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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法治惠民镇村行”工程实施以

来，全体法治建设工作指导员深入
基层一线，以问题为导向，突出重
点、创新形式，通过扎实有力的指导
工作，有力推动了法治镇江建设迈
上了新台阶。人民群众得到了实
惠，全市法治建设满意度逐年攀升，
所有镇（街道）法治建设满意度全部
超过苏南基本现代化建设指标；政
法队伍得到了锻炼，政法干警丰富
了基层实践经验，提高了群众工作
能力，推进了源头治理，产生了60名
优秀法治建设工作指导员，涌现了
一批人民满意政法干警、单位和公
正司法示范点；法治建设工作水平
得到了提升，4个辖市区荣获“全国
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
位”，实现了省法治创建先进集体

“满堂红”，再次荣获全国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优秀市、捧回了“长安杯”；
党建工作得到了深化，基层党组织
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明显提升，
广大党员的法律素养和法治水平进
一步提高，涌现出 112家五星级“双
型”先进党支部。

“法治惠民镇村行”工程走出新路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供
销社了解到，今年，市供销社坚
持为农务农姓农办社宗旨，抢抓
机遇，奋力作为，各项工作取得
新突破、各个领域发生新变化，
为今后一段时期的改革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完成。

全市供销系统预计（下同）全年
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 176.8 亿
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01%；
商品销售总额 853亿元，同比增
长 8.5% ，完 成 年 度 目 标 的
100.3%；农副产品市场交易额
26.9 亿 元 ，完 成 年 度 目 标 的
179.3%；消费品零售额 166.4 亿

元，同比增长1.3%。
“ 三 农 ”服 务 品 牌 不 断 叫

响。新完成句容后白、天王、茅
山、下蜀四镇“农综社”试点创
建，句容试点经验和做法在全省
各地推广。“农资惠”效益加速显
现，完成 60家网点创建目标，总
数达到92家。前三季度，全市供

销社系统共销售化肥 92140吨、
农药 658.3吨、农膜 39.2吨，同比
下降 5.8%、7.1%、2.03%。“农展
会”影响不断扩大，2017海峡两
岸（江苏）名优农产品展销会，实
现现场销售2419万元，比上届增
长 396万元；观展选购的市民达
到 10.7万多人次，人气之旺远超
历届；与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签订了200多亿元长期购销合作
协议，助推了脱贫攻坚、深化了
苏台合作、促进了对口援助。

（曹尧东 孙晨飞）

“感谢贵公司党委、党员对我
们社区党建工作的支持和关心！
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的阵地更强
了、设施更优了，党的旗帜更亮
了！”近日，中交二航三公司党委收
到了一封特别的感谢信。信中，润
州区5家城市社区党组织书记联
名致谢，并附上图片，展示了阵地
修缮前后的对比。

据悉，今年10月，中交二航三
公司党委主动与润州区委组织部
联系，拿出10万元党费帮扶城市
社区党建阵地建设以及党员教育
设施更新。通过社区申报、街道审
核、地企联查，最终确定对金山街

道风车山社区、宝塔路街道凤鸣
新村社区等5家党建阵地薄弱的
党组织，各下拨2万元的专项建设
资金。“我们指导社区党委在广泛
征集党员意见的基础上，‘量身定
制’实施方案，项目化推进，并跟
踪检查经费使用情况，督促每一
笔钱都用在支持城市基层党建的

‘刀刃上’”，润州区委组织部组织
科科长薛锦涛说。目前，5家单位
的阵地建设已初见成效。

“二航三公司党委的帮助真
及时！”宝塔路街道凤鸣新村社
区党委书记满化开心地说。今
年 9月的连续大雨过后，社区党

员活动室开始出现严重漏水，大
面积的积水和潮湿对桌椅和设
施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满化告诉笔者：“党委讨论形成
了阵地修缮方案，资金还没着
落，正好赶上二航三公司的‘及
时雨’，解了燃眉之急，真是大雨
无情、组织有情啊！”社区党员丁
桂红跷起大拇指：“二航三公司
真热情，出钱又出力，从策划到
实施，‘航三’党员志愿者们都和
我们一起讨论、一起干，真好！”

