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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记者日前从
市环保局获悉，我省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已
经启动，计划12月底前完成。我
市力争今年9月底提前完成县级
及以上城市水源地环境保护专
项整治任务。

此次专项行动主要针对县
级 及 以 上 集 中 式 饮 用 水 水 源
地。目前，我市已完成全市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
排查工作，共排查出 3 个辖市区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存在的 11
项重点问题。

此次行动，省环保厅、水利
厅、住建厅联合编制专项行动方
案，通过“划、立、治”三项重点任
务，确保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得到
保持和改善。地方各级政府要
明确职责分工，细化工作措施，
构建政府统领、部门协作、社会
参与的工作格局，有序推进排查
整治工作。

（记者 景泊 通讯员 阙薇）

京江晚报讯 这个小长
假，一连串的消息让我市房地
产市场闹猛起来。4月28日，11
家楼盘共1135套房源踩着节日
的“点”领到销售许可证。此
后，来自市商品房网上销售管
理系统的数据显示，我市上月
商品房交易量达4488套。在新
盘迭出的市场火热氛围中，不
少置业者将小长假 3天时间全
部留给了看房。

4月28日，镇江房地产信息
网“批量”公布11个楼盘的详细
信息。近期一直在关注房源的
市民顾先生立即改变了小长假
的出行计划，与家人假期看
房。4月30日下午，记者在市区
一家楼盘销售案场遇到顾先生
时，他表示：“父母年纪都大了，
目前与我们住得离得比较远。

我就考虑着换一套大房子，今
后住在一起方便照顾老人。放
假这两天跑了跑，初步意向是
江边这片区一家楼盘的 160 平
方米户型。”

记者注意到，此次新推盘
区域覆盖了润州、句容、新区、
丹徒板块，包括润泽园一区、
（中集）誉园、香郡小区、蓝波湾
逸墅等。润州板块最多。价格
方面，由于产品属性各不相同，
已经拉开了较大的差距。如新
区丁卯一楼盘毛坯均价为 8800
元/平方米；而南徐板块一楼盘
小高层精装均价达19300元/平
方米，其洋房精装均价更是超
过2万元/平方米。

有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
镇江楼市从 2016 年去库存，到
2017 年多项政策收紧，再到今

年以来宁镇扬一体化进程加
速，以及镇江高新区、丁卯板块
的崛起，楼市温度一直变化。
镇江房地产市场的“版图”一再
扩张，从前两年集中在润州、京
口板块，到目前辐射到镇江新
区、丹徒等板块。同时，房价也
悄然涨了一个波段。有市民感
慨，前两年在南徐板块看房子，
当时几个楼盘的均价也就在 7
字头、顶多 8字头，那时候还觉
得有些高。而现在看看，有些
后悔下手迟了。

另有市商品房网上销售管
理系统公布的数据表明，上月
我市商品房交易量达 4488 套。
月 销 100 套 以 上 的 有 4 个 楼
盘。而销售排名前十中，润州
占了6席。

（翟进）

“五一”小长假，置业者忙看“新盘”
“银四”我市月销商品房超4000套

京江晚报讯 昨天下午，记
者从警方获悉，“五一”小长假期
间，全市公安机关每日投入 2800
余名警力开展社会面防控，为群
众欢度佳节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治
安环境。节日期间，全市社会稳
定，治安和道路交通秩序良好。

据悉，全市公安机关实行战
时巡逻勤务等级，每日投入 2800
余名警力，严密火车站和商贸
区、景区等重点目标和各类人员
密集场所的巡查守护管控，实行
屯警街面、动中备勤，快速处置
各种警情和治安问题，及时消除
各类治安隐患。节日期间，全市
共接报刑事警情86起，其中市区
36 起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31.2% 和
40.9%。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22
起、抓获刑事作案成员 11 名，同
比分别上升27.5%、22.1%。

针对节日大人流、大车流特

点，我市警方超前制定临时交通
管制方案，加强重点高速路桥、
重点旅游线路、大型活动现场和
热门景点的交通管理，累计查处

“三超一疲劳”、酒后驾驶及涉牌
涉证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全市
未发生立案道路交通事故，未发
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现
象。与此同时，警方进一步加大
对旅游景区、车站码头等公共场
所，以及涉危涉爆等行业单位的
安全检查力度，及时发现并整改
治安安全隐患。

