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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润州区召开八届区委第四轮巡
察工作动员部署会，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市、
区委关于开展巡察工作的系列要求，部署启动八
届区委第四轮巡察工作。

会上宣读了区委书记高国成对区委第四轮巡
察工作的批示并宣布了巡察组组长、副组长、联
络员及组员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

高国成在批示中指出，八届区委第三轮巡察
已经完成，通过巡察进一步释放了正风肃纪的强
烈信号，传导了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的责任
压力，了解和掌握了基层政治生态。巡察所发现
的被巡察单位存在的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
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突出问题，充分说明在
全面从严治党、履行“两个责任”、 党风廉政建
设、制度完善和执行上，还需进一步改进和加
强。在区委即将开展的第四轮巡察中，区委巡察
机构和全体巡察干部要切实把握好巡察工作的政
治方向、政治要求，把政治巡察落实到巡察工作
的各个环节、体现在巡察工作的各个方面，认真
总结前三轮巡察好的经验、好的做法，继续加大
巡察工作的创新探索，进一步提高巡察质量。被
巡察单位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
增强“四个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自觉接
受巡察监督，全力支持、配合巡察组的工作。

会议指出，要以习近平巡视工作思想为遵
循，提高政治巡察站位；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主题，把握政治巡察要求；要以中央巡视工作规
划为指引，增强政治巡察能力。全区巡察干部要
牢记使命、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为润州区全面
从严治党新局面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区委巡察组、区委
巡察工作办公室全体成员；区住建局、区商务
局、招商中心、区安监局、区水利局、团区委、
区工商联、区工贸总公司、区史志办、七里甸街
道曙光村、光华社区、四圩社区、韦岗街道韦岗
村13家被巡察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以及区相关
职能部门领导等出席会议。

（陆彦杰）

今年，润州区锁定“城市经济”，
发布编制完成了《润州区产业发展规
划》和一系列配套文件，从顶层设计
角度，演绎“破茧重生”。对位于润州
西南的韦岗片区来说，单从产业基
础、区域行情等来看，想要发展城市
经济，并不具备优势。如何后来居上，
绘就前进的路线图？

近日，韦岗街道党工委书记孙晶
接受专访时表示，韦岗作为老工业
区，第二产业份额占比较多，只有“从
零开始”。认清辖区的实际，以高起点
规划为龙头、高质量项目为抓手、高

标准环境为保障，加快产业转型，加
强生态修复，加紧建成以文化旅游为
核心，形成“1+X+N”产业体系，才能
高质量发展城市经济，为全区发展增
色添彩。

“不破不立，破而后立。‘破’是高
质量发展的前提，只有现在‘破’，未来
才能更好地‘立’。”孙晶表示，自2014
年开始，韦岗一直在项目发展上“做减
法”，除韦岗铁矿破产、联合水泥关停
外，还先后整治关停了 28家小企业，
累计释放了3000亩土地，多为消耗资
源、污染环境的工矿用地。这正如落叶
归根的汤正龙在写给街道领导的信中
所说：“13年后，我搬家回到这里，水泥
厂搬了，石灰窑没了，铺起了水泥路，
感受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坚决“做减法”的同时，韦岗还
注重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努力“做加
法”。孙晶说，“环境好”是百姓最直观
感受，街道结合“生态诉求”，并将其作
为高质量发展的“金字招牌”，在宜居、
宜业之间寻找平衡点。“最近接待了几
批客商，都是看中了韦岗的好山好水，
这才是区域发展最生动的注解。”

好环境的背后，还需要一系列的
产业支撑。孙晶说，韦岗将以高起点
的规划科学指引产业布局，以专业的
产业规划指导产业招商，找准产业突
破口，最终形成“温泉旅游”“文化旅
游+”“新兴产业”互为支撑的“1+X+
N”产业体系。当前，韦岗街道抓紧与
专业性的产业策划公司进行对接，并
以此为指导，加快产业布局、产业建

设；另一方面，街道还储备了一批高
质量在谈项目，包括旅游康养小镇项
目，军事科技体验馆项目等。

对于未来，孙晶信心满满，她说，
韦岗与镇江大学城毗邻，外加上区
委、区政府近期出台的一揽子、有针
对性的政策，将为韦岗招商引资、引
才引智拓宽渠道、提供保障。

“发展城市经济，人才的作用十
分关键，只有围绕辖区定位，吸引人
才，实现产才融合，才能保证高质量
发展的动力不竭。”孙晶说：“街道将
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精准

‘店小二’服务，加快项目的落地、建
设。同时，积极对接大学城，加强校企
合作，谋划开放性的众创空间，浓厚
韦岗创新、创业氛围。”

本报讯 日前，润州区供销合作
总社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来自全区
供销合作社系统的 36名代表汇聚一
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为建设“强
富美高”新润州共商大计。润州区委
书记高国成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会上，高国成要求供销合作总社

