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党员移风易俗
带头文明殡葬

本报讯 近日，扬中市民周嘉瑜和
妻子来到扬中大桥，亲手将岳父母的骨
灰撒进长江中，完成了老人生前的遗
愿。

上午 8点，周嘉瑜一家人来到扬中
市璟春园和殡仪馆取走了岳父母的骨
灰盒，在扬中大桥，周嘉瑜的妻子亲手
将黄白菊花撒入骨灰盒中，口中呼喊着

“爸爸您走好”“妈妈您走好”，随后周
嘉瑜接过骨灰盒，将骨灰和花瓣撒入长
江。

据周嘉瑜介绍，他的岳父是一名老
共产党员、离休老干部，他的遗愿是去
世后将骨灰撒入长江，回归母亲河的怀
抱，如今岳父岳母均已过世，我们这一
次行动就是为了完成一名老共产党员
的遗愿。

据了解，自 2013年以来，扬中市常
态化开展“移风易俗、文明殡葬”专项
行动，广泛进行文明殡葬宣传，越来越
多的市民受文明殡葬观念的影响，加入
厚养薄葬的队伍中，明白了在亲人生前
多尽孝心比去世后的隆重葬礼有意义
得多。去年该市惠民殡葬减免共 560
万元，惠及 2425 户，8 家丧户选择了生
态葬，今年 4月已有 4家丧户选择将先
人的骨灰撒入江中，选择节地生态葬的
丧户呈上升趋势。 （民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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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扬中市举办十大工种技能竞赛暨“银佳杯”电气装配工竞赛启动仪式，15个代表队40余名选手参加比赛。扬中市总工会党
组书记、主席管拥军，副主席王德洲、方文忠以及三茅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总工会主席王丹等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为助推高质量发展，扬中市总工会开展了以“亲企、强企、惠企、暖企”为主题的“51助企行”主题活动。其中，电气装配工、数控车
工、电焊工、起重工、叉车工、应急救护、堤防维护管理等十大工种技能竞赛是一项重要内容，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江苏瑞欧宝电气公
司代表队获得团体一等奖。 林海云 任锦明 摄影报道

近日，三之三幼儿园亲子嘉年华活动在扬中南湖农场的江岛龙
园举行。孩子们在偌大的草坪上嬉戏玩耍。活动既增加了孩子们贴
近大自然、拥抱大自然的机会，也让家长放松心情，从繁忙的工作中走
出来。 朱中国 韩蓉 摄影报道

近日，永胜村商会党支部正式成立，今后商会支部将严格按照永
胜村党委的要求，从“凝聚、提升、创新”三个方面入手，由党建引领，努
力推动商会工作迈上新台阶。商会党员来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中共

“一大”纪念船前重温入党誓词。 范国强 张一鸣 摄影报道

扬中总工会启动
十大工种技能竞赛

本报讯 日前，在经开区港湾
新城二期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加
速推进框架内部墙体、构造柱、圈
梁等二次结构建设。据现场负责
人介绍，该项目总投资 3.8亿元，自
去年 3月份开始桩基施工以来，13
栋高层住宅楼主体结构已全部封
顶，预计年底前可完成交付，可安
置510户。

港湾新城保障房建设仅是经
开区民生工程建设领域的一个缩
影。今年初，该区结合全区发展规
划，送出惠民大礼包，全年共计排

定十项惠民工程，涉及路网建设、
环境改造、配套设施完善等多个方
面，多维度传递民生温度，着力提
升百姓幸福感。

港湾新城二期现场，除了在建
的二期一地块，该项目二、三地块也
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机械设备正
在场内进行土工作业，“二、三地块
项目占地面积 7.62公顷，住宅建筑
面积达到12.3万平方米，提供拆迁、
收储安置房1016户，目前项目已试
桩结束，现场正在紧张地推进三通
一平前期准备工作，明年 6月份可

交付使用。”现场负责人介绍道。
除了安居惠民外，该区暖心惠

民全面实施，各项基础设施改造正
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在三号线延
伸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抓紧进行
路灯管线敷设和人行道铺装，“今年
园区路网建设也是重点工程之一，
三号线延伸项目仅仅是其中之一，
整体工程结束后将打通目前园区的
断头路，改善园区企业通行条件。”
该区规划建设部工作人员介绍说，
除了园区道路修建，笔者在惠民项
目表上看到，老三八线改造、农路维

修改造、兴茂路南延工程、四号线绿
化工程都在今年的排定的民生工程
建设中，工作人员介绍，等到年底该
区路网建设工程完工，将大大提高
道路通达性能，有效提升园区企业
和居民出行条件。

