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版 2018年6月11日 星期一 编辑/吴斌 版式/翟志伟 校对/汪玲 要闻

良好生态环境引来众多鸟类
本报讯 近日，笔者在扬中市八桥

镇利民村看到，刚刚耕作的田间有一群
美丽的鸟儿时而翱翔起舞、时而追逐嬉
戏，与大自然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

据当地的老人介绍，这些鸟是白
鹭、灰鹭和八哥，而在附近田间和芦苇
丛中，还经常能看到羽毛鲜艳的野鸡、
斑鸠。据了解，白鹭是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对环境要求较高，只有空气清新、水
质清洁、气候适宜，白鹭才会造访安家。

地处长江边的八桥镇近年来大力
发展生态农业，实施水生态修复、退耕
还田、植树绿化等生态治理工程，同时
通过广泛宣传，群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
识普遍提高。境内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吸引了大量鸟类前来。（金灵 张守良）

公积金“小委托”贷款
实现“一条龙”服务

本报讯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公积金缴存职工，市公积
金中心从6月起，启动住房公积金“贷款到身边、服务零距
离”活动，首站宣传于昨天下午在“美的城”售楼处开展。

现场气氛热烈，职工公积金贷款、提取问题在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实时得到解答。据了解，今年 5月起，市
公积金中心推出了公积金“小委托”贷款业务模式，将原
来分散在各银行受理、提交到公积金中心审批的模式，
转变为由公积金中心直接受理并审批，实现了公积金贷
款从申请、审批、评估、抵押的“一条龙”服务。

市公积金中心贷款管理处处长龚婷婷介绍，中心将
逐步联合开发商、各委托银行，零距离为客户进行“小委
托”按揭贷款服务，本月底首家进驻“美的城”。希望通
过三方合作，全力打造公积金“小委托”贷款服务品牌，
实现效能再提升，让广大购房者享受到公积金贷款更加
快捷、优质高效的服务。 （司马珂 孙媛媛）

创新PPP运作模式

京口农家书屋建设
走出新路子

本报讯 近日，京口区文体局在2018年全省农家书屋
工作会议上作的题为“农家（社区）书屋PPP模式运作管理
的实践探索——以京口区京口路社区书屋为例”的交流发
言引得与会人员关注，对该区农家书屋建设水平给予高度
评价。据悉，截至目前，京口区66个社区（村）已全部建成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其中52个社区、村为省级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该区全力推进农家书屋提升工程试点
工作，实现农家书屋由基本标准向高标准转变，由基础型
向提升型转变，由数量保证向质量保证转变。

走进京口路社区书屋，浅黄色的桌椅，蓝绿色调的
书架、窗帘，阳光下显得格外温馨。在儿童绘本区，麋
鹿、阳光、森林等元素点缀其中，与席地而坐静静阅读的
孩子们相映成趣。京口路社区书屋又名“E动阅览室”，
位于京口路社区二楼。服务范围覆盖山泽园、京岘家
园、恒泰新村等 8个小区。为解决传统书屋开放率低、
设施利用率低、图书借阅率低、管理服务水平低、群众满
意度低等农家（社区）书屋的普遍性问题，京口路社区创
新了PPP运作模式，即与镇江市正益社会组织发展促进
中心采用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由京口路社区将社区书
屋委托给镇江市正益社会组织发展促进中心运作管理。

京口路社区书屋采用“自主式”运作管理模式，在社区
居民生活服务中心成立“自管会”，由居民自我管理活动场
所，自管会成员负责书屋的日常运营管理，实行“5换 1制
度”：即社会组织、社区居民享受活动时长满5小时，需提供
1小时志愿服务。这一措施激发了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
识，使大家养成了维护书屋图书、设施和环境的习惯。同
时，还经常有书屋读者主动帮助孤寡老人解决日常困难。
书屋自 2017年 8月正式开放服务后，目前，已引进培育社
会阅读组织 2个，月平均开展各类活动约 30场次，参与活
动群众近千人次。 （谭艺婷 陆阳 陈悦 孙逸飞）

职称改革“以用为本”
三名听障人士破格获评“中级”

本报讯 经省乡土人才技能大赛专家考核认定，我
市束晨辉等三人已具备工艺美术师专业技术资格（中级
职称）。日前，市人社局专程赴丹阳宣布这一结果，并向
他们颁发了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这三人由此成为我市
打通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通道后首批破格晋升工
艺美术专业中级资格的技能人才。