始终坚持深化改革，尤其在“联合社
治理机制专项试点”改革上，大胆创
新、勇于探索、当好试点；要始终聚焦
主责主业，恪守“为农、务农、姓农”宗
旨，扎实做好基层社改造、农村现代
流通服务、社有企业转型升级等重点
工作，打造新时代为农服务载体；要

始终强化创新发展，加快推进“邻里
中心”“商贸中心”“互联网+社区商
业”等，探索打造“网上供销社”，以服
务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城乡经济、搞
活城乡市场、扩大城乡就业。

近年来，全区供销合作社系统综
合改革不断深入、经济效益显著提

升、服务功能大幅增强，在做好服务
“三农”工作的同时，积极向城市供销
社转型；区供销合作总社经省社批准
成为“探索创新联合社治理机制专项
试点”，全系统资产规模近 4亿元，创
成全区首个“中国驰名商标”。

省、市供销社负责人到会祝贺。
会议选举产生了润州供销合作

总社第一届理事会和第一届监事
会。 （徐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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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而后立 转型发展正当时
——访韦岗街道党工委书记孙晶

张晋 徐晨晨

区供销社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本报讯 在端午节即将到来前
夕，宝塔路街道运河社区党委联合共
建单位镇江装饰城党支部与爱心企业
带着粽子、鸭蛋等慰问品，走进辖区
15 户独居、困难、患病老党员家
中，给他们送去关怀和祝福。

在 77 岁困难党员周凤岐家中，
爱心企业负责人详细了解了周老的家
庭、身体情况。周凤岐老人表示，这
份饱含“关爱与祝福”的粽子是端午
节最贴心的礼物。

社区党委书记蔡春娟表示，通过
这次慰问走访，不仅了解了居民的心
声和期盼，也拉近了与他们的距离。

“社区将通过多渠道、多方式关爱辖
区困难老人，让他们度过幸福晚年。”

（顾华琪）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群
众对传销本质和打击传销工作的
认识，日前，润州区市场监管局联
合市工商、公安等部门，在和平路
街道征润州社区滨江花城安置小
区开展“打击传销、规范直销”宣
传、咨询活动。

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展板展
示、发放宣传单、悬挂条幅、现场讲
解典型案例以及回答咨询等形式，
揭露传销违法性质和欺诈本质，帮
助广大居民提高识别传销、防范传
销的意识；对一些自称是“直销”

“网络销售”“特许经营”等方式的
经营行为进行判断分析。

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借助活动，让居民们认识到传
销的危害性、隐蔽性和欺诈性，
达到自觉抵制传销、远离传销作
用，并主动向周围的朋友、家
人、亲友宣传传销的危害，营造
防范传销、拒绝传销的浓厚氛
围，提升广大居民安全防范意识
和对违法传销的抵御能力，积极
规范直销经营活动。

（金蕾 徐晨晨）

本报讯 6 月 9 日是 2018 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上午，
官塘桥街道宝平社区、秀山村联
合开展“多彩非遗 精彩生活”活
动，邀请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太平花灯、秀山号子的传承
人，来到南山一品小区文化公园
进行非遗民俗表演，传唱经典之

音。
活动现场虽然飘着蒙蒙细

雨，但婉转悠扬的丝竹声、优美曼
妙的太平花灯表演，还是吸引了
众多居民冒雨前来观看。“粑粑好
吃磨难挨，米饭好吃秧难栽……”
等到秀山号子登场时，围观的孩
子们不由得跟着一起唱、一起跳，

模仿着传承人的动作，前后摆动，
嘴里还时不时哼唱几句。

近年来，官塘桥街道结合自身
实际，打造“农耕文化”品牌，将“非
遗传承”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项，坚
持保护与传承相结合，以进校园、
进社区等形式，为群众搭建起了精
神需求新平台。 （徐晨晨）

本报讯 近日，润州区史志档
案办公室联合和平路街道新金江
联合社区，在和平文化体育公园开
展“档案见证改革开放”主题宣传
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民集
中发放便民服务卡和档案文化折
扇200余份，便民服务卡内容包含
有区档案馆情况简介和办事指南，
档案文化折扇内容集中反映党在
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区史
志档案办公室工作人员还就家庭
档案的收集、分类、整理、保管、利

用等问题向市民进行了详细讲
解。“以前不知道档案是怎么回事，
今天才明白了档案的重要性”，前
来参加活动的市民纷纷表示，通过
这次宣传活动，了解了档案在生活
中的重要性，也明白了依法保护档
案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区史志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巩
固、拓展档案宣传阵地，增强群众
的档案意识。同时，利用档案展现
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进一步提升
档案公共服务水平。 （薄开鹏）

本报讯 日前，和平路街道金
山水城社区党建微家广场上挤满
了人，10多名来自市区各大医院
的医生们给居民把脉、问诊，志愿
者还向居民们发放了碘伏、VC银
翘片、人丹、中药驱蚊包等药品。