和平路街道桃一社区的党
员远程教育站点的设备因为长
期使用，已经有部分损坏。拿到

这 2万元经费以后，社区党委结
合党员需求，采购了一批桌椅、
音响设备和专用电脑，如今的远
教站点焕然一新，最近还被街道
推荐申报区级党员教育实境课
堂。老党员何以范告诉笔者：

“新的远教站点的设备条件比原
先优化了很多，我们也经常在这
里举办沙龙活动，大家都说老党
员也能‘玩’得了新科技。”

笔者了解到，“航三”党员志
愿者们还积极加入桃一社区“能
人工作室”，把专业技术送进社
区，现在桃一社区的“能人”更多
了，服务也更强了！

本报讯 昨天下午，京口区
第二届“让爱传递 温暖寒冬”公
益慈善义演举行。义演现场爱心
涌动，一批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和
爱心家庭慷慨解囊，共募集善款
9 万元用于“关爱朝阳”助学项
目；镇江市雏燕艺术教育有限公
司捐赠 10万元，设立“雏燕帮困
助学基金”。

慈善义演在歌伴舞《爱在人
间》中拉开序幕，来自雏燕少儿艺
术团的孩子们用清脆稚嫩的童
声、富有童趣的表演、天真烂漫的
舞姿，诠释慈善是一种大爱情怀，

召唤人们奉献爱心，台上台下暖
意融融。

义演现场，爱心企业和爱心个
人纷纷登台捐款，其中镇江中房新
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BABY
GO童装玩具店、镇江博瓦隆酒庄
分别捐款1万元现金或物资，京口
纸业有限责任公司、镇江瓯龙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泰州商会分别捐
款5000元；爱心人士余静捐款3万
元，孙元贵捐款5000元。

在爱的召感下，雏燕少儿艺
术学校的学员范昱萱家庭、吴奕
彤家庭、徐奕涵家庭、姚乐乐家庭

等10个家庭分别捐款1000元，其
中吴奕彤家庭、徐世菡家庭已是
第二次捐款。

“现场募集的 9 万元资金主
要用于京口的‘关爱朝阳’行动。”
京口区慈善总会会长贾国祥现场
告诉记者，“关爱朝阳”是区慈善
总会与区关工委共同打造的关心
关爱京口贫困中小学生的一个助
学品牌项目，从 2011年开始，已

连续开展了 7年，目前已帮助贫
困学子 4600余人次，资助总金额
280余万元。该项目今年被市政
府评为“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活动现场同时举行了雏燕帮
困助学基金签字仪式。雏燕少儿
艺术学校校长雍萍代表雏燕艺术
教育有限公司，向京口区慈善总
会捐赠 10万元，建立“雏燕帮困
助学基金”，定向用于京口区教育
系统贫病学生的慈善助学。

义演现场还对雏燕少儿艺术
团参加省、市比赛获奖的舞蹈项
目，刚刚结束的雏燕艺术教育第
一届舞蹈大赛的获奖项目进行了
颁奖。（方良龙 梅永生 阚士海）

本报讯 日前，“黄浦中心杯”
镇江市第三届文化创意设计大赛
颁奖仪式举行，共颁出特别荣誉
奖2件、金奖2件、银奖5件、铜奖
15件和150件优秀奖。

“黄浦中心杯”镇江市第三
届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以“生活
艺术化，艺术生活化”为主题，
自今年 5月启动以来，得到全市
专业设计师、设计系大学生及

设计爱好者的广泛关注和积极
参与，大赛共收到各类作品 560
件 。 经 过 充 分 讨 论 和 多 轮 投
票，最终评定特别荣誉奖 2 件，
金奖 2 件、银奖 5 件、铜奖 15 件
和 150件优秀奖。