束晨辉等人此次破格晋升缘于去年底举行的江苏省
首届乡土人才传统技艺技能大赛。大赛上，我市共有6
名选手参加刺绣比赛，最终来自丹阳的束晨辉、王红珍、
黄小伟进入决赛。与常人不同的是，他们三人都是听障
人士，在特殊教育学校上学时开始画画，并接触刺绣，后
进入丹阳正则绣艺术有限公司工作。“他们都挺有天赋，
来这里6年成长迅速，在全国全省等比赛展览中取得佳
绩，已成为公司的骨干，不少作品走向美、日、澳等国，被
人收藏。”丹阳正则绣公司负责人曹海鹰向记者介绍。

“3名听障人士原来没有任何专业技术资格及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但通过技能大赛考核认定，一下破格晋
升到工艺美术专业中级资格，体现了职称改革‘以用为
本’的导向，破除了以往唯学历资历论文倾向，倡导重能
力重水平重实践的务实精神。同时，也进一步打通技能
人才与专技人才的通道，促进技能人才更好发展。”市人
社局专技处处长梅敏评价说。 （马原 王景曙）

金莲麻油，滴滴飘香……日前，记者
走进位于润州区的镇江金莲食品有限公
司看到，生产线上忙碌的工人们正进行
着最后的灌装打包，一箱箱的麻油、菜籽
油、芝麻酱等产品正在仓库“整装待发”，
这些产品不久便将进入全国各大批发零
售点以及商超卖场。

“这个菜籽油生产线是前年我们研
发设计制造出的，去年正式试生产，将投
料、除杂、炒籽、压榨、油渣分离、过滤等
工序合为一体。”公司负责人胡文胜介

绍，“与企业之前的麻油生产线相比，如
今实现了不间断连续生产，以每日最大
投料量15吨计算，可日产油5吨，大大减
少了人力和时间成本，提高了生产效
率。”

“近年来，受到麻油生产企业增多，
消费市场不振的影响，企业麻油订单量
有了一定的下滑，转型迫在眉睫，为此企
业新增了菜籽油生产线，并加强与江南
大学、江苏大学等高校科技合作，开发了
黑芝麻香油、芝麻酱、料酒等新品，深受
市场青睐。”胡文胜说，多年来，公司始终
坚持质量为本，狠抓技术创新和科学管
理两个环节，生产研发投入不断加大，先
后投入上百万元引进先进的检测、全自
动榨油机、滤油机、灌装机、标签机等设
备，成功申报 5 个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去年金莲食品完成产量 1080吨，同比增
幅15%。

想要立稳市场，质量和销售是关
键。据了解，企业实施科学管理模式，注
重市场销售和质量标准，定期加强职工
职业道德、业务技能人才培训；实施绩效
考核，充分调动营销人员的积极性；积极
拓展销售地域和渠道，向电子商务和进
社区两个方向拓展，业务遍及国内市
场。产品通过了国家“绿色食品”认证、
国家“有机产品”认证、国家“出口食品卫
生 注 册 ”认 证 和 ISO22000、HACCP、
ISOIEC 认证，畅销 20 多个省、市、自治
区，并多次出口澳大利亚等国，成功进驻
沃尔玛、家乐福、大润发、华润苏果、山姆
会员超市等大型连锁卖场，甚至很多街
头巷尾、农村偏远小店的货架上也能看

到金莲麻油的“身影”。
“提起金莲小磨麻油，镇江人都不陌

生，从 1989年创建的镇江市金莲小磨麻
油厂到现在的镇江金莲食品有限公司，
企业近三十年来的发展中，十分注重品
牌打造。”胡文胜介绍，金莲牌纯正芝麻
香油系列产品先后荣获首届“中国国际
食品博览会金奖”“江苏省著名商标”，镇
江市“消费者满意产品”“名牌农产品”等
称号，2016年金莲牌更是荣获中国“驰名
商标”称号，成为润州全区唯一。2015-
2017年连续三年获全国百佳农产品品牌
称号。胡文胜透露，公司还为新上市的
菜籽油产品新注册了“西津渡”商标，在
不久的将来，新上市的菜籽油产品也肯
定能以高质量取得消费者和市场的青睐
和认可，赢得美誉、不负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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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为此，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紧紧

