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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纪念镇江银行业40年
来所取得的喜人成就，回顾历史，总
结经验，昨天上午，“改革开放 40 周
年·镇江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采展示系
列活动”动员会举行。市文明办、市
金融办、市放心消费创建办、中国人
民银行镇江市中心支行、镇江银监分
局、市消费者协会、市银行业协会、市
互联网协会、镇江报业传媒集团等相
关领导及全市各银行金融机构相关负
责人参加活动。

系列活动主题为“讴歌新时代，践
行新思想，发展新金融，服务新经济”,除
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市银行业从小到

大，业务从无到有，全面发展的风采展
示，包括消费者积极参与的银行文明服
务窗口消费体验、为镇江银行业优质网
点点赞等活动，还有以提高金融消费环
境安全度、经营者诚信度和消费者满意
度为主要内容的放心消费创建活动。

会上，农业银行镇江分行、华夏
银行镇江分行、丹阳农商银行代表分
别表态发言，展示各银行在放心消
费、文明创建、高质量服务等方面所
取得成绩。

据了解，活动将涉及我市33家银
行，历时约两个月。

（吴丽娜 包建华 黄跃巍）

讴歌新时代 践行新思想 发展新金融 服务新经济

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采展示系列活动启动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中
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30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
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祝贺，
赵乐际代表党中央致词。

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

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
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会标。鲜艳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会徽悬挂在主席台后幕正中，10面
红旗分列两侧。二楼眺台上悬挂着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团结动员各族

各界妇女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不懈奋斗！”巨型横幅。来自全国各
行各业的1637名中国妇女十二大代
表和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的79名特邀代表，肩负亿万
妇女的重托出席盛会。 （下转7版）

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到会祝贺

赵乐际代表党中央致词

本报讯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
召开专项评议第二次全体会议。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惠建
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始终坚
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全面落实、
坚决完成片区整治任务，推动全市
生态环境建设再上新台阶。

开展专项评议，是市人大依法
监督、服务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推
动机关部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
有效途径。自今年 7月份起，市人
大常委会紧紧围绕“推进重点片区
环境整治”这一主题，对市公安局、
国资委、国土资源局、环保局、规划
局、城管局、交通运输局等7个工作
部门，依法组织专项评议。

惠建林充分肯定专项评议活
动取得的成效，他指出，专项评议
活动高位推动、有力有序，推动了
环境整治整体进程；动真碰硬、攻
坚克难，推进了涉石企业整治、化
工企业关停搬迁、项目资金筹措等
工作；真改实改、成效初显，开展了
企业治污、宕口治理、土地复垦复
绿、居民搬迁等重点工作；多方联
动、精心组织，评出了干劲、议出了
动力、展现出了正能量。

惠建林要求，要通过专项评议
等手段，综合施策，借助生态环境治
理的高压态势，彻底摈弃落后的发
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加快淘汰落后
产能，推动产业布局优化，用腾出来

的发展空间和宝贵资源，引进高质
量项目，发展高精尖产业，加速产业
转型升级，真正实现腾笼换凤、凤凰
涅槃，更好助推镇江高质量发展。

惠建林强调，这次 4个评议组
经过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提
出了不少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意
见建议，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充分
运用专项评议成果，紧盯目标任
务、运用系统思维、标本兼治抓好
整改，全面完成重点片区环境整治
任务，努力以产业的绿色化、现代
化推动绿水青山永驻镇江。

会上，市公安局等 7个部门作
专项述职报告，市人大常委会 4个
专项评议组作评议报告，市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代表 53人
进行了票决。

会前，与会人员视察了西南片
区八步山轧石场、西南片区船山矿
生态环境修复现场、东部片区新材
料产业园、东部片区索普集团，实
地感受了环境整治的成效。

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洪
水，副主任王萍、王常生、岳卫平、陈
琳，秘书长丁羽如出席会议，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裔玉乾陪同视察，副
市长胡宗元对政府部门如何自觉接
受监督、加强以评促改提出了要求，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金观作专
项述职报告，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新
祥参加评议会议。 （记者 林兰）

聚焦重点片区环境整治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项评议第二次全体会议
惠建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行进

聆听时代进步的足音
——40年税制改革回眸
新华社发 金山网 今日镇江 转载

本报讯 昨日上午，江苏人民出版
社镇江分社揭牌仪式暨大型纪实文学

《四十年四十人：镇江改革开放的历史
时空》首发式在市行政中心市民大厅
举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镇江分社是由凤
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江苏人民出版社
与镇江市文联下属金山杂志社合作创
办，面向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人士
开展图书出版、书籍编纂、图书装帧设
计、创意咨询等服务，旨在推动我市文
化出版行业蓬勃、可持续发展，促进镇

