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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真的希望家里能有
一台空调，这个愿望，已经想了有
20 年了……”昨天上午，屋外有
慷慨又灿烂的冬日暖阳，可当记
者走进位于同德里38号一楼“三
无”老人韩志诚的家时，阴暗、潮
湿、刺骨的寒冷让人不禁打了个
哆嗦。记者在金山街道迎江路中
心社区康乃馨惠民服务中心走访
过程中了解到，该中心的服务对
象、今年81岁的“三无”老人韩志
诚多年来一直有一个未解的心
愿：给自己只有22平方米的蜗居
安一台空调。

记者看到，身材瘦小的韩志
诚目前居住的这处房子已经老旧
不堪，原本是一处单位宿舍，面积
22平方米，里面隔成了两间，里
间放了一张床用作卧室，外间是
个小小的客厅。因为楼层低，没
有光照加上户型不通透，“家里整
年都晒不到太阳，梅雨季节的时
候家里到处都是霉味，衣服被子
都发霉了。”韩老一脸苦笑和无
奈，他表示，俗话说冬暖夏凉，但
自己家冬天潮湿阴冷，夏天又闷
又热，“夏天家里完全睡不了人，
我晚上都睡到屋外去，太热太闷

了。”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韩老一
辈子单身，更无儿女，生活仅靠低
保金维持，最亲的亲人哥哥嫂嫂，
在 2015年“东方之星”沉船事故
中去世。平时的生活起居除了自
己照顾自己外，康乃馨惠民服务
中心的护理员王秀珍每周都上门
帮他打扫保洁，“韩老住的房子太
老了，加上光照不行，我每次来都
帮他把衣服带回家洗、晒，晾干了
再带过来给他。”她告诉记者，因
为韩老家里太冷，所以刚入冬的
时候，自己就帮他床上铺了两层
棉被作为床垫，床上还加铺了两
床被子，尽管这样，这个屋子里依
旧冷冰冰的。

韩老告诉记者，自己每个月
的低保金有七八百元，除去吃饭、
日常看病吃药的花销，也所剩无
几，甚至身体差的时候经常入不

敷出，“一直渴望有一台空调，想
了20多年，但没这个经济实力。”
记者走访市场后了解到，韩老家
卧室10平方米大的空间，一台一
匹的空调挂机足够使用了，普通
品牌一匹的挂机价格在一千大几
百元。

“三无”老人，是城镇居民中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
人和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扶
养人确无赡养或扶养能力的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也许您正和
家人共享天伦之乐，或许您正在
家中享受温暖的空调、地暖，这些
看来易如反掌的事，对他来说难
上加难。他所渴望的温暖，他那
个20年来的心愿，也许你一个小
小的举动就能传递，众人拾柴火
焰高，期待您的援手！

（记者 胡冰心）

昨天，记者在花
鸟市场看到，离春节
还有一个月，仙客来、
蝴蝶兰、水仙等年宵
花卉竞相登场，争奇
斗艳。据了解，今年
受雨雪冰冻天气影
响，部分品种的价格
较去年略有上涨。

王呈 摄影报道

二胎产妇在家分娩
120紧急救助母女平安

本报讯 2018年第一场雪后，天
寒地冻。丹徒新城一位二胎产妇在
家中自己分娩出了宝宝，家人惊慌失
措，立即拨打 120求助。120急救小
组与时间赛跑，最终母女平安。

日前，丹徒新城龙山路一位怀孕
36周的二胎产妇突然腹痛，感觉快要
生了，立即打 120求助。中医院分站
获得信息后立即出发。路上，急救小
组联系产妇家属时得知，宝宝已经生
下来了。急救医生在电话中对家属
作了指导，并要求他们等待急救人员
到达。

急救人员到达现场时发现，产
妇躺在地上，一名女婴躺在产妇旁
轻声哭泣，脐带绕颈，“新生儿反应
尚可，但由于天气太冷，屋内没有取
暖设施，婴儿的皮肤稍显青紫。”护
士立即抱起婴儿，将缠绕在脖子上
的脐带解开，用毛毯和衣物包裹住
婴儿，并仔细清理其口鼻异物。同
时，急救医生和担架员将产妇小心
地搬运上担架车。因为新生儿脐带
尚未剪断，需立即送院处理，在急救
小组的紧密配合下，将母女二人安
全转移到急救车上。

急救小组迅速联系了就近的丹
徒区人民医院，到达医院后直接送往
产房救治，最终母女平安。

（丁健 盛家鹏 曾海蓉）

告别旱期不盛水汛期成汪洋

宝堰重要水系
王家河清淤完毕

本报讯 日前，历时月余，出资百
万，在多台大型机械和人工的合力作
用下，丹徒宝堰古镇的重要水系王家
河清淤修复（水环境提升）工程，终于
竣工。

“此次王家河清淤工程的竣工，
将确保这条古镇的重要水系，旱期
不再盛不住水，使周边乡村无水灌
溉；汛期也可确保其不再出水太慢，
导致两边农田被淹！”面对焕然一新
的王家河，宝堰村负责人姚志斌欣
慰地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王家河是古镇宝
堰的一条重要水系，位于宝堰镇宝
堰村境内，河道长度 3000 米。数十
年来，一直是两岸千亩农田的重要
灌溉水系，同时也担负着两岸村民
抗洪排涝的重任。然而，因为年久
失修，特别是河道岸坡垮塌厉害，导
致河道淤塞严重，抗洪排涝的功能
几乎丧失。

