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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发力供给侧改革结硕果

市领导深入基层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上接1版）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童国祥，市政

协副主席王冬生一行首先来到润州区
蒋乔敬老院，这里入住的都是五保老
人。童国祥仔细了解老人们的生活起
居情况，并祝老人们新年快乐、幸福安
康。童国祥还走访慰问了曾参加抗美
援朝战争的86岁老党员万长法；残疾人
梁兰芳；低保户陈中方；百岁老人陈秀
英和高层次人才龚莉莉。

市委常委、镇江军分区司令员曹
寅，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常生，市政
协副主席朱开宝一行赴丹阳访仙镇开
展新春走访慰问，向慰问对象送去了棉
被和慰问金。曹寅一行在见义勇为先
进分子景俊惠、省级劳模陶有庆家中，
希望他们继续将义举和劳模精神发扬
光大；在困难职工刘芳平、残疾人巢兴
国家中，鼓励他们不要被一时的困难击
倒，党和政府是他们坚强的后盾；看望
百岁老人丁凤英时，希望老人保重身

体，祝福老人新春快乐！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黄利民，

市政协副主席陈林海一行在扬中市
金海新源电气江苏有限公司内慰问
高层次人才周金龙，询问其科技研发
产品在市场上的投入等情况，为他送
上慰问金和新春祝福；在扬中三茅街
道敬老院，黄利民一行了解老人们日
常的起居饮食和敬老院的发展情况，
提前为老人们送上新春慰问。随后，
黄利民一行看望了残疾人陈二小、低
保户葛恒武、困难职工刘贤才以及省
级劳模陆元华、优抚对象张宏达、建
国前老党员刘凤，为他们送上慰问品
和慰问金。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
李健一行首先来到镇江船厂，亲切慰

问了该厂轮机车间负责人戎光辉。
戎光辉是省制造工匠、市“金山英才”
计划高技能领军人才。

在蒋乔街道富润华庭，李健走访
慰问了市劳模居家怀和残疾人韩正
富，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
叮嘱当地街道和村居给予他们日常
关注和帮助。李健一行还来到困难
党员沈来昌家，送上慰问金和物品。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裔玉乾，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萍，市政协副
主席徐平赴句容走访慰问。裔玉乾
一行首先来到省级劳模祝行礼家中，
详细询问其生产、生活情况，并向祝
行礼及其家人送上了新春祝福。随
后，裔玉乾一行又先后到百岁老人潘
正英家中、困难职工罗贵英和低保户

王银娣家中走访慰问，向他们送上党
和政府的关怀，鼓励他们战胜身体疾
病，保持乐观的心情和生活的信念，
并为他们送上了新春祝福。

市委常委、镇江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詹立风一行在镇江高新区走访慰问优
抚对象、高龄老人和困难群众。在优抚
对象黄承付的家中，詹立风向今年已经
83岁的黄承付老人送上慰问金和慰问
品。在高龄老人丁顺娣老人家中，詹立
风祝老人健康长寿，并送上新春祝福。
随后，詹立风一行又来到困难群众王
霄、孙邦安、费红琳等人的家中，送上党
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慰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岳卫平、副
市长胡宗元一行来到镇江新区，走访
慰问了患有大病一直在家休养的仓

库包装员王长顺，详细询问了他生活
中还存在哪些困难，并鼓励他坚定生
活信心，有困难党委、政府一定会帮
助解决。在姚桥镇三桥村的方金兰
老人家中，市领导叮嘱其家人有什么
困难可以找党和政府。市领导一行
还走访了新区的残疾儿童、烈士遗孀
和劳动模范等家庭，为他们送上慰问
品和慰问金。

副市长曹丽虹、市政协副主席朱
云峰带队，赴丹徒区开展节前走访慰
问活动。

市领导一行首先来到江心洲，看望
慰问了老党员林庆龙、见义勇为积极分
子李德平、残疾人刘素斌和困难职工许
善余，市领导仔细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
状况，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随后，