在现场，最大的看点是“特别
荣誉奖”的颁发。荣获“特别荣誉
奖”的共有两件作品，一件是肖晨
的作品公益广告视频《拒绝微

驾》，该作品获得“省紫金奖——
公益广告类金奖”；另一件是翟
伟民的作品《竹缺》，该作品获得

“省紫金奖——文创产品类银
奖”。

据介绍，本次赛事作为省第
四届“紫金奖”国际文化创意设
计大赛的配套赛事，选送作品在
第四届“紫金奖”文创设计大赛
中取得了“1 金 1 银 1 铜 11 个优

秀奖”的历史最好成绩，并获得
“优秀组织奖”荣誉称号。此次
赛事，不仅挖掘了优秀创意作品
和人才，也在全市倡导了一种全
民创新、创意、创业的氛围。

本届大赛不仅着力发现作
品，更是努力促成其走向市场。
在主办方的牵线搭桥下，镇江艺
术研究院与《梦回镇江旅行手账
本》作者签约、镇江武宁广告与

《高山流水微型古琴》作者签约，
与此同时，镇江黄浦置业与江大
艺术学院、镇江高专艺术学院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以此共同促进
创意与市场的对接。

（记者 笪伟）

镇丹高速水晶山
服务区建设启动

本报讯 连日来，镇丹高速建设
工程水晶山服务区建设工地上，机器
轰鸣，运输车穿梭。建设者驾驶着推
土机、平地机、挖掘机、大型运输车等
各类机械，正有条不紊地开展施工作
业。此举标志着镇丹高速水晶山服
务区建设启动。

水晶山服务区总占地面积达 83
亩，将为车辆和旅客提供餐饮、购物、
加油加气、车辆维修等服务，地上地下
共计设置119个停车位。值得一提的
是，服务区绿化面积为12150平方米。

记者了解到，水晶山服务区是镇
丹高速房建工程重要组成部分。镇丹
高速房建工程总占地110亩，总建筑面
积21202.9平方米，房建工程与配套相
关主体工程总投资9000余万元，具体
包括：水晶山服务区 1处和镇江新区
南、丹阳北、丹阳新区3处收费站。

据介绍，各中标参建单位已于11
月上旬进场，开展前期驻地建设工
作。截至目前，各参建单位驻地筹建
已基本完成，项目管理人员全部就
位。根据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施
工计划节点的要求，各房建施工单位
将于 2018年 5月底前完成房建工程
所有站房的基础工程，为镇丹高速
2018年 10月全线如期建成通车奠定
坚实基础。 （强子博 林兰）

科技金融
服务联盟征集成员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科技部
门获悉，我市正在筹备成立科技金融
服务联盟，面向全市征集科技金融服
务联盟成员。

据介绍，为引导社会资源投入科
技创新，打造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打
造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
融资体系，市科技部门向全市科技金
融领域相关单位共同发起设立“镇江
市科技金融服务联盟”。征集范围为
全市科技金融相关领域的银行机构、
担保机构、创业投资机构、保险公司、
证券公司、投融资中介服务机构、天
使投资人等单位。（许定星 叶明 ）

红旗村获评省校外教育
工作示范辅导站

本报讯 日前，扬中市八桥镇红
旗村被江苏省文明委和关工委授予

“全省示范校外教育工作示范辅导站”
称号，这是我市唯一受到的表彰单位。

近几年来辅导站教育教学中，
他们紧紧抓住一个“活”字，“活”出
魅力，紧扣一个“动”字，“动”出精
彩，提高了辅导站的活动质量，同时
也激发了学员们的想象力、创造
力。他们围绕“学史立志”这一主
题，开展了八个“一”活动，其中包括

