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润州区交通
运输局在南山街道回龙社区高
铁上跨桥举办了以“绿色交通
安全出行”主题的宣传活动。

活动中，区交通运输局工作
人员通过现场咨询，就居民们比
较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解答，并

联合社区党员志愿者、小学生“小
小交通员”，一同向周边居民发放
交通环境整治及安全宣传材料，
宣传交通干线沿线环境综合整治
和相关交通法律法规。同时，现
场还展示了交通干线沿线环境综
合整治和交通安全出行相关展

板，以图片、案例、漫画等形式，提
升群众对润州交通的认知度和满
意度，扩大宣传成效。

此次活动，还吸引了部分润
州区人大代表的参与。区人大
代表左新华表示，自己亲身感受
环境整治带来的新面貌、新变

化，“这样的形式很好，实事求是
的让大家看到职能部门的工作
作风和工作成效。”

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朱辉表
示，2017年，润州区正式启动交通
干线沿线环境综合整治“五项行
动”，得到了周边群众的一致赞
誉。“接下来，我们还将把中心工
作转向细化，以‘洁净有序、赏心
悦目、老百姓满意’为标准，推动
交通干线环境整治步入制度化、
规范化、常态化。” （徐晨晨）

绿色交通 安全出行

区交通运输局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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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润州区正坚持以发
展城市经济为主线，走出一条
产业强区之路，而处于“一核
三区”规划中的金山-西津渡
片区该如何发力，主动适应新
形势、展现新作为？近日，金
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周藜接受专
访，结合街道实际，围绕“打
造‘三大街区’”，对高质量
发展城市经济的目标任务、重
要举措进行深入阐述。

“城市经济发展大会之后，
区委、区政府对‘发展什么’作
出具体部署。这就要求我们，以
规划为引领，将美好蓝图变成
发展的生动实践。”周藜说，金
山街道立足自身独特的资源禀
赋以及产业发展的现实基础，

挖掘自身优势和潜力，找准方
向，通过打造西津渡文化旅游
区、大西路传统商贸精品区、协
信太古城中央商务区等“三大
街区，进一步释放城市经济发
展潜能，聚力发展优势产业，为
开创“强富美高”新润州的局面
奋力作为。

越是特色的东西，越具有
竞争力和生命力。按照规划，金
山街道“三大街区”分别以特色
人文旅游、精品“老字号”、高端
商务中心为脉络，在与周边产
业布局错位发展之中，形成各
具特色、多元化协同发展态势。
以西津渡文化旅游区为例，通
过推进西津渡历史风情小镇，
打造人文景观、拓展旅游空间，
增加文化体验等复合功能；同
时，建设西津渡历史文化传承
区，将城市经济发展与深厚的
历史文化保护有机结合，延续

历史故事、传承历史文化、做好
历史文章，打造镇江文脉，聚集
文创发展力量。

今年来，街道将重点放在
文化创意、特色旅游、现代商贸
等现代服务业项目招引上，打
好手中“两张牌”——楼宇招
商、文化产业招商。目前，街道
在手在建市、区重点项目 6个，
其中，星光时代广场，截至目
前，建设累计投资 32.6亿元，B3
地块住宅 2-14号楼封顶，进行
最后修补工作；宾馆1号办公楼
完成 7 层梁板钢筋，2 号 SOHO
公寓已完成主楼 19 层梁板钢
筋，购物中心岛及影院区域封
顶完成，购物中心前广场区域
正在出土。

3 月份，区委、区政府还
专门制定了一揽子、更有针对
性的政策，这对于金山街道来
说，提供了实现高质量发展，

拓宽招商引资、引才引智渠道
的关键保障。周藜说，“‘1+4
’政策文件体系，创新性地出
台了总部经济、现代金融业、
楼宇经济等若干新政，方向更
加明确，从顶层设计的角度，
让金山-西津渡片区在政策合
力的帮扶下，真正成为人才创
业 的 ‘ 金 山 ’， 企 业 繁 荣 的

‘富矿’”。
接下来，街道还将借助启

迪众创工社的创业培训和孵化
功能，加强创业培育，加大各
类风投、天使投资的招引；同
时，协同协信星光时代广场商
业主体，围绕非遗美食、非遗
童趣、公益美术、特色美食、
生活美学、生活手作、曲艺舞
台等多种特殊业态，把城市文
化融入商业，打造一个带有城
市属性、传递城市人文的情景
主题式生活共享中心。

平山服务组
村民小保姆

本报讯 近日，官塘桥街道平山
村残疾人张金龙的父亲找到村委会
求助，张金龙的残疾证遗失了，来咨
询补办流程。村里了解情况后，立刻
安排专人开车带上张大爷，跑报社挂
失，跑残联补证，第二天，张大爷就拿
到了补办好的新残疾证。