宝堰村村委会经多方筹资，从去
年 11月 26日开始，出资百万元，对王
家河进行彻底的清淤和修复，全面提
升王家河的水环境。

“清淤采用挖机和水力冲挖清理，
并用挖机进行边坡平整，河道两旁同
时进行绿化工程。此次岸坡土方整理
长达 3400米，计 34000平方米”，姚志
斌称，清淤完成后，两岸又直播种草
3400平方米，栽植垂柳510棵，红叶石
楠 850 棵。“通过清淤和两岸绿化工
程，不仅使王家河变深、变宽，河水变
清，附近村民生产条件和居住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同时，还将达到‘水清，
河畅，岸绿，景美’的新农村目标！”

（唐刚 朱美娜）

新区召开年度领导班子
述责述廉述职述法报告会

本报讯 日前，新区召开 2017年
度领导班子述责述廉述职述法报告
会，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
一步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
的重要举措。

市委常委、新区党工委书记秦
海涛代表镇江新区党工委班子作述
责述廉述职述法报告，并报告选人
用人工作情况。秦海涛在报告中指
出，2017 年全区深入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新要求，从严从实深化作风效
能建设，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
势，不断完善制度体系，推进政治巡
察，班子成员形成了带头履职尽责
优良作风。

市国资委主任董和建带领第七
检查考核组对新区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落实情况开展检查。

会上要求，全区进一步认真总结
经验、查找薄弱环节，以实际行动推
动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开创新局面。 （范昀 周衡）

本报讯 日前，市委常委、新
区党工委书记秦海涛带队调研
新区非法采砂整治工作。

在薛港段港和码头与姚桥镇
太平河口，调研组一行先后实地
查看并了解了非法采砂船的停靠、
分布情况，秦海涛详细听取了新
区非法采砂整治情况的汇报。

新区夹江岸线总长度为 37
公里，占全市岸线总长度的近
30%，打击非法采砂的任务重、责
任大。本月7日，大路镇巡查人员
就在港和码头发现，两艘由油布
遮盖的船只在夜晚进行非法采
砂，巡查人员随即通知了相关执
法力量对非法船只进行了处理。

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是一项
长期性工作，事关新区的防洪安
全、航运安全、生态安全。秦海
涛调研后要求，新区各相关部门
要积极开展相关专项整治行动，
明确各辖区内管理职责，加强停
靠点非法采砂船只的管理，全面
提升对非法采砂的治理水平。

据了解，新区将进一步组织
力量，在 2月 10日之前，对无照
经营河道采砂、售砂，明知是非
法砂源而运输、收购、销售的单
位和个人依法予以整治查处。2
月11日以后，将按照属地监管职
责，落实监管措施，确保不反弹
回潮。 （范昀 周衡）

人在宜地，创享生活。新区
部署精准聚焦“路清洁”，以城市
文明示范路打造、“一把笤帚扫到
底”、村庄环境整治，全面提升城
乡面貌，切实改善群众生活环
境。2018年 1月 2日，在低碳清
洁新区建设暨全面落实河长制推
进会上记者获悉，一年来全区成
功打造“两路三村”，以点带面，形
成良好示范。

2017年，新区从全区 6条主
干道、5个行政村中反复推敲、充
分酝酿，确定了纬五路、赵声路作
为两条示范路进行高标准打造，
从道路、管线、停车、环卫、标牌、
照明等基础设施的改造，到立面、
绿化、亮化等城市景观的提升，再
到经营、交通、环卫的规范化管
理，带动城市环境的全面改善，让
人们生活得更加便捷、舒畅。

综合行政执法局以打造“赵声
路、纬五路”两条文明示范路为突
破口，去年累计完成路面维修
4170平方米，绿化补植5300平方
米，路灯灯箱安装257个，十字路
口立体指示牌设置20个，垃圾筒
更换192个，公交站台装饰12座，
机动车停车位漆画1835个，非机
动停车位漆画2000平方米，智能

监控设施42套，岗亭设置2座。同
时，全局上下强化城市管理执法能
力提升，会同交警、街道等部门每
日早7点至晚9点，重点开展“占道
经营、乱停乱放、防违拆违”三大战
役。如今，丁卯纬五路作为全市著
名的美食一条街，以多样化的美
食、整洁的道路和清爽的环境，畅
迎八方食客；22公里外的大港赵
声路上，不见了违建乱搭等的乱
象，城市的繁华中多了一份文明。