抓住长江经济带大保护和中央、省级环
保督察问题整改契机，针对存在问题和
突出短板，在继续同步推进“片区”整
治、“263”专项行动、河长制等工作的基
础上，深入开展“一江”（长江生态保
护）、“一河”（京杭运河水质提升）、“六
行业”（化工、碳素、电镀、尾气扬尘、畜
禽养殖、“散乱污”企业）生态环境综合
整治，通过更加系统、精准、严格的措
施，全面提升全市生态环境水平。

根据《镇江市“一江一河六行业”
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方案》，我
市将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
生优先领域，针对我市生态环境保护
中的突出问题，扎实开展“一江一河六
行业”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简

称“116”专项行动），确保到 2020 年
底，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全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占比达到 80%左右，地
表水国考断面优于 III类水质的比例
达到 75%左右，城市建成区水体基本
消除黑臭现象，无劣Ⅴ类断面；全市林
木覆盖率达到 25%，自然湿地保护率
达到 54%；生态红线区域占国土面积
比例保持 22.3%，让生态环境美成为

“强富美高”新镇江的优势品牌。
在系统推进长江生态保护方面，将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高水平建设
长江镇江段生态廊道，深入推进“一湖
九河”整治和入江支流治理，长江干流
镇江段水质保持 III类，主要入江支流
水质消除劣Ⅴ类，沿江饮用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100%，2020年底前主要入江支

流水质全部达到水功能区要求。
在大力提升京杭运河水环境质

量方面，认真贯彻国务院《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 号）和

《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彻底
清理整治京杭运河及周边流域影响
生态环境的问题，确保京杭运河干流
镇江段水质保持 III类，入河支流及周
边流域水体水质全部消除劣Ⅴ类，
2020 年前主要入河支流水质全部达
到水功能区要求。

在扎实推进六大重点行业整治方
面，在每年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同时，以
化工、碳素、电镀、尾气扬尘、畜禽养
殖、“散乱污”企业整治为重点，加快解
决当前影响我市生态环境质量和群众
人居环境幸福的突出问题，以最严格
的举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盼。
（记者 姜木金 王彦冰 通讯员 阙薇）

“一江一河六行业”生态环境综治启动

（上接1版）项目部计划合同部经理王
巍告诉记者，项目投产后可年减少一
氧化碳和硫化氢的尾气排放 72万标
方，节约标煤 25万吨，生产能耗下降
65%，年成本下降 3.2亿元，实现绿色
环保和企业效益的双丰收。

国企容易出现机构臃肿、包袱较
重的通病。对症下药，索普如何扎紧
制度的篱笆？与技改项目同步推进的
是，人力资源的合理调配。在新制定
的 5年人力资源规划上，索普集团明
确，除因关系到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
键人力资源需求以外，5年内暂停招收
新员工。今年索普集团计划减少职工
100人以上，并承诺不无故将任何一名

职工推向社会，力争5年减少员工600
人，年节约人力成本超过6000万元。

人员的瘦身，管理也在跟着提档提
升。阿米巴模式的引进，开启了索普集
团内部管理体制的变革。这一全新模
式以各个阿米巴为核心，让其自行制定
各自计划，并依靠全体成员的智慧和努
力来完成目标，追求最低成本作为提升
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以利润为目标，构
建以财务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管理
体系，将职工收入与企业效益挂钩，提
高了员工参与经营的积极性。以 4月
份为例，结合集团总体经营效益和各巴
经营效益、安全环保、成本控制等情况，
经测算，职工月度奖金水平较以往提升

了500元以上，且一线职工奖金水平明
显高于部室管理人员，充分体现“收入
分配向生产一线倾斜”的分配导向，企
业效益与职工收益的共享机制正在形
成并初显成效。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随
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索普集团主动扛
起向集约式绿色低碳发展的大旗。在
巩固挥发性有机物、脱硫脱硝等大气治
理成果的基础上，索普继续加大循环经
济、节能减排等环保提升力度，今年还将
加快推进总投资约1亿元的污水处理厂
项目、中水回用设施等水环境治理项目
建设。索普的目标是，产业发展的整体
能源消耗不增加，污染物总排放不增加，
今后每年投入约1亿元用于持续改进环
保。一个环境友好、轻装上阵、充满生机
与活力的索普正朝我们款步走来。

