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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我市燃气办联合
安监、质监、公安、消防等部门开展
市区瓶装液化气市场联合执法，多
家“黑气点”被取缔，暂扣的 250多
只钢瓶拉了近3卡车。

昨天上午，执法人员首先来到
南门客运站西边的一处低矮平房，
只见十几个平方米的空间内，层层
叠叠地堆了 100多只液化气钢瓶，
其中一些钢瓶上锈迹斑斑，房间里
还发现了两根导气管。

执法人员介绍，液化石油气有

易燃易爆的特性，经营需要经过专
业审批。而该户没有任何手续，属
于“黑气点”，查获的钢瓶中还有国
家明令禁止使用的报废螺丝瓶。且
房间里有电线、电灯，通风条件也
差，违法“导气”（私自从大罐往小罐
充装）时易发生泄露，如果达到一定
浓度，只要开关一按，就会发生“闪
爆”，造成人员伤亡。经清点，执法
人员对131只钢瓶和两根导气管进
行了暂扣，其中实瓶 51只，足足拉
了一卡车。

随后，执法人员赶到乔家门路
62号，这家店铺前厅后屋同样堆了
几十只大大小小的液化气钢瓶，其
中一只 50公斤装的钢瓶上还连着
导气管。而厨房只与店铺一窗之
隔。市燃气办工作人员张鹏告诉记
者，导气管与钢瓶是连接的，表明业
主平时在家里导气。而与储存场所
设置在一起的厨房，是直接的明火，
非常危险。随后，执法人员对其中
49只钢瓶进行了暂扣，并要求业主
次日自行清理剩余钢瓶。

昨天下午，又查处了几个小的
“黑气点”后，执法人员冒着倾盆大
雨直奔位于象山街道境内的一个

“黑气点”。由于其藏身于合力消防
器材厂内，此前执法人员来检查过
几次，都因大门紧闭没法入内查
处。没想到这次给了大家意外的惊
喜：推开虚掩的大门，右侧两间耳房
和一处厂房内堆满了钢瓶，粗略统
计有 200 余只。由于钢瓶数量太
多，车辆有限，执法人员最后暂扣了
危险性较大的52只实瓶，并责令业

主王某次日自行把空瓶子处理掉，
并到市城建监察支队接受处理。

执法检查中，部分“黑气点”可
能听到了风声，让执法人员扑了
空。张鹏表示，对这些逃避打击的

“黑气点”，他们将加大明查暗访力
度，争取尽早予以取缔。对查获的

“黑气点”，城建监察支队将对业主
进行约谈，进一步追查源头，对给这
些无证人员充气的充装企业的违法
行为进行处罚。

（方良龙 陈生）

我市取缔多个“黑气点”
暂扣250多只钢瓶拉了近3车

暑期游迎来高峰

“亲子游”成为主力
中老年人“异军突起”

本报讯 近日，记者走访我市旅游
市场获悉，今年暑期旅游市场即将迎
来旺季，已经有众多市民前来咨询和
预订暑期出游的线路。今年暑期出游
人群主要以家庭为单位，“亲子游”成
为出游的主力。此外，中老年人“异军
突起”，也加入暑期出游大军。

在我市大市口附近一家旅行社内，
胡女士在工作人员的一番推荐下，高高
兴兴地为一家四口预订了一条感受七
彩云南魅力亲子游项目。“我家有两个
孩子，这次一起出去。”胡女士告诉记
者。记者在市区多家旅行社走访发现，

“亲子游”人次占比居高不下，尤其是1
大1小、2大1小订单增速明显。截至目
前，记者统计在预订暑期出游的消费者
中，3人及以上出游订单占比超过5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7月中旬将
迎来亲子出游高峰，就连平时更多选
择错峰出游的老年人，也成为暑期旅
游的主力军，很多旅行社老人报名所
占比率比往年同期高。