就业、创业是最大的民生工
作。在智慧园区项目现场，笔者看
到吊塔林立、工程车穿梭，砌筑砖胎
膜、浇筑基础混凝土……工人们正
紧张有序地忙碌着，一派繁忙施工
景象。据了解，智慧大楼和众创空
间是该区近年来打造新一代产业园

的重点项目之一，总投资约 10 亿
元，将建设园区智慧综合系统及高
20层、建筑面积 6.8万平方米的智
慧总部大厦。“项目建成后，将为园
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智慧
化服务，打造一个集科技研发、创业
孵化、综合服务、生产办公为一体的
现代化楼宇经济产业园区。”该项目
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目前主楼基
础工程钢筋绑扎、支模已完成，待裙
楼地下分部分项及沉降缝设置完成
后进行浇筑，整个项目主体工程预
计2018年底完成。”（王成 季鹏杰）

安居工程、路网建设、环境改造、配套设施……

经开区惠民礼包传递民生温度

画好一张图，选准一条路。
路径之选已经明晰，这张

图的规划设计，却是千丝万缕，
错综复杂。

长江生态旅游岛的建设，
涉及“绿色+”“旅游+”“产业+”

“政策+”“资本+”……供给之
端，既自成体系，又相互联系、
融会贯通。

“+”之外，还有各类“-”。
供给之端必须紧扣路径之问，
进行科学合理的数列组合。

虽错综复杂，但也泾渭分
明。供给之端的四大原则：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改
革创新、多元参与；坚持统筹协
调、稳步推进；坚持强岛富民，
普惠民生。

有了这几个原则，供给之
端的“+”和“-”，就有了出发点
和落脚点。具体来说，我们的

“供给侧创新”通过 3 年的努
力，也就是 2020 年，要呈现这
样一幅图景：

——绿色产业更加壮大。
产业结构和发展布局明显优
化，新兴产业销售占规模工业
销售比重达到 70%，主要农产
品中“三品”产量占比达 60%，
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达 48%以
上，形成以资源消耗低、环境污
染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
为特征的绿色产业体系。

——自然生态更加秀美。
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持续加
大，公众对环境质量的满意率

明显提升，单位GDP能耗和主
要污染物减排完成上级下达目
标，加强生态岸线保护，进一步
提高森林覆盖率，建成集防汛、
生态、休闲、旅游等多功能于一
体的景观长廊。

——城乡环境更加靓丽。
进一步擦亮“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省优秀管理
城市”的金字招牌，城市管理长
效机制运转顺畅，美丽宜居镇
村建设稳步推进。

——文明水平更加提高。
开展文明素质提升行动，提高
公众生态文明意识，倡导绿色
低碳生活，80%以上的镇街创
成生态文明示范镇（街），50%
以上的行政村创成生态文明示
范村，窗口行业、执法部门创建
文 明 行 业 活 动 的 覆 盖 率 达
100%。

——旅游特色更加彰显。
围绕“一核一带一路”（旅游发
展中心核、环岛旅游风光带、水
上旅游线路）的全域旅游功能
区布局，突出“大江风貌、田园
风光、民居风采、江鲜风味”的
扬中特色，旅游业总收入年均
增长15%以上。

各类供给，既支撑有力，又
排列有序。

可以想象，长江生态旅游
岛上，经济发展与生态宜居协
调融合，不亦乐乎；岛园风情与
休闲度假相映生辉，不亦喜乎；
人与自然协和共生，不亦艳乎！

路径之问的供给之端
——长江生态旅游岛建设系列评论之三

蔡小俊

发促会献计八桥发展
本报讯 日前，扬中发展促进会南

京财经专业分会顾问团第一次会议走
进八桥，财经大咖们聚力集智，共同为
八桥镇发展建言献策。

自去年 10月八桥镇举办乡贤恳谈
会后，八桥镇积极弘扬乡贤文化、发挥
乡贤力量。通过与发展促进会的沟通
协调，目前已与南钢集团开展产业等
方面合作对接。同时积极发挥自身优
势，借助乡贤力量，汇聚优质资源，助
力八桥项目集聚、产业提升。

会上，南京财经专业分会的会员
们分别结合各自实际，为扬中和八桥
镇发展献计献策。 （倪旭杰 高志）

卫监所助力八桥创卫
本报讯 近日，扬中市卫生监督所

的党员志愿者们来到八桥影剧院门前
广场，开展“卫计法治村社行”宣传活
动。志愿者们向基层群众送卫计法
规、健康知识、创卫设施，助力八桥镇
创建国家卫生镇。

他们还走进附近的农贸市场，宣
传生活饮用水安全、公共场所卫生和
打击无证行医的相关知识。党员志愿
者们还走进公共场所进行现场创卫指
导，在店内张贴禁烟标识和相关制度
标识，发放免费的卫生设施，并现场指
导使用。 （王美洁）