索普：高效益低成本打造高质量

（上接1版）“10年前，我们村的特色产
业是种植葡萄，”许爱芳介绍，村里种植
户有120多户，“城上葡萄”品牌已经小
有名气。省道122征地拆迁时，葡萄眼
看着就要成熟了，农户舍不得，不愿意
配合。许爱芳上门做工作时，农户对着
葡萄园掉眼泪，她也跟着掉眼泪。村民
们知道，书记懂得他们的不舍和难处。

“党员干部带头、动员村里的大户拆葡
萄架，那次拆迁工作做得很艰难，但是
还是圆满完成了。后来 S122建成了，
村里人都说多亏当时把地让出来，要不

然哪儿有这么好的路。”
在村民心中，徐爱芳就像是村里的

“大家长”，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她。城
上村村民居新星父亲在11年前因为癌
症去世，母亲改嫁后，她一直跟着爷爷奶
奶生活。2017年，升上初中的她为学费
发起了愁。许爱芳了解情况后，主动与
教育部门商量协调，最后减免了她的学
杂费、住宿费、就餐费等。逢年过节，她
为困难老党员、贫困户送温暖，时不时上
门陪他们谈谈心、聊聊天。“村里年轻人
从不叫我书记，都叫我‘大妈妈’。”

在许爱芳心中，一直有个巨大的
遗憾。“都说子女大了就能回报父母，
我父亲却没能享到我的福。”记忆中最
深的画面，就是数九寒天父亲坐在客
厅里，一边打盹一边看着电视，等待晚
归的女儿回家。“那么冷的天，家里又
没有空调。我到农户家里上门做工作
去，父亲就缩着身子坐在沙发上看电
视。”许爱芳说着说着红了眼睛。

历经了人生起伏变故，只有高中
学历的许爱芳最大的爱好是看书。许
爱芳说，我给自己定了个计划：两个月
内看完一本书。今年已经看完第四本
了。“在读书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刻地感
受到，人应该拥有最简单的快乐。”

许爱芳：一位女支书的责任与情怀
（上接1版）

本届国际食醋论坛的举办，旨
在建立“产学研”联合体，促进创新
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加快科研成
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
打通酿造产业跨步发展的“最后一
公里”。专家学者围绕食醋产业科
技创新与健康发展各抒己见。中国
工程院院士与海内外食醋专家交流
分享了《国外知名食醋的产品特色
及对我国食醋产业发展的启示》《香
醋感官评价体系构建及其产业化应
用》《中国传统食醋酿造微生态研究
进展》《信息化引领食品安全农药残
留检测技术创新发展》等议题，涉及
菌种、工艺、产品质量和智能化等多
个方面，为推动食醋产业实现健康、
创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恒顺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高标准建成国家级企业研发中心
后，恒顺又建成了行业第一个智能
化生产车间。同时，智能酿造一体
机、智能翻醅机等一系列高技术含
量的智能设备也带动了食醋产业科
技创新的步伐。此外，恒顺还通过
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促进食醋养生
保健等科研成果高效转化，全国校
园新品创新大赛，更是带动了食醋
衍生产品的开发和创新，为古老的
食醋传统产业注入了新的生机。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长孟
素荷，科技部农村科技司巡视员王喆，
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段雄出席论坛并
致辞。 （记者 周迎 通讯员 王娜）

以科技创新共谋健康大计

专家帮扶到田头
日前，葡萄种植专家芮

东明教授受邀到句容市茅
山镇城盖村，走进困难户朱
龙娣的葡萄园中，分享种植
经验。朱龙娣是当地的贫
困户，为了提高她的种植水
平，合作联社将其和营农指
导员结对，邀请专家到田头
进行指导、给予帮助。
辛一 杨涛 黄冉 摄影报道

金莲：以高质量产品不负驰名

为文化遗产点赞 为美好生活添彩
为庆祝2018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进一步弘扬与保护

镇江的文化遗产，前晚，“多彩非遗 美好生活”演出在西津
渡鉴园广场举行。现场，精彩节目轮番上场，展现了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马镇丹 笪伟 高雨晴 摄影报道

陆彦杰 谈 成 孙晨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