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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日前，朋友
圈因为这样一则重磅新闻而刷
屏：镇江市区义务教育学校布
局规划出炉！新增 31 所中小
学！目前已公示结束。在新增
加中小学的同时，也有一些中
小学因为种种原因而被撤销。
将被撤销的中小学共涉及 13
所。这些学校中，有你的母校
吗？有你的回忆吗？

市民韦女士曾经是镇江四
中 1989 级的学生，她的记忆里
有当时上课的小楼，有自己带
着饭盒去蒸饭的食堂，有午后
逛到学校的小操场，吊双杠、单
杠，爬云梯，“胆子就是那时候
练出来的”，还有和小伙伴们聊
聊琼瑶小说。她还记得，当时
每年一次的秋季运动会，都是
在体育场举行。特别是初二那

年，正巧在中国举行亚运会，学
校的运动会也恰巧在那时候举
行。当一曲《亚洲雄风》在体育
场响起，运动员们虽然满脸是
汗水，但依然为着“更高更强”
而拼搏。

虽然那时候也是按学区上
学，由于韦女士在少年宫学的
二胡，当时和民乐队的小伙伴
一同考进了四中。她现在已年
过不惑，女儿也继承了她的爱
好，也在学习二胡，还成了她的
同门小师妹。韦女士告诉记
者：“前不久，我恰巧从二胡老
师那儿拿到了当年少年宫民乐
队演奏的《红楼梦》录音，我将
这个带着少年回忆的音乐传给
了当时一起练琴的小伙伴们。”

市民陈女士小时候就读于
解放路小学，当她听说解放路

小学即将撤销，觉得有点遗
憾。不过，她知道，2016年夏秋
季，敏成小学就建成招生了。
2017年9月1日起，植根于解放
路小学的敏成小学已经有一、
二年级的学生在上课了，三、
四、五、六 4个年级的学生目前
仍在解放路小学上学，随着时
间的推移逐步过渡。

市民沈先生感慨地说：“20
余年间，昔日从小学到高中的母
校或改建、或撤并，都已泯然于
镇江城。”听到消息后，他的心中
勾起年少时的回忆，不免有淡淡
感伤。“不过这也是镇江城市发
展的必然结果”。他相信老校园
会变成回忆永存一代人心中，有
一天它们也会迎来涅槃重生，重
新成为镇江人美好生活的一部
分。 （记者 孙霞）

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划出炉

市区中小学新增31所撤销13所

京江晚报讯 自省第三环
保督察组进驻镇江以来，丹徒区
委、区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区委
书记张映桥亲自督办，区长谢继
步总调度，相关领导牵头负责，
第一时间制定出迎检方案，迅速
建立起协调联络组。

各相关板块、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市、区有关会议精神和要
求，严格履行生态环保党政主体
责任，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全力推进各项督察事项的
整改落实，解决了一批突出环境
问题。

截至 5月 10日，全区环保系

统共出动检查人员 245 人次，检
查企业85家，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17起，建议立案数 12件，查封扣
押企业 1家；共答复交办问题 11
批 43件，答复率 100%，所有答复
材料均已在区政府网站进行信
息公开。

接下来，丹徒区将继续保持
高度重视，狠抓落实整改不放松，
认真做好督察迎检各项工作，对
发现的问题立查立改，建立长效
机制，对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列
出方案措施，明确完成时间，确保
环境问题整改的高效率和长效
性。 （干光磊 戴文妍）

京江晚报讯 为加强东西
部人才交流互动，市人社部门近
日组织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大
全集团、江苏沃得集团等22家知
名企业赴兰州、银川的高校招揽
人才。

兰州和银川和西北地区高
校集聚地，我市企业携带机械、
化工、新材料、财会、市场营销等
573 个人才需求，开展镇江市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发布、人才政策
推介和现场招聘活动。在此期
间，举办宣讲会1场、专场招聘会
3场，共接收简历600余份，200余
人达成就业意向。其中，江苏山
水环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现场签约2人。

在兰州理工大学，市人社局
和省交通工程集团、豪国窗饰制
品现场举行了“遇见最美镇江

‘一城两企’”城市就业宣讲会，
吸引 600 余名高校学生参与互
动。在银川，我市先后在北方民
族大学、宁夏大学和中国矿业大
学银川学院等3所高校举办三场

“2018年镇江市万名高校毕业生
留镇行动专场招聘会”，现场吸
引 1000 余名高校毕业生参与互
动。沃得集团现场开出103个人
才需求，鱼跃医疗也开出了56个
人才需求。此外，市人社部门还
与高校就业部门负责人进行了
面对面交流互动，为下一步“校
地企”精准合作交流了意见。

据悉，在 2017年 12月 9日举
行的我市首届创新创业人才博览
会上，市政府与北方民族大学签
订了人才引进培养合作协议，全
面开启了我市与银川地区高校深
入合作的新篇章。此次开展“万
名高校毕业生留镇行动”西北地
区专场活动，进一步增强了我市
企业与西北高校的互动频次，深
化“校地企”精准招聘的力度。接
下来，市人社部门还将通过网上
就业信息互动和现场招聘对接交
流等方式，6月份赴相关高校开展
实习生招聘专场、就业见习专场
和意向合作高校走访等系列活
动。 （孙秀宝 沈春来）