市领导一行来到北汽集团镇江分公司，
慰问了高层次人才王金文。

副市长孙晓南、市政协副主席卢
道富带队赴京口区慰问，先后看望了
68岁的优抚对象朱祥发和气象里见
义勇为先进个人王志南。在英模蔡
雨杰家中，市领导慰问了他的父母。
市领导还分别看望了困难职工房万
庆，102岁的姜仪三和他 96岁的妻子
乔芝兰，并询问了老人的生活起居情
况，嘱咐家人好好照顾。

副市长、市公安局长陈金观，市
政协副主席、市食药监局长张红娣一
行走访慰问了滨江花城周和林老人，
市领导详细了解老人的日常生活起
居、饮食和健康状况，向他送上慰问
金和慰问品。随后，市领导一行还慰
问了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杨勇、孤儿沈
志成、全国道德模范皇甫辉勇。

（姜萍 谢勇 林兰 王露 谭艺婷
周迎 周雪菲 杨佩佩）

（上接1版）拥有省级以上工业设计中心7
家，这背后还有一大批消费品领域创意
设计中介组织。2014至2016年，消费品
工业大型企业研发强度达3.5%，年均增
长率12%，研发强度和增长率居全国城
市前列。全市拥有消费品工业规模以上
企业700多家。轻工行业、纺织行业、食
品行业等多类产品发布新品数量及产量
位居全国城市前列。

质量提升
“镇江质造”全面崛起
堂皇集团，一家集家用纺织品、健

康纺织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
现代化企业，走过30余年仍巍然挺立，
近日企业更是获评江苏省消费品工业

“三品”示范企业。
在企业负责人看来，产品由多种要

素组成，其中产品质量决定了产品价
值。堂皇的每一款产品在下料前必定对
所有原料进行严格的检查，杜绝一切不
合格原材料进入制作流程。产品一旦组
装完成，接受严格的检测：尺寸大小、针
脚密度、刺绣图案颜色等许多方面进行
严格的检验。

质量如何提升，“镇江质造”如何

全面崛起？镇江深入开展“负责任地
做产品”活动，发动和鼓励企业弘扬

“工匠精神”，追求卓越品质；引导和
组织企业全面推广先进质量控制方
法和技术，采用精益制造、质量绩效
管理、质量对标等管理模式，不断提
高质量控制能力和水平，提升镇江制
造的产品品质。

品牌培育
“镇江制造”美名远扬
培育竞争力强、附加值高、美誉度

好的知名品牌，方能占得市场先机，提
升企业的市场地位。

对此，恒顺集团早在2015年，就在
传承中国味的基础上，聘请专业机构对

公司商标和包装全面进行升级换代，通
过升级后的恒顺品牌更时尚、更年轻、更
自信。以镇江香醋为代表的消费品工业
领域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试点示范工
作取得积极成效。2016年“镇江香醋”
品牌价值达到442.37亿元，在全国2000
多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品牌强度达
925分，仅次于茅台酒。

培育品牌，镇江矢志不渝。2016
年消费品工业知名企业品牌总数、拥
有的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重点跟
踪培育服装家纺自主品牌企业数以
及与国外知名品牌企业合作的企业
数量居同类申报城市前列。一大批
知名品牌被擦拭得璀璨夺目，令“镇
江制造”美名远扬。

本报讯 昨天，京口区新民洲港迎
接大考，其港口码头主体工程顺利通过
了市交通运输局组织的竣工验收，标志
着该港已具备对外开放的条件。

沐浴着冬日的阳光，站在波光粼
粼的长江边，记者看到，已经建成的
新民洲港沿长江绵延，26台海蓝色的
门座式起重机一字排开，气势雄伟。
新民洲港区总面积达 2880亩。分两
期建设，其中，一期总投资 6.2亿元，
占用岸线 532 米，建成 2 个 5 万吨级
（兼靠 7万吨级）深水泊位；二期投资
12.9亿元，占用岸线1125米，建成4个
5万吨级（兼靠7万吨级）深水泊位。