平时不善言谈的张大爷激动地
说：“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带我去，
我还真找不到地方，还不一定哪天才
能办好呢！”

自平山村“五式”服务推出以来，
接到的村民求助数不胜数。水管坏
了一时联系不到水电工，打个电话村
里就赶紧联系人去修理；失独老人邵
大爷每年的生日，都是“五式”服务小
组陪他庆生；每年到了养老资格认证
时，服务小组都会上门帮助行动不便
的老人进行认证。村民常说，村里的

“五式”服务小组就像自己的“小保
姆”，有事也不用他们自己亲自跑
了。 （李琦）

居民代表
参观酒店厨房

本报讯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本。近日，宝塔路街道润州花园社区
组织社区居民、工作人员来到锦尚花
大酒店，走进后厨，查看食品安全及食
品制作过程。

在酒店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大家
来到切菜区，厨师正用蓝色砧板切章
鱼。工作人员介绍，酒店对粗加工过
程有个色标管理，切海鲜应该要用蓝
色砧板，切肉用红色砧板，切蔬菜则用
绿色砧板。

在参观过程中，后厨工作人员均
佩戴口罩，防止唾沫污染；员工洗手池
有洗手液，方便后厨人员及时清洁；厨
房地面没有油污、水渍，保证了食物及
工作环境的卫生；随机抽查的 3名工
作人员均有健康证；调料品均在有效
期限内。

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这次
参观，大家都对食品安全有了初步的
认识，今后将继续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张筠）

工贸公司党委
开展警示教育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党风廉政
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
识，近日，润州区工贸总公司党委
组织机关全体党员以及各党支部党
员代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警示教育活动。

在市党纪教育馆，党员们观看
了历届国家领导人对反腐倡廉工作
所作的重要讲话，依次参观了明
纪、警纪、省纪等多个主题展馆，
并通过现场讲解员的介绍以及真实
鲜活的案例，让大家的思想和心灵
受到震撼，接受了一次生动形象的
廉政教育。

参观后，党员们纷纷表示，廉
洁是理想、前途、家庭、自由的基
础，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筑牢三
观，时刻自省、自警，常怀律己之
心，永葆廉洁本色。 （吴丽）

本报讯 日前，七里甸
街道曙光村与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共同举办春季养生健康
知识讲座，现场为50多名居
民传授养生技巧，增强居民
的养生意识。

“春天既是疾病高发的季
节，也是养生的好时候……”
中西医结合科袁主任从中医养
生的概念、意义开始，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讲述中医与人体健
康间的关系，并从保持良好的
精神状态、春捂秋冻、合理膳
食、运动养生四个方面讲解春
季科学养生需要注意的事项。
此外，袁主任还现场教授大家
如何合理地运用中医穴位方法
来预防和治疗春季易发的疾
病，如何合理膳食、进补以及
如何进行养生保健和户外活

动，增强机体免疫力。
村民们纷纷表示，这次

活动帮助大家了解了春季养
生的保健常识，更让中老年
人了解了食疗知识，懂得了
如何“吃得对、吃得健康”，
认识到科学饮食、适当运动
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

（曾泰然 陆彦杰）

省老体节
润州分会场开幕

本报讯 近日，2018年江苏省老
年人体育节润州区分会场开幕式在万
达广场举行。以“自觉科学健身 追求
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活动引来各街道
中老年代表和老年人体育健身团队等
500余人参加。

区全民健身指导服务中心七彩阳
光艺术团、区健身柔力球表演队、宝塔
路街道常青藤艺术团及新城花园、伯
先公园、中山广场三个健身站点共六
个团队，给中老年朋友带来的气舞《鸿
雁》、健身柔力球《中国印》、空竹表演、
舞蹈《烟花三月下扬州》、健身秧歌、藏
族舞《饮酒欢歌》，充分展现了参与、康
乐、和谐、风范的老年人健身体育精
神。精彩的才艺、动人的舞姿，博得现
场观众一阵阵欢呼声和叫好声。

据了解，江苏省老年人体育节已
连续举办了 13 年。近年来，润州区
委、区政府十分重视老年人体育工作，
对全区老年人开展体育活动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持。2018年初，润州区还获
得“江苏省老年气排球之乡”的光荣称
号。 （王志强 陆彦杰）

参观红色基地
继承光荣传统

本报讯 近日，宝塔路街道车站
社区组织党员赴扬中“毛主席像章收
藏馆、南湖农场、渡江战役纪念馆”等
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缅怀革命先
烈，体验红色精神，以实际行动接受党
性锻炼和红色精神洗礼。