据了解，而国外长线旅游产品，俄
罗斯游的热度正持续攀升，而北欧旅
游也成为今年暑期一大亮点——瑞
典、冰岛等国家均入选市民们关心的
热门地点，成为“黑马”。短线旅游如
日本、新加坡等地的“亲子游”也陆续
进入了报名的高峰期。国内游方面，
西藏、内蒙古、东北等传统“避暑游”线
路依旧受到很多游客喜爱。 （景泊）

学习编织技艺
美化自我生活

本报讯 为响应市文联开
展的“社区文艺提升”行动，昨
天下午，市中国结编织大师向
京口区健康路街道桃花坞社
区爱好者传授中国结编织技
艺，开办了“学习编织技艺，美
化自我生活”培训班。

当天，来自桃花坞辖区近
30名青少年、老年人，聆听了
市民间艺术编织家安永凤的
编织技艺讲座。据介绍，安永
凤在 2015年度“中国梦·我心
中的梦”镇江民间艺术评选
中，喜获“金麦穗”银奖。

课堂中，安永凤先后向学
员们展示了她编织的形态各
异的“中国结”名作，作品漂
亮、透着灵气，渗透着中华民
族特有的、纯粹的文化精髓,
给人一种团圆、和谐、力量的
感觉。 （王雅 王洪生 林兰）

本报讯 感冒受凉、睡眠不
佳、压力太大……这些都有可能
造成头痛，但如果突然出现剧烈
的头疼，却原因不明，那就要慎
重对待了。记者了解到，近日，
市一院神经外科为一患者一次
性夹闭脑内5个脑动脉瘤，帮助
患者解决了大问题。

今年55岁的郭先生家在扬
中，由于持续地剧烈头痛到当地
医院就诊，检查头颅CT显示蛛
网膜下腔出血。由于病情复杂，
当地医院对患者进行初步治疗
后，由120送入市一院。通过查
头 颅 CTA（头 颅 CT 血 管 造
影），医生发现他脑中有前交通
动脉瘤、双侧大脑中动脉动脉瘤
等5个动脉瘤。

针对动脉瘤不同的形态以
及综合情况，市一院神经外科团
队选择了动脉瘤夹闭手术的方
式，为患者成功实施了双侧大脑
中动脉及前交通动脉瘤夹闭术，
一次性夹闭5个脑动脉瘤，手术
长达近 6个小时，过程顺利，术

后患者恢复良好，病人及家属对
治疗效果非常满意。

参与手术的副主任医师陈
波介绍，颅内动脉瘤就是颅内动
脉血管的管壁上凸出一块，形成
一个像瘤子一样的东西，就叫动
脉瘤，它并不是真正的肿瘤，但
是这些瘤就像在脑子里放了一
个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会爆
炸，引发出血，死亡率极高。

“动脉瘤患者大多数是先天
性的，有一定的家族性。但随着
现在筛查手段和诊断水平的提
高，临床上，动脉瘤发病率正越
来越高。动脉瘤的发病常常伴
随剧烈头痛、呕吐等症状。”陈波
说，很多患者不重视头痛问题，
错过了发现病情并及早治疗的
机会。如果患者不能早发现并
采取有效治疗措施，极易在患者
情绪激动、活动剧烈、血压增高
等情况下，发生瘤体破裂，但如
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是可以
通过手术治愈的。

（记者 王露 通讯员 朱研）

市一院为患者一次性
夹闭脑内5个脑动脉瘤
专家：突发性剧烈头痛需警惕

2018“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

镇江赛区青少组比赛开打
本报讯 昨天下午，由镇江市足协

主办的“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
赛江苏镇江赛区青少组比赛揭幕战在
市会展中心外场举行。镇江十中、宜
城中学、大港中学、江南中学、扬中外
国语、句容郭庄 6所市校园足球后备
人才示范校参加了比赛。