新民洲港是新民洲最重要的资
源，但原民营企业在港区建设初期，
未按长江水利委员会批复意见建
设。主要体现在：将一期 3座引桥和
二期一号引桥缩短至自保江堤，且在
未经批复情况下，占用缩短范围内滩

涂区域。为解决新民洲港合法合规
这一影响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产业园
党工委班子集中精力，全面启动新民
洲港口码头主体工程全新建设。

2016年以来，新民洲港先后完成
了水工交工、陆域交工、安全专项等
验收；2017年 6月，新民洲港完成了
主江堤恢复与提升工程，并通过水利
部门验收，重新编制的防洪影响评价
报告，通过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专家评
审会评审。今年 2月 6日，新民洲港
正式拿到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批复；
2月8日，新民洲港公用码头通过了水
利部门专项验收。昨天，市交通运输
局组织专家形成了竣工验收小组，通
过现场验收、查看资料、专家评估等
程序，同意新民洲港港口码头主体工
程通过竣工验收，这为新民洲港全面
对外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了解到，“港口特色镇，生态

木业城”是新民洲发展目标；以港兴
产、以产兴城、港产城 融合式发展，
是新民洲的发展思路；“三年基本建
成，五年大见成效”，是京口区委区政
府对新民洲 发展的要求。新民洲要
想发展好，港、产、城三块缺一不可。
目前，“港”已具备一定规模，并具备
对外开放条件；木业先进制造区一期
1098亩项目建设，为“产”的快速发展
奠定基础；而接下来将做好近18万平
方米的生活配套区规划建设，主要包
括住宿、餐饮、学校、医院等，从而形
成“城”的效应。

借助新民洲港具备对外开放条件
这一契机，今年产业园将快速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 ，快速拉开园区发展框架，完
善园区各项功能，大力度地开展招商工
作，推进产业快速集聚，努力为 京口
区、镇江市高质量发展、特色发展多做
贡献。 （梅永生 葛冬军 林兰）

市领导走访慰问
道德模范和老文艺家

本报讯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童国祥，
副市长孙晓南分别走访慰问了部分道德模范和老文艺家代表，
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送上新春祝福。

9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童国祥来到丹徒区上党镇，看望慰问
了去年9月获得“第六届江苏省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的朱荣江，

在朱荣江家中，童国祥详细了解他生活和身体情况，叮嘱镇村
两级负责人要多关心和照顾，切实帮助和解决其家庭存在的困
难。童国祥说，见义勇为、惩恶扬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朱
荣江的义举，是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为凝聚社会正能量起到了积
极促进作用，他的事迹值得大家去学习。

10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童国祥走访慰问了我市老文艺家代
表。在市文联原主席、市书法家协会原主席贾玉书，省民间文艺家
协会原副主席、镇江群艺馆原馆长康新民的家中，童国祥关切地询
问他们的生活和身体情况，感谢老艺术家们为镇江文艺事业繁荣发
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希望老艺术家们能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镇江文化
事业发展，继续发挥传帮带作用，着力培养更多优秀青年人才。

11日，副市长孙晓南先后走访慰问了第五届江苏省孝老爱
亲模范李永生、第六届江苏省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杨凌，向他
们送上新春的祝福。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进“大爱镇江”建设，体现党和政府对道
德典型的关心关爱，在全社会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
下的浓厚氛围，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在春节前集中开展道德典
型走访慰问活动，为 85 位道德模范送上新春祝福和慰问。

(记者 孙晨飞 谭艺婷）

省春节拥军慰问团来镇慰问
本报讯 昨天，省春节拥军慰问团来镇，慰问了驻镇 73091

部队、空军某部，向官兵们送去节日问候。
慰问团一行首先来到驻镇 73091部队，听取了部队建设情

况介绍，向官兵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并介绍了江苏去年的经济发
展、退伍转业安置情况，鼓励官兵做好日常训练。