在南湖农场，党员们感受着改革
开放以来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渡江战役纪念馆，党员们重温红
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重温入党誓
词，不忘入党初心。

此次参观学习使社区党员们深刻
感受到共产党百年奋斗铸就的辉煌历
史，党员们纷纷表示：“这样的学习方
式，不仅让我们领略了伟人的风范，学
习了党的历史知识，也净化了心灵，坚
定了信心，强化了党员意识”。（于敏）

两千农妇
免费查“两癌”

本报讯 日前，笔者从润州区妇
幼保健所获悉，于 3月 26日正式启动
的 2018 年农村妇女乳腺癌、宫颈癌

“两癌”免费筛查已经顺利结束，惠及
全区范围内的 14 个村、涉农社区的
2083名妇女。

登记、填写个案表、检查、结果反
馈……在各个筛查现场，执行标准严
格，工作流程规范，现场井然有序。很
多拿着个案表的妇女激动地说：“现在
政府关心我们，不用到大医院就能得
到‘两癌’筛查的机会，而且还不用花
钱，真是太感谢了！”

据区妇幼保健所工作人员介绍，
早期乳腺癌的治愈率在90%以上。因
此，及早发现病情对于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延长生命十分重要。2017年，
润州区经筛查并确诊的宫颈癌、乳腺
癌各1例，癌前病变2例，经过跟踪，目
前都已接受治疗，健康状况较好。

（夏志香）

趣味运动 快乐健身
日前，和平路街道桃一社区开展

“快乐健身”趣味运动会，30多名中老
年居民在抖空竹、太极扇、太极剑等项
目的比赛和表演中快乐健身，增进邻
里间的互动交流。 石玉成 摄影报道

社区慰问
保洁员

“五一”前夕，七
里甸街道二道巷社区向
辖区的街巷保洁员送上
洗衣液、洗洁精等日常
生活用品，为保洁员们
送上节日的问候。

石玉成 摄影报道

大学生“客串”环卫工
日前，江苏大学志愿者来到和平路

街道牌湾社区，与环卫工人一起清扫小
区，通过岗位“客串”，体验环卫工作的
艰辛，并向环卫工人赠送口罩、手套和
茶杯，送上一份关怀。

郑礼月 石玉成 摄影报道

文艺演出庆“五一”
日前，润州区文化馆与和平

路街道新金江联合社区共同开
展“劳动铸就中国梦”文艺演出
迎“五一”活动，草根演员们通过
自编、自排、自演的歌舞、戏曲等
文艺节目，歌颂幸福生活。

石玉成 摄影报道

打造“三大街区”助力城市经济
——访金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周藜

尤毅 徐晨晨

本报讯 近日，官塘桥街道远洋
社区联合江苏大学志愿者开展了一场
废旧物品DIY手工制作活动，辖区 20
余名小朋友及部分家长参加了活动。

活动当天，大家收集了废纸、废弃
的环保袋、塑料瓶等，准备好了剪刀、
双面胶、小刀等手工材料，开始DIY。
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裁剪、粘
贴、拼接、改造，2个多小时后，一幅幅
独具匠心、充满特色的手工作品呈现
在大家面前。今年上四年级的小朋友
张少航看着自己的作品高兴地说：“原
来动动手，动动脑，咱们家里的废品都
能成宝啊，这既不浪费又节约资源，我
要回家再好好研究研究。”

远洋社区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
不仅增进了小朋友与伙伴、家长间的
亲密合作，更提高了他们的节能环保
意识和创新实践能力。（孙俊 徐晨晨）

大小学生携手
废旧物品DIY

本报讯“祝阿姨，你今
天去社区听课吗？”“去的
呀，你也接到通知了，我们
一起”……日前，金山街道
迎江路中心社区的多功能厅
内70多位居民济济一堂，由
润州区科协主办的“润州科
普讲堂”走进该社区开始了
第一讲。

此次讲堂邀请的专家是

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的王
尉医师，王医师从营养搭配、
社交、兴趣爱好、主动学习新
知识、定期体检等方面给社
区老年居民讲授了预防老年
性痴呆的相关知识，希望大
家要丰富自己的老年生活，
拥有健康的心理和生理，快
乐地生活。

“老年痴呆具有遗传性

吗？”“有的，而且有家族史的
人要比普通人高5-6倍……”
讲堂还设置了有奖竞猜环节。

据了解，“润州科普讲
堂”每月开课两次，在该区的
各个社区巡回举行，邀请专
家讲授居民们最迫切需要的
包括健康、养生、教育等各类
科普知识。

（曹顺芳 陆彦杰）

科普讲堂开讲 众多居民受益

春季养生讲座走进曙光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