城市形象提升了，村庄环境
怎么样？2017年 4月，镇江新区
实施“一把笤帚扫到底”，开启了
镇村环卫保洁市场化、专业化、规
范化运作机制，推动美丽乡村与
现代城市的有机融合。全区实现
23个行政村环卫全覆盖，惠及群
众 13000 多户。通过市场化运
作、示范化推进，让专业人，干专
业事，三家环卫公司分别负责三
个镇的环境整治，统一实施方案、
统一人员设备、统一考核标准进
行综合治理。以2017年为起点，
新区将每年投入500万，保障“一
把笤帚扫到底”长效化推进。“一
把笤帚扫到底”撬动了百姓房前
屋后大整理，倒逼基础设施大提
升，催生了民风民俗大变化。

“人在宜地，创享生活的美好
愿景正逐渐变为现实模样。”综合
行政执法局局长夏志远介绍。目
前，新区每年投入1000万元推进
村庄环境整治三年大提升，第一
批丁岗留村、大路大路村、姚桥姚
镇村，作为首批村庄示范整治项
目已经完成，第二批 6个村庄整
治工程正相继开工建设。通过垃
圾收运、河塘水系、生活污水、设
施配套、村容村貌、东乡文化、村
庄绿化等七个方面的系列整治，

村庄的环境得到了切实改善，美
丽宜居的东乡村居形象初显。

美丽乡村建设不仅要改善环
境、提升形象，更重要的是彰显新
区“宜”之特色。新区在镇村环境
提升的过程中，正积极实施历史
街区资源整合和历史文化内涵发
掘，促进儒里、华山等明清古建筑
群及其他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修
缮和科学开发，让东乡村居在传
统资源的活化利用中更加宜居宜
游，引得来游客、留得住乡愁。

新区启动特色田园
乡村不动产登记

本报讯 近日，市国土局新区分局
正式启动特色田园乡村不动产登记工
作，进一步整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登记与不动产登记，完善农村集体土
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

在姚桥镇迎宾村和迎北村试点开
展不动产权籍调查，通过整合房地基
础数据，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数据库，
落实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及地上农
房等建筑物、构筑物统一登记发证工
作。加强信息化建设与权属纠纷调
处，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发挥不动产权
籍调查与登记的基础支撑和产权保护
作用，促进城乡统筹和城镇化健康快
速发展。 （刘韦）

新区包揽2017年
制造业企业纳税前三强

本报讯 近日，镇江统计信息网
公布2017年全市制造业纳税前20强，
新区企业占席 7家，占比 35%。其中，
金东纸业、奇美化工和道达尔润滑油
3家企业位列前三，共计纳税 13.5亿
元，累计纳税增幅40%以上。

2017年新区积极贯彻落实“263”
专项行动，聚焦生态环保，积极推进传
统制造业转型升级。金东纸业、奇美
化工等大型造纸、化工企业在全国范
围内一大批产能落后的小化工企业关
闭之际，通过加大环保投入、集约生产
释放产能，产品市场占有率攀高，带动
销售额大幅提升。

2017 年，新区相继出台开发区
“创新八条”“金融五条”等，向企业释
放政策红利；紧抓“暖企”大走访契机
摸排建档，制定“一企一策”服务明细，
帮扶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
和发展瓶颈，推动索尔维、中节能、吉
贝尔、凯迩必等骨干企业产品产量稳
步增长，均位列2017年全市制造业纳
税前20强。 （杨卫华 李翔 顾宗侠）

社区服刑人员
佩戴电子腕带

本报讯 为提高社区矫正监管效
率，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有效管
理，日前，大港街道司法所集中为5名
重点社区服刑人员佩戴电子腕带，利
用现代科技手段构建信息化监管平
台，减少脱管、漏管事件的发生，筑牢
社区矫正“电子围墙”。

据了解，大港街道司法所通过前
期梳理，在 50多名社区服刑人员中，
挑选 5名重点服刑人员佩戴电子腕
带，签订电子腕带监管承诺书。社区
矫正执法人员对电子手腕的使用与
注意事项进行了一对一指导讲解，并
强调了佩戴腕带相关规定。电子手
腕的佩戴具有适时定位、电子围栏、
越界报警、低电报警和防拆剪报警等
多项功能，有利于社区服刑人员明确
身份意识，遵纪守法，牢记制度红线
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积极
改造，争取顺利解除矫正，回归社
会。 （刘学）

虽然时下天气寒冷，但却呈现出
异常透澈的水晶天，焦山的红灯笼也
在蓝天下随风而动，庆祝这好日子。

陶春 摄影报道

蜗居里“冬冷夏闷”

“三无”老人渴望有台小空调

年宵花卉
闹春来

加强非法采砂船只管理 全面提升治理水平

新区现场调研非法采砂整治

文明道路创示范 和谐村居留乡愁

治路更清洁带动城乡面貌大提升
韩飞 顾宗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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