本次比赛采用五人制单循环赛事。
通过五轮比赛决出名次，优胜队伍将代
表镇江参加省内总决赛，并有机会参加
中国足协大区赛赛事。 （杨毅 花蕾）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同家庄镇
河塬社区，蜿蜒的山路尽头豁然开
朗。黄土垒级而上，远处村舍掩映，
路边一块红黄两色的苏陕扶贫协作
项目巨幅牌子特别醒目。紧挨牌子
下方一块2亩多地如带状在山间铺
陈，近处土坷垃平整完毕沟垄分明，
而远处盎然绿意在大片黄色上画出
延长线——新种的黄花菜在贫瘠中
茁壮成长。

在田间劳作的张能婵66岁，谈
起手上的活笑着说“可好可好”，“两
个儿子在外地打工，没想到我这么
大岁数在家门口还能挣上钱，一天
在这工作拿80元，之前已经领了次
工资，1000多元，马上又要发钱了，
这次还要多。”

河塬社区是渭南市6个深度贫
困村之一，由镇江新区支持的黄花
菜产业园及加工项目，采取“集体股
份经济合作社+贫困户”扶贫模式，
项目资金注入村集体经济，带动贫
困户 147户 465人。同家庄镇镇长
薛向东介绍，由社区集体经济合作
社流转土地400亩建设黄花菜产业
园，通过这个项目，从今年起连续 4
年，每年每户保底分红不低于 1300
元，贫困户同时享有集体收益分配
权。像张能婵这样在项目务工的贫
困户，每年还可以增加5000元左右
的额外收益。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精神，镇江新区以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为目标，积极开展携手奔小
康行动，汇聚人心，具体帮扶，加强
产业合作、劳务协作、项目建设，加
大人才资源、社会帮扶、镇村结对
协作，确保新区与合阳县优势互
补、长期合作，聚焦扶贫、实现共
赢，助力推进合阳县 2018 年摘帽
脱贫。从去年开始，新区选派政治
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干部到合阳
县挂职。筚路蓝缕，春风化雨，他
们在黄土上播洒新绿。

在河塬社区办公室内，社区贫
困户2018年-2020年“八个一批”精
准帮扶计划一览表几乎占据了整面
墙，上面不仅有每个贫困户的姓名
还有具体针对的扶贫模式、发展路
径，还有贫困户收入的动态变化。
王正国介绍，苏陕项目的90万元资
金作为河塬社区集体经济合作社的
股权，按合作社的股权设置相关章
程进行利益分配，贫困户享受贫困
优先股权益。

社区为每位贫困户建档立卡，
在贫困户刘金孝签名按手印的河塬
社区黄花菜扶贫产业园帮扶协议书
上，记者看到这样的条文，“户均黄
花菜产业可达 2.7亩，作为全村 147
户贫困户贫困优先股，从2019年到
2021年连续 3年，将每年获得收益
的 60%用于公积金、公益金提留，
40%用于贫困户分红，每年12月10
日前将股金分红由‘一卡通’支付给

贫困户”“乙方每年从土地流转中可
以获得 500元每亩租金，劳务务工
长期务工人均年收入达 10000元，
临时务工最低日工资 100元每人”

“甲方还聘请黄花菜专家免费为乙
方进行技术培训”。

新区挂职干部，合阳县委常委、
副县长王正国介绍，“苏陕协作模
式，我们主要采取党支部牵头，党支
部（集体经济）+园区+企业+贫困户
的管理模式。项目资金对有集体经
济组织的直接注入，没有集体经济
组织的由村委会代持股，结合项目
规模和贫困人数等实际情况，每年
给贫困户实行效益保底分红，增加
贫困户收入。”

在合阳县金峪镇沟北村现代农
业园区的红提冷棚内，王正国指着
枝头已经结实的还是全绿的串串提
子对记者说，“去年 11月来这里的
时候，植株才刚刚种下。”通过苏陕

对接扶贫设施产业园建设等方式，
这个曾经远近闻名的“穷沟北”的面
貌开始焕然一新，累计发展红提冷
棚200亩，果蔬温棚30亩，带动农户
新发展苹果96亩、红提130亩、鲜桃
104 亩。沟北村村委会主任李存
才，因为带领乡亲们脱贫最近还上
了陕西卫视的一档专题节目。谈起
村里的脱贫致富路，他信心十足。