京江晚报讯 “项目兴则
经济兴；产业强则丹徒强。”这
是丹徒区发改经信委副主任郑
瑶谈及该区各职能部门的集体
共识时说的一句话，围绕这个
共识，丹徒区上下着眼产业强
区战略，正在积极行动中。据
悉，预计该区上半年，全区完成
先进制造业投资 7 亿元，增长
5%；工业应税销售收入 212 亿
元，增长20.7%。

产业项目建设作为丹徒经
济发展的核心和命脉，除了有
北汽、苏能科技等重点大企业、
大项目的支撑，还有一批各具
特色的“专精特新”企业，他们
虽然规模不大，但独辟蹊径，不
仅在各自领域独领风骚，也为
丹徒建设源源不断的输送着生
机活力。

位于丹徒区谷阳镇的科瑞
制样设备有限公司，就是丹徒

“专精特新”企业之一，它占地

面积不大，但“五脏俱全”，记者
赶到时，厂房里的工作人员正
在专心生产，机器在金属板材
上溅起耀眼的焊花。科瑞制样
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玉山先
是颇为自豪地告诉了记者一个
好消息：“我公司承担起草的除
尘系统产品国家标准，GB35983

《煤样制备除尘系统通用技术
条件》，将于今年7月颁布实施，
该国家标准规定了除尘系统的
检验规则、检验方法等技术要
求，我公司是该国家标准的第
一起草制定单位。”

除了具备起草国家标准资
格，进一步牢固行业地位的好
消息外，另一个利好消息也令
徐玉山对未来有更多期待：“今
年4月，除尘系统产品已被列入

《北京市 2018 年节能低碳技术
（产品）及示范案例推荐目录》，
国家标准的颁布实施，北京市
节能产品的推荐目录，都将会
极大推动除尘系统的市场推广
和应用。”

市场前景大好，自身技术
更要过硬，记者了解到，该企业
目前和中煤科工集团煤炭科学
研究总院、国家电网西安热工
研究院、山东电力研究院、北京
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科
研院所合作，开发研制的矿产

品化验制样成套设备，其中哈
氏可磨性指数测定仪获煤炭部
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密封锤
式破碎缩分机、密封锤式破碎
机、哈氏可磨性指数测定仪、煤
的磨损指数测定仪、变频旋转
缩分机、台式粉碎机、混合缩分
机等均为国内首家开发研制，
部分产品曾被确认为国家级重
点新产品予以推广。公司拥有
2项发明专利，30项实用新型专
利。这些专利，让徐玉山信心
满满地表示，今年公司销售有
望突破3000万元。

“我们还有一个拳头产品，
无人值守全自动制样系统，经
过两年多的推广，已逐步被市
场认可，也是我们今后要加大
技术力量的投入、加大资金的
投入，重点研发重点突破的产
品。”徐玉山介绍道，无人值守
全自动制样系统，是将提升机、
破碎机、缩分机、混合机、烘干
机、研磨机等按照智能化、自动
化的要求，重新优化设计，最终
能在无人值守的工况条件下，
来实现矿产品检测的采样、制
样、存样、送样、化验等作业环
节。徐玉山表示，无人值守全
自动制样系统代表着制样设备
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更高
效、更智能、更公正。”（晏海雁）

京江晚报讯 昨天，市抗震
鉴定办在梦溪广场开展以“加强
抗震防灾意识，减轻身边灾害风
险”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向市民普
及房屋的“生老病死”事，发放《房
屋安全百姓问与答》及《房屋装修
知识宣传》等资料。

据介绍，与人类一样，房屋也
有“生老病死”。除地震、风灾、雪
灾、爆炸等偶然因素外，一是房屋
本身质量安全存在缺陷、隐患；二
是使用不善、乱拆乱改、管理不到
位。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市民列
举了日常生活中错误的装修拆改
行为，如在屋面砌筑墙体，增加了
屋面荷载；在砖混结构房屋的承

重墙上开凿半墙洞，配筋抗震墙
上开凿半墙洞（鞋柜）；在砖混结
构房屋的客厅与阳台之间抗震承
重墙上扩大门洞等，这些都是危
及房屋安全的行为。

市民若发现房屋公共部位有
安全隐患，该向哪些部门反映？
工作人员介绍，根据《镇江市市区
房屋安全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
二十一条，发现有安全隐患的，物
业服务企业应当及时向业主委员
会、当地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
府书面报告，或者单位、个人直接
告知当地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
府。

（张一薇 翟进）

错误的装修拆改可成房屋安全新隐患

抗震办普及房屋“生老病死”事

我市组织22家企业赴西北高校招揽人才

丹徒区全力做好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独辟蹊径，各领风骚
访丹徒区“专精特新”企业——科瑞制样设备有限公司

昨日，中央
储备粮镇江直属
库有限公司 8 万
吨浅圆仓项目已
完成主体建设和
设备安装工程，
目前正在对外墙
进行涂料粉刷和
输送设备调试，
计划月底实现装
粮。
王呈 项英 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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