格上涨0.4%；其他用品和服务
价格下跌2.6%，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
下跌1.6%，医疗保健价格下跌0.8%，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下跌0.7%，衣着
价格下跌0.4%，居住价格下跌0.3%。
食品烟酒价格环比上涨1.1%。

邻里一家亲
助老我先行

本报讯（胡雪 曹力元 通讯员 陈雨
婷）12月16日下午，丁岗镇宜乐苑社区开
展了“邻里一家亲 助老我先行”主题活
动，社区工作人员在传承民俗文化的同
时，也为社区居民送上冬日里的温暖。

当天下午刚吃完午饭，宜乐苑社区
工作人员、党员和志愿者们就提前来到社
区活动室，为大家准备好包饺子用的食材
和工具。活动正式开始后，大家撸起袖子，
拌馅、揉面、擀皮、包饺子大家自愿结合分
组、分工协作，忙得不亦乐乎。没过多长时
间，一盘盘热腾腾的水饺就出锅了。

“这次我包了二十几个，味道好极
了。”宜乐苑社区老人赵扣喜吃了自己包
的饺子，喜上眉梢，“社区平时就对老人
比较关心，参加这个活动还是挺高兴的，
希望以后每年都搞。”

社区工作人员还将爱心水饺送到社
区困难党员、困难家庭和行动不便的家
庭以及失独老人家中。本次活动不仅弘
扬了传统节日文化，还增进了邻里之间
的互动和交流，融洽了邻里关系，让辖区
居民们在寒冷的冬日里感受到了社区大
家庭的温暖。

本报讯（张小波 马文琦）日前，新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为进一步加强临时
便民疏导点管理，联合新区建设局、市
监局、生应局、消防大队及相关镇街对
临时便民疏导点开展了联合检查（见
图 张小波 摄）。

联合检查组按照《镇江市建成区临
时便民疏导点设置管理办法》对丁卯经
八路、西苑及丁岗平昌玖珑城夜市等疏
导点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内容涉及燃
气安全、设施安全、食品安全、污水排
放、环境卫生等各个方面，在检查中发
现的18个问题将交办属地限期整改，逐
一销号。

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容环卫科
科长杨东亮介绍，综合行政执法局将
以此次联合检查为契机，进一步建立
健全协调联动机制，定期组织开展类
似检查，不断加强对便民疏导点的常
态长效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投稿邮箱:100538817@qq.com

新区“四不两直”督查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多部门联合检查临时便民疏导点

有爱的冬天不寒冷

新区实小“冬衣1+1”
励志助学暖冬

本报讯（孙婵）近日，镇江新区实
验小学联合中国狮子联会江苏大道
之行服务队和镇江新区圌山公益服
务中心发起了“冬衣 1+1”励志助
学暖冬行动，为云南福贡县架科底
乡公房完小的小朋友们收集冬衣
（见图 孙婵 摄）。

一件衣服送出温暖，一颗爱心传
递希望。行动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响
应，大家纷纷行动起来。捐赠活动前
期，学校德育处布置了准备工作：每
位学生利用双休日在家准备一件或一
套冬衣冬裤，要求干净整洁；每位学
生发一张爱心卡片，填写好并贴在打
包袋封口处；集中收衣并按年级存
放；每班选一名学生代表参加感恩捐
赠活动仪式。

12月 16日中午，来自大道之行
服务队和镇江新区圌山公益的三十多
名志愿者来到学校，他们齐心协力将
孩子们捐赠的所有衣物整理打包。在
活动现场，镇江新区关工委主任仲兴
福很是感动，“在这个寒冷的冬日
里，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爱心的奉献，
感受到了夏日般的温暖。”

捐赠活动中，孩子们把准备好
的捐赠衣物亲手送到服务队志愿者
手上，并行队礼表示感谢。本次爱
心行动，短短的时间共筹集冬衣捐
赠数额达 6018 件。校长陈正伟介
绍，这个活动还会长期开展下去，
把爱心与正能量带给更多需要帮助
的人，让他们的冬天充满温暖和关
爱，不再寒冷。

幸福“家”年华 阖家共欢乐
近日，润州区和平路街道金山社区联合雯心草公益服务中心、区供销合作总社共同开展“幸福‘家’年华 阖

家共欢乐”主题活动，通过“家·文化”“家·团结”“家·味道”“家·表达”“家·传承”五个环节，为居民们献上一曲家
的“欢乐颂”，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营造和谐幸福欢乐氛围。 文雯 摄影报道

市中医院携手南京专家
完成高难度骨盆内固定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