合阳城关街道属地居民迁移数
量大，贫困户集中，对这些群众的帮
扶也是新区关注的焦点。丰阜现代
农业园区万众社区配套产业园项目
总投资1000万元，其中苏陕项目投
入资金400万元，占地1800亩，主要
是黄花菜种植和烘干加工基地，树
莓基地，还建有沼气池和智能温
室。项目将带动1156户群众脱贫，
贫困户除了固定的分红，每户还至
少有一人在产业园打工，一年一人
的劳务收入在 1.8 万到 2.4 万元不

等。城关街道办主任赵晓东认为，
苏陕协作对产业脱贫起了决定性作
用，通过精准帮扶真正解决了百姓
的贫困问题。

在今年 5 月 24 日召开的镇江
渭南对口协作工作座谈会上，镇江
市委书记惠建林的要求中提到，坚
持产业为本，协同打赢脱贫攻坚
战。牵手共建友谊，协作共谋发
展。通过建立健全利益链接机制，
有效带动贫困户人口脱贫增收，合
阳县发改局局长范辉介绍，近两年
合阳县实施的苏陕扶贫协作项目
共 6 个，总投资 3533 万元，其中苏
陕扶贫资金 1280 万元，带动贫困
户 1995户 8069人。目前，3个项目
已经竣工验收，剩余项目正在抓紧
推进。2018年，镇江新区和合阳县
确定了 10 个产业项目，计划总投
资 2360 万元，将带动贫困户 1049
户，3553人。

项目管理创新“党支部（集体经济）+园区+企业+贫困户”模式

对接合阳苏陕协作 新区以产业突破精准发力
乔晓光 陶祥学 李明明

醇醚燃料国家标准
研讨大会在新区召开

本报讯 近日，全国醇醚燃料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在新区召开醇醚燃料国
家标准宣传贯彻研讨大会，这也是镇
江市首次承办全国性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大会。

来自全国醇醚燃料标委会成员
单位约 70 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在会上，工信部节能司就全国甲醇汽
车试点及推广应用情况作介绍。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标准一部
材料处副处长任彦波解读了新《标准
化法》。中润集团董事局主席、全国
醇醚燃料标委会委员王菊林解读了
由中润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起草
的 GB/T34548《车 用 甲 醇 汽 油 添 加
剂》标准。 （居述军）

加强水稻田间管理
新区组织技术观摩

本报讯 最近，新区社发局在姚桥
镇万顷良田一期地块，召开了全区水
稻一种就管现场观摩会，各镇农服中
心技术人员、种粮大户代表等40多人
参加了观摩。

新区水稻播栽于6月23日全部结
束，共种植水稻7.5万亩。目前正是水
稻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参会人员现
场观摩了润果农业机械施用分蘖肥现
场，技术人员现场介绍了润果的水稻
栽插及田间管理情况，并积极推广水
稻优质食味品种。种植大户袁树平介
绍，自己现在种的水稻品种是镇稻 18
号，每年天气都会有所变化，这种交流
学习活动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开展种植
工作。

活动现场，技术人员详细讲解了
水稻栽插后的田间引水量、施肥及杂
草化除技术，强调秸秆还田后的露田
透气工作、增施化肥、防治僵苗现象；
对于前期封闭效果不理想的田块，要
根据田间草相，在搁田阶段及时做好
化学补除。 （陈雪芬）

丰阜现代农业园区万众社区配套产业园项目帮扶公示牌。 李明明 摄

2018年7月3日，剪纸艺人陈秀红在为五洲山村的村民和孩子教授剪
纸技法。当日，镇江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社区文艺提升”剪纸志愿服务活动
走进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五洲山村，通过“教、学、帮、带”服务活动，培育群
众文艺活动品牌，不断满足广大社区居民精神文化需求。 文雯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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