在驻镇空军某部，慰问团走进连队宿舍，了解官兵生活情
况，观看了部队参与全军演习的纪录片。

副市长曹丽虹参加慰问。 （记者 谢勇）

句容全域旅游推介走进江阴
本报讯 昨天，2018 句容市全域旅游推介会在江阴举

行。句容和江阴两市旅游局嘉宾、两地近百家旅行社代表及10
余家媒体记者共200余人参加了推介活动。句容市和江阴市旅
游局签署了合作协议。

推介活动在江阴步行街西广场举行，广大市民闻讯而至，现场
市民和游客超过2000人。除了大屏上向广大江阴市民播放明星对
句容全域旅游祝福的视频、句容旅游宣传片外，还专门进行了茅山
景区、宝华山景区等旅游推介，组织开展解答江阴市民句容旅游线
路问答和抽奖活动，同时举办开场舞“福地句容欢迎你”、音诗画表
演“假如你在古老的茅山住下”等精彩的歌舞节目表演和戏曲联唱。

句容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和中国草莓
之乡，目前拥有国家5A级景区1家，4A级2家，国家级湿地公园
1家，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五星级园区2家，省级旅游度假
区1个，江苏省星级乡村旅游点33家，荣膺全国“最佳旅游目的
地城市”称号，入选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去年
来句容游客数共1701.15万人次，同比增长10.24%，实现旅游总
收入186.32亿元，同比增长15.04%。 （侯若萍 仲华 庆海)

具备对外开放条件 为“港产城”融合发展提速

新民洲港主体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志愿者关爱
环卫工人子女

为丰富外来环卫工人子
女的寒假生活，市城管局联
合团市委、伯先公园、市博物
馆、一分钟公益团队、手拉手
公益团队，开展“与爱同
行——关爱环卫工人子女”
活动，来自镇江实验学校、镇
江中学等学校的志愿者们向
10位环卫工人子女赠送了价
值3000元的书包、课外书及
水果，并带他们参观了市区
部分景点。图为志愿者为孩
子们背上新书包。
文雯 戴勇 刘容 摄影报道

市区烟花爆竹燃放
继续实施“有限禁放”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有关
部门获悉，今年春节期间，市区继
续实施“有限禁放”的管理政策，
即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燃放规
定品种的烟花爆竹。

燃放区域分为两大类：一是
禁放地点，共有12类；二是限放区
域。在禁放地点全年禁止燃放。
在限放区域，从农历除夕上午6时
至正月十五日 24时止，全天可以
燃放烟花爆竹；平时每天早上6时
到晚上10时可以燃放。 （趵边）

禁放地点：
1.影剧院、体育馆、比赛进行

中的体育场、游乐场、会堂、车站、
码头、大型百货商店（场）、集贸市
场等公共场所；2.粮、棉、油、麻、日
用工业品等可燃物资仓库，露天
堆场；3.易燃易爆生产、储存单位
及周围 100米范围内；4.军事设
施、自然保护区、古建筑、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5.国家机关、重要供
电设施、通信枢纽；6.医疗机构、幼
儿园、中小学校、大专院校、敬老
院；7.架空电线和邮电通讯、有线
广播、电视线下方；8.各类建筑物
的阳台、窗台、走廊、屋顶；9.草堆、
草地、芦苇滩（堆）、山林；10.不具
备烟花爆竹燃放条件的棚户区等
居民小区；11.宾馆、酒店、酒吧、饭
店、歌舞厅、网吧等公共场所的室
内；12.其他容易引起火灾、爆炸的
危险场所以及有特殊环境保护要
求的区域。
限放区域：

东从 238省道与上隍路交界
口起，沿上隍路、金港大道、谏辛
公路至金润大道（338省道）；南从
金润大道起，沿 312 国道至戴家
门；西从戴家门起，沿戴家门路至
长江南岸线；北从润扬大桥南接
线起，沿长江南岸线至索普（集
团）有限公司的闭合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