“一讲”：请镇老干部宣讲团老同志
作学史立志专题报告；“一读”：读

“党史国史”书籍报告；“三看”，包括
组织孩子们观看放映党史国史影视
片，以及“一访”“一写”“一赛”“一
做”和“一评”等。 （左燕 施大瑜）

冬日里一封情意暖暖的感谢信
朱颖倩

寒冬时节，在镇江
长江大桥南主墩的空
中施工现场，来自中铁
大桥局的建设者为分
料器穿上“大棉衣”，确
保 混 凝 土 浇 筑 温 度 。
南主塔高 191 米，截至
目前，已浇筑至110米，
计划到明年元旦前，浇
筑至120米。

刘武 赵坤 林兰
摄影报道

第三届文化创意设计大赛颁奖
作品数量和质量均创新高

京口公益慈善义演募善款19万元
其中雏燕艺术教育捐款10万元设帮困助学基金

省农科院专家把脉
我市现代农业产业

本报讯 为推进我市“三
高”农业发展，23－24 日，12 位
省农科院专家来镇，开展调研座
谈，为我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把脉开方”。
座谈会前，专家们考察了边

城镇空气凤梨创业基地、行香薄
壳山核桃基地、丁庄葡萄小镇、
江南食用菌设施工厂、翰雅有机
农场、扬中渔业产业园区等 13
个农业企业、园区、示范基地，涵
盖农林牧渔及休闲农业等产业。

座谈会上，专家们对我市
“三高”农业发展进行了全方位、
多角度会诊，并提出了许多建设
性的意见、建议。

副市长曹丽虹参加会议并
讲话。 （记者 周迎）

送科技、送文化、送健康

“百名教授”
第17次老区行

本报讯 昨天上午，驻镇高
校第 17次“百名教授老区行”系
列活动在丹徒区上党镇上党村
举行，来自江苏大学、市关工委、
市老促会等组织的 100 多名老
教授、老专家和部分师生一起送
科技、送文化、送健康到老区，受
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

上午9点，面积不大的上党村
健身广场上就像过节一样热闹。
来自各高校的教授专家现场为村
民提供医疗咨询、科技指导、写春
联、量血压、测血糖等服务。不少
村民一早就赶来，将各个咨询台
围了起来，老专家们现场回答村
民提出的各种问题，忙个不停。

活动现场，江苏大学、市关
工委、市总工会、市老促会等部
门向抗战、抗美援朝时期的老区
战士发放了 1000元慰问金和冬
被毛毯，还向当地 10 名贫困家
庭学生发放了每人 600 元的助
学款，当地 7户贫困家庭也收到
了 600 元 的 慰 问 金 和 冬 被 毛
毯。 （记者 周迎）

基督教徒欢度平安夜
本报讯 昨天晚上，在基督

教宣德堂内，我市1500余名基督
教徒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平安夜
和圣诞节。

副市长胡宗元代表市政府
向全市6万多名基督教信教群众
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
愿。他说，过去的一年，全市广
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坚持
爱国、爱教、尊敬、团结、友爱，有
力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民族
宗教工作在全市工作大局中具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宗教事业
发展。希望市基督教两会继续
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团
结带领广大信教群众多行善事、
多积善果，继续为“强富美高”新
镇江作出贡献。（记者 曾海蓉）

我市有了县级邮政管理机构
丹阳邮政管理局挂牌

本报讯 日前，我市首家县
级邮政管理机构——丹阳邮政
管理局挂牌成立。

据悉，近年来，依托坚实的
产业基础及迅猛发展的电子商
务，丹阳邮政及快递行业取得长
足发展。特别是2011年以来，快
递行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期，目前
丹阳共有邮政、快递企业 16家，
末端网点 165个，全市快递业务
量持续快速增长，行业水平不断
提高，为丹阳各项社会事业的健
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丹阳邮政管理局成立后，将
以服务地方经济和群众需求为
己任，主动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融
合，积极推进机构运行基础建设
和制度建设，强化邮政市场监
管，保障邮政通信和信息安全，
推动行业政策创新落实，进一步
释放当地邮政快递企业发展活
力，推动邮政行业持续健康发
展。 （田瑜铭 孙晨飞）

供销系统主要经济指标完成年度目标

镇江长江大桥
施工防冻防滑有一套

文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