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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改革工作小
组成员、改革实施方案、股权确
认表……”这些天，丹徒区宝堰
镇团结村的村民每天经过村里
公示栏时都要看上两眼。今年
5月以来，村里正在如火如荼地
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公示栏上的每个字，都关系着
农民钱包，牵挂着农民的心。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关系着农民钱包”，区里高度
重视，接手改革任务后，丹徒区
迅速在全区建立了改革工作小
组，明确组织架构和工作体系，
并组织相关培训，为高质量完
成改革任务奠定了基础。同
时，全区 10个镇（街道、园区），
结合本地实际，拿出了具体的

路线图和时间表。
既然路线图、时间表已制

定好，如何确保推进的时候不
走样、不变形、不走弯路？丹徒
区农委相关职能科室的工作人
员用“三不”作出了解答：“该签
的字一字不漏，该公示的内容
一条不缺，该公示的时间一天
不少！”他告诉记者，一套完整
的改革步骤有十二步之多，由
于各村情况不一，改革的推进
过程可谓错综复杂、千头万
绪。“其中若有一道环节不民
主、不公开、不透明，就容易滋
生矛盾。”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
进行，区农委的工作人员经常
到村里，面对面、点对点地对村
民进行业务指导，共同解决改
革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区
里也严格要求各村每道环节都
要“上墙、上照”，保障信息的
公开、透明，“保障农民群众对
集体资产、资金和资源的管理
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在这样的工作体系的保障
下，团结村作为区农村集体产
权改革5个试点村之一，改革推

进工作可谓是“雷厉风行”、“规
范有序”。3 个月内，该村完成
了对全村集体经营性净资产
48.4 万元持股量化，成立了股
份经济合作社，确立了873户农
户、2930名股民，圆满完成了试
点村各项工作。除此之外，工
作中每一环节，从宣传发动、公
开公示、代表推选到入户调查、
签字确认，均拍照存档、上墙公
示，公开透明的工作政策，得到
了村民的一致称赞。

不仅仅团结村的村民吃下
了定心丸，记者从丹徒区农委
获悉，截至目前，该区88个行政
村 81 个村制订了实施方案，折
股量化经营性（净）资产 19436
万元，调查摸底人口数 244502
人，61个村完成股权设置，享受
股权人数 168100 人，34 个村召
开股东会议，32 个村成立经济
组织。丹徒区当前的改革进
度，走在了全市前列，丹徒区农
委相关职能科室的工作人员预
估，丹徒有望提前一年基本完
成改革任务。

（单杉）

一字不漏、一条不缺、一天不少

丹徒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三不”
给农民一颗定心丸

京江晚报讯 昨天下午，市作
家协会召开第七次会员代表大
会，并进行了理事会换届选举。
在随后召开的市作协七届一次理
事会上，选举产生了主席团，并通
过了名誉主席、顾问及秘书长、副
秘书长名单。蔡永祥当选为新一
届市作协主席。

文学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
体，记录着城市的发展变化。近
年来，我市文学事业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在各类文学奖项上取得
新突破。被誉为“中篇小说界黑
马”的中国作协会员冷珏方近年
来在《钟山》、《大家》等文学期刊
发表小说百余万字；作协副主席
张晓平担任编剧的电影《人间正
道》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作协副
主席董晨鹏的长篇纪实文学《我
的兄弟我的姐妺》获省“五个一”

工程奖；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陆
渭南的长篇小说《纸媒无故事》入
选省作协重大题材项目，发行 5
万多册。多年来，我市的江苏省
紫金山文学奖一直是个空白，作
协顾问王川 2016年凭《敲得响的
风景》、著名网络评论家马季凭

《网络文学边缘性主体解析》分获
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天下归元
的长篇小说《女帝本色》获第六届
紫金山文学奖。

我市作家队伍也在不断发展
壮大，先后成立了镇江网络作家
协会、镇江市知青作家协会、镇江
市闻捷研究会等三家二级协会。
目前我市有市作协会员 686 人，
省作协会员 129 人，中国作协会
员 18 人，他们创作活跃，类型丰
富，逐步形成了百花齐放的良好
局面。 （马彦如）

京江晚报讯 近年来，茅山
管委会坚持“生态优先，特色发
展”的道路，写好绿色文章，厚
植旅游优势。日前，《九龙山风
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8-2035
年）》通过专家评审，规划编写
单位正按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
作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九龙山又名瓦屋山，由五
山四湖组成，方圆约 30 平方公
里，植被茂盛，峰峦奇秀，是以
富有层次的山水组合与雅致的
坳谷林泉为资源特色，融生态
游览、休闲度假、科普教育、史
迹探幽等功能于一体的省级风
景名胜区，享有“江南九寨沟”