“大夫您帮我看看，这个药可
以减量吗？”74岁的居民韩群拿
出 2个小药瓶，向江大附院心内
科医生王翠平咨询，“冬天我配了
这两个治高血压的药，春天我的
血压低了，已经减过这种药的量
了，现在夏天，我想问能不能再

减？”王翠平详细了解了他的血压
变化后说：“可以减的，但要关注
血压变化。”

来自市急救中心的医生何斌
是农工党农情心连心急救志愿者
团队的一员，在现场，他向居民详
细演示并讲解急救知识。

农工党镇江市委副主委兼秘
书长梁新歌介绍，来的医生都是
镇江农工党党员，“我们党派以医
药卫生为主界别，大家发挥党派
资源，把社会服务送到群众身
边。” （徐晨晨）

中医专家远洋义诊
本报讯 近日，官塘桥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邀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专家
走进远洋社区，开展中医适宜技术推
广讲座及大型义诊，10多位来自该院
中医科、针灸科、伤科等科室的中医专
家，现场为辖区居民提供义诊服务。

活动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中午
12点。活动现场，居民们排队等专家
逐一为他们把脉问诊，专家们认真了
解每位患者的病史，仔细翻阅他们的
既往病历，耐心地解答他们提出的各
种问题，给需要开方的患者开具了中
药方。同时还为居民进行现场的推拿
诊疗、血压测量、发放健康宣传资料、
进行自我保健等相关知识的宣讲。

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汪伊洲表示：
“下一步，社区医院将继续以病人为中
心，与市一人医中医专家携手开展中医
联合门诊，让我们的百姓在家门口感受
中医惠民，努力做好辖区人民健康的守
门人。” （朱新慧）

本报讯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我明白只有
热爱学生、尊重学生，才能去精心
地培养学生……”日前，一场有关
师德师风建设的讨论会在南徐小
学举行。

“今年来，校党支部以‘书记项
目’——‘党员教师领航工程’，树
立、培优、传承良好的师德师风，感
召教师做‘爱岗敬业、德育教育、课
堂教学、教育科研、管理服务’的领
航人，构建优质和谐的教育生态。”
校党支部书记蒋勇介绍说：“学校
学生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比较
高，还有一些是来自特殊家庭，这
就需要老师们在兼顾教学任务的
同时，付出更多的关注和关爱。”

该校有27年从教经验的党员
教师刘美华就是这样的一位领航
人。在她的班级里有一位特殊的

“玻璃娃娃”——小雨，刘老师总是
用实际行动关心小雨的学习生活，
如今小雨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私下
里小雨更是亲切地称呼刘老师为

“刘妈妈”。“从刘老师的身上我充分
感受到了一名优秀教师所应该具有
的师德师风。”青年教师王莹说。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该校还
将开展“比觉悟、比修养、比奉献、
比业绩”“四比”师德建设、青年教
师师德师风演讲比赛、“大手拉小
手”关爱学生成长等系列活动，带
动教师积极主动地弘扬并传承高
尚的师德师风。 （陆彦杰）

本报讯 为充分展示润州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魅力，日前，
由润州区政协主办，区教育局和
区文体局承办的《润州非遗》新书
首发式在和平路街道文体公园举
行。

活动围绕“多彩非遗 美好生
活”这一主题，不仅向到场来宾和居

民推介了《润州非遗》，还进行了秀
山号子、扬州评话、燕子窝山歌、嶂
山马灯等动态类非遗项目以及剪
纸、扎花灯、烙铁画、太平泥叫叫、瓷
刻等静态类非遗项目的现场展示。

据了解，《润州非遗》共分民
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
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志、传统

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9
个篇章。作为镇江辖市区内第一
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籍，不仅是
对辖区内非遗工作的深入挖掘和
归总，也是对多年来非遗文化保
护工作的全面总结，更是润州区
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的具体体
现。 （曾竹花 茅菲）

“书记项目”领航师德师风建设

《润州非遗》新书首发

非遗传承进社区

专家广场为民问诊

档案宣传进社区

社区开展打击传销宣传

社区企业慰问老党员

昨天，江苏大学十多名外国留学生走进南山街道
五凤口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画彩蛋，在开心
体验中感受中国传统的端午文化。 石玉成 摄影报道

禁毒宣传进市场
日前，七里甸街道金星社区联合

润州禁毒大队开展“禁毒宣传进市场”
活动，民警来到金星农贸市场，通过仿
真毒品样本等，向市民宣讲禁毒知识，
增强对毒品的防范意识。

石玉成 摄影报道

浓情端午
送温暖

前天，宝塔路街道
润州花园社区联合社
会组织中国狮子联会，
开展“浓情端午送温
暖”活动，志愿者为社
区的孤寡老人、空巢老
人和残疾人包粽子，送
上关怀与祝福。

徐晨晨 石玉成
摄影报道

洋学生感受端午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