节日期间，市公安机关累计
出动消防安全检查组28个，检查
重点单位 87 家，发现安全隐患
184处，责令停产停业 2处、依法
取缔2处。全市共接报火灾警情
3起，同比下降 81.25%，未发生人
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火灾事
故。 （戈太亮 韩江 沈湘伟）

京江晚报讯 昨天是“五
一”国际劳动节，也是镇丹高速
公路水晶山服务区综合楼封顶
的日子。昨天，记者从镇丹高
速公路施工一线了解到，目前
全线 300 多名施工建设者放弃
节日休息，奋战在一线，力争今
年10月全线建成通车。

为了感谢镇丹高速公路广
大建设者，进一步鼓舞士气，市
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
人来到水晶山服务区房建工程

一线，亲切慰问施工人员，并送
上大米、食用油等慰问品。广
大施工建设者纷纷表示，尽管
任务重、时间紧、压力大，但大
家一定会尽责尽力，保障施工
生产安全、有序、高效推进，圆
满完成镇丹高速公路建设任
务。

据了解，目前镇丹高速公
路路基桥涵工程、路面水稳基
层已基本完成，沥青下面层即
将全面展开，房建、绿化、交安

设施工程正在有序推进，沥青
摊铺将于 9 月完工。全线有
300 多名施工人员进行施工，
100 多台套大型机械设备参与
施工。

今年以来，镇丹高速已累计
完成产值1.11亿元，占年度实物
工作量计划 3.2亿的 35%，自开
工累计完成投资 14.86亿元，占
项目概算17.3亿的86%，工程按
计划有力推进。

（马安强 徐园园 沈湘伟）

京江晚报讯 近日，茅山景
区捷报频传，福地旅游交通有限
公司驾驶员刘龙获得镇江市“五
一”劳动奖章，茅山风景区管委
会副主任丁邦元和茅山风景区
夏林村村民戴荣斌获得句容市

“五一”劳动奖章。
刘龙是茅山风景区福地旅游

交通有限公司的一名普通驾驶
员，今年37岁，九年来，他在驾驶
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小
心驾驶、严守纪律，实现了从普通
农民工到专业技术领域人才的蜕
变。他总说“微笑服务就像阳光，
能照亮人的心田”，总是微笑面对
每一位游客，使游客如沐春风。
他的服务态度得到许多游客的赞
赏，纷纷寄来表扬信。

丁邦元是茅山风景区管理
委员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他
立足加快产业经营步伐和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2017年支持开发
了 6 家家庭农场，农民人均收入

由 2016 年 19644 元上涨到 2017
年 21412元，涨幅超过 9%。对辖
区328户贫困户通过光伏发电收
益每年补助资金36万元，同时对
李塔、后河、马埂等6个行政村建
立高炮广告牌项目，每个村修建
2块价值 50万元的高炮广告牌，
通过广告牌出租每村每年可收
益长效资金10万元。

戴荣斌是句容茅山风景区的
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却坚守着一
件不平凡的事情。1938年初冬，
戴荣斌的爷爷戴国宝和几位村民
冒着被日军发现后全家被杀的危
险，偷偷埋葬了3位为解救村民而
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从此，戴家
立下一条家规——子孙后代，无
论男女，必须每年来给烈士扫
墓。80年过去了，从爷爷戴国宝，
到父亲戴相春，再到戴荣斌自己
和儿子，戴家四代人始终信守承
诺，坚持祭扫无名新四军烈士
墓。 （史利陵 朱秋霞）

茅山景区
3人荣获“五一”劳动奖章

小长假期间全市社会稳定
治安和道路交通秩序良好

集中饮用水水源地
环保专项行动启动

镇丹高速服务区综合楼封顶

昨日，位于句容的恒大童世界正在紧张建设中。该项目由恒大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主要
面向 2-15岁的少年儿童,以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故事为核心内容,打造世界级童话神话乐
园。目前，童话大街桩基完成 90%,基础完成 60%,主城堡土方开挖完成 50%,人工湖桩基完成
35%。 石小刚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