的美誉。拥有大片的香樟林、
竹林、杉树林、松林与野生栎树
林等亚热带森林植被群落，林
相变化丰富，据有关资料统计
有 62科 141属 257个品种，常见
的药用植物就有80多种。野生
的飞禽走兽等动物物种也十分
丰富。历史上，李白等历代著
名文人墨客曾流连于此，并留
下相关诗篇记载与传说。风景
名胜区内至今留有古驿道、通
京桥、新四军医疗所等各个不
同时代的遗址或遗迹。经专家
评定，九龙山的生态环境在全
省旅游景点中排名首位，九龙
山绿道一直是周边自驾游的首

选之处。去年 12 月 1 日，九龙
山旅游风景道被命名为“首批
江苏省旅游风景道”。

本次规划的总体目标，是
以风景资源保护和景区品质提
升为首要前提。通过对九龙山
风景名胜区资源的有效整合与
合理利用，强化九龙山风景名
胜区自然、文化特色及休闲度
假服务功能，保护生态环境，合
理组织游览路线，为游客创建
良好的体验，将九龙山省级风
景名胜区建设成为长三角区域
一流的生态观光与山水休闲度
假目的地。

（朱秋霞 史利陵 陈敏）

京江晚报讯 江苏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的《关
于公布江苏省级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信息的公告》涉及我市1家
食品生产企业、2家食品经营企
业，分别为镇江市润州康乐食品
厂和润州区苏客隆超市、华润苏
果超市(镇江）有限公司。

省食药监局在润州区苏客
隆超市抽检的标称镇江市润州
康乐食品厂生产的康乐麻油云
片糕，不合格项目为霉菌，生产
日期（批号）为 2018- 03- 28。
润州区市场监管局于 2018年 5
月 9 日将不合格检验报告送达
润州区苏客隆超市并启动核查
处置，查明企业共购进 60 盒问
题产品，全部销售完毕，因无消
费者退货未有召回。镇江高新

区综合执法局于 2018年 5月 11
日将不合格检验报告送达镇江
市润州康乐食品厂并启动核查
处置，查明企业共生产、销售95
盒问题产品，因无消费者退货
未有召回。

据了解，产品不合格原因
为包装过程未充分冷却，产品
干燥不充分，导致霉菌滋生。
整改措施为加强生产工艺管
理。润州区市场监管局和镇江
高新区综合执法局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分别对润州区苏客隆超
市、镇江市润州康乐食品厂作
出免于行政处罚和罚没50047.5
元的处罚决定。

在华润苏果超市（镇江）有
限公司抽检的标称南京香又香
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的麻辣锅

巴，抽检不合格项目为黄曲霉
毒 素 B，生 产 日 期（批 号）为
2018-03-15。

润州区市场监管局于 2018
年 5 月 4 日将不合格检验报告
送达华润苏果超市（镇江）有限
公司并启动核查处置，查明企
业共购进102袋问题产品，全部
销售完毕，因无消费者退货未
有召回。产品不合格原因疑似
生产原料问题。润州区市场监
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对企业
处 以 罚 没 30102 元 的 处 罚 决
定。市食药监局提醒广大消费
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可 拨 打 食 品 药 品 监 管 部 门
12331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孙霞）

京江晚报讯 国家统计局镇
江调查队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
前三季度，镇江市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在全省 13 个省辖市中位
居第五，首次突破 3万元大关，达
到30315元，增长8.7%。

从收入构成来看，前三季度
全体居民工资性收入 19325 元，
增长 7.8%；经营净收入 5237 元，
增长 7.4%；财产净收入 2355 元，
增长 13.2%；转移净收入 3398元，
增长12.6%。（杨安琪 胡四荣）

京江晚报讯 今年以来，丹
徒区大力实施书香丹徒建设提升
工程，居民综合阅读率呈逐年上
升趋势。

丹徒区将全民阅读工作纳入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乡
镇文化高质量发展考核范畴。同
时，积极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
的服务网络，为公众提供丰富优
质的阅读资源。区图书馆作为国
家一级馆，现已建成分馆 67 家，
涵盖了10个镇（街道、园区）文化
站图书室和 57 个村（社区）农家
书屋，图书总拥有量达到20多万

册，图书全部实现通借通还，资源
共享。

在此基础上，丹徒区广泛开
展读书活动。目前，宜文读书节、
宜文讲堂、经典诵读大赛等活动
项目在全区范围具有了一定的品
牌影响力。丹徒招募阅读推广人
100 余人，举办阅读推广人培训
会，表彰了一批明星阅读推广人、
优秀阅读社团和优秀阅读活动项
目，通过培育阅读示范典型，积聚
社会力量共同推进书香丹徒建
设。

（竺捷）

省抽3家食品企业均有不合格项目

写好绿色文章 厚植旅游优势

《九龙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通过专家评审

前三季度我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首破3万

市作家协会换届

丹徒推进书香城市建设

28日，江苏科技大学体育学院和镇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离退休
党支部在江苏科技大学东校区举办“老少携手 共筑中国梦”活动。来
自镇江市拥军艺术团的演员们和学生共同带来了《我和我的祖国》等
精彩的节目。 孙炎令 陆丛丛 王呈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