油坊镇积极打造
“三型”工会组织

本报讯 近日，油坊镇总工会利
用1234工作法——“一个中心，两项
机制，三个网络，四支队伍”，全面打
造规范型、服务型、活力型工会。

一个中心即依托镇文体服务中
心，建设辐射全镇的职工服务中心
暨工会之家；依托长旺街社区，打造
辐射长旺片区的职工服务分中心；
依托会龙村或区域内规模企业，打
造园区工会文化。两项机制即党建
带群建、群建促党建。坚持“党建引
领、融合发展”理念，打造融合型党
工建品牌，形成特色鲜明的工作模
式。三个网络即围绕村联合工会、
规模骨干企业、小规模建会企业三
条线，要求规模以上企业工会组织
100%，小规模建会企业工会联盟
100%，村（社区）联合工会的模式达
到 100%。四支队伍即一支专兼职
干部队伍；一支兼职联络员队伍；一
支法律服务者队伍；一支党群志愿
者队伍。 （油轩）

西来桥镇
组织免费肿瘤筛查

本报讯 近日，西来桥镇西来村村
民老杨手拿上消化道肿瘤筛查体检
单，乐呵呵地告诉笔者，在家门口享受
到这样的福利，我们赶上好时代咯！

为提高西来桥镇人民健康水平，
该镇卫生院在全镇积极实施健康西来
桥行动计划，启动上消化道肿瘤筛查，
聘请扬中市知名胃镜专家免费为全镇
40-69 岁的村民进行胃镜检查。自筛
查工作开展以来，群众反响热烈，目前
已经接诊西来村、幸福社区居民 40 余
人。 （叶鸣 赵君峰）

新坝举办镇食品安全培训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生产经营

单位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近日，
新坝镇食安办协同市场监督管理局新
坝分局举办镇食品安全培训。

参会单位签订了 2018 年度《扬中
市餐饮服务单位文明诚信经营承诺
书》《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责任告知书》，
强调依法守规、诚实守信，提供规范优
质服务，确保食品安全。会上，镇食安
办对 2018年度食品安全提出了明确目
标，希望广大食品行业经营者予以守
规、守法经营。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坝
分局对全年食品安全工作提出整体要
求并进行了食品安全知识培训，进一
步推进重点单位食品安全自查工作，
将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到位。

（陈永祥 徐曈）

新坝让德者有所得
好人有好报

本报讯“感谢党和政府一直以来
对我的关心和帮助，让我对未来充满
了信心。”昨天，扬中市道德模范宋冬
英收到了新坝镇 4000元关爱慰问金
后说。去年，为让德者有所得、好人有
好报，在全社会营造了崇德向善的浓
厚氛围，该镇出台了全省首个乡镇《新
坝镇关爱礼遇道德模范、文明家庭实
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此次是他
们首次按照《办法》对道德模范、文明
家庭进行关爱礼遇。

16年前，宋冬英的丈夫从工地 6
楼不慎坠落，造成颈椎骨折、高位截
瘫。面对困境，她没有被困难压垮，用
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重担，用朴实
的行动感动周围所有人。新坝镇宣传
委员顾永生介绍，宋冬英是扬中市第
三届道德模范，本不在此次奖励的范
围之内，但考虑到活动的初衷就是让
好人必有好报，充分体现全社会对道
德模范、文明家庭的尊崇，营造争当道
德模范、争做文明家庭的良好社会氛
围，特意将其纳入奖励范围，“宋冬英
的家庭情况比较困难，女儿去年又考
上了上海交大，这时候党和政府肯定
要帮衬一把。”

据悉，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社会正气，
为建设“强富美高”最美新坝提供强大
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去年，该镇率
先在全省出台首个乡镇《办法》，将全
国和省市级各类道德典型、文明家庭
纳入关爱礼遇范围，让他们享受到实
实在在的关爱和礼遇。关爱礼遇方式
包括奖励慰问礼遇、社会尊崇礼遇、困
难帮扶礼遇、就医就业就学礼遇等。

此次是新坝镇首次按照《办法》对
道德模范、文明家庭进行关爱礼遇。
与宋冬英一起获得表彰的还有去年该
镇涌现出的一批道德楷模、新乡贤与
扬中好人等——镇江市新乡贤标兵、
扬中市十大新乡贤徐广福，镇江市新
乡贤陈纪明；扬中第四届道德模范提
名奖获得者：新坝社区“数十年如一
日，照顾残疾妹妹”的胡山杏，立新村
卫生站“助人为乐楷模”李冬青，大全
集团“敬业奉献楷模”陈文学；扬中市
新乡贤人物获得者：新安村的常敦明；
扬中好人获得者：新坝社区的朱秀峰，
新坝幼儿园的王海英。

（王志斌 徐心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