江文化产业繁荣与创新。
《四十年四十人：镇江改革开放的历

史时空》一书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镇
江报业传媒集团联合编写推出，由市作
家协会和镇江报业传媒集团的骨干作家
和记者组成采访创作团队，选取了镇江
改革开放40位代表人物，通过讲述他们
40年中的生活经历和奋斗轨迹，真实、形
象地展示镇江改革开放40年所发生的方
方面面的变化，力求对重大题材进行通
俗化表达，为改革开放保存一段鲜活的
记忆。 （下转2版）

《四十年四十人》首发式举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镇江分社同时揭牌

本报讯 暮色四合，在镇江
新区大路镇小港村文体广场西
侧篮球场上，78岁的村民戴林
保正在打篮球。他告诉记者，
自从广场修好后，学习打篮球
就成了他晚上的主要活动了。

广场东侧，一支练习太极
拳的队伍也拉开了架势。在
音乐的伴奏和老师的带领下，
这 50 多人开始了晚上的锻
炼。一旁观看的村民，陶醉于
太极拳表演的同时，也对这个
新建成广场带来的丰富精神
生活赞不绝口。建立在杂草
丛生荒地上的小港村文体广
场，占地约 2000平方米，设有
篮球场、文化长廊，就是在晚
上，照样活力四射。

“家门口的环境”是新区
“7+2”行动的重要环节。今年
是新区实施村庄环境整治三
年提升行动的收官之年，8月
底，镇江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对 5 个村庄西戴村、小港村、
伏漕村、迎滨村、仲宝村的综
合整治工程全部竣工，村民家
门口的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姚桥镇仲宝村刚落成的休

闲广场有 3000多平方米。东
侧，青砖黛瓦一排静立，是清
代的“务本堂”。南侧，塑胶场
地健身器材齐备，村民在此健
身休闲。广场周围花木摇动，
仲家桥下清波照影，岸边刚出
新的文化墙上，书写东乡“宜”
文化的新故事。仲宝村党总
支副书记吴亚飞介绍，休闲广
场建成后，村委会定期组织文
化活动，这不，当晚在广场上
还组织放映了露天电影。村
委会还考虑，在广场西侧芦苇
荒地平整出的地块上打造一
个村民大舞台。

大路镇西戴村内原有一
条 2 公里长的道路与金港大
道相连，这条道路过窄无法通
公交，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获
悉后，在综合改造工程中，将
这条道路的宽度从2.5米增加
到 3.6米，具备了公交车和校
车通行条件，还协调新区公交
公司从 9月 26日起优化调整
新 K105 线路走向，新增张家
弄、花园 2 个站点，方便西戴
村南元片区村民的出行。

西戴村、小港村、伏漕村、迎

滨村、仲宝村5个村庄累计完成
建筑立面出新15750㎡；新建运
动健身广场面积3770㎡；新建、
修复道路5580㎡；新建小游园
900㎡；绿化景观提升：种植乔灌
木926株，铺种草皮11000㎡，撒
播草籽12100㎡；改造沿线垃圾
池15座；新建公厕2座；增设垃
圾分类亭1座；新建亲水平台10
座；改造公交站台6座；清理河道
和池塘1400米、清淤16800㎡。
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夏志
远介绍，“通过此次综合整治，
让农村的环境更加美丽，设施
更加齐全，让老百姓有个健身
休闲的场所，方便群众出行，切
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满意
度。”

据了解，今年以来，新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坚持“统
一规划、适度超前、统筹兼
顾、确保重点”的原则，建
设与现代新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相适应的配套设施，着力
解决农村建设发展中群众反
映最强烈、环境矛盾最突
出、百姓受益最直接的问
题，根据每个村庄的实际情
况，拿出了各具特色的整治
方案，将老百姓身边的事办
好、办实、办精。 （陈亚梦

冯亦 陈露 高涛 李明明）

“7+2”行动改善“家门口的环境”

新区村庄环境整治促乡村振兴

船厂老厂区 滨江新绿地
北固山绿地广场原是镇江船厂

的老厂区，2002 年镇江船厂开始搬
迁，退城还绿。经过10多年的绿化、
改造、养护，如今的北固山绿地广场
上已是绿树成荫，成为滨江风光带上
的一处天然氧吧。

石小刚 摄影报道

莫让“非机”变“飞机”
曹 源

公交车费时、私家车费钱、自行车费
力，依靠着轻便、快捷的优势，电动自行车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市与电动自行
车有关的事故警情已经占相关警情的1/3，
导致40人丧生。闯红灯、酒后驾驶、逆向行
驶、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让行等违法行为高
发，映射着越来越多的管理难题。车型乱，
国家标准规定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超过
20公里，整车质量不超过40公斤，但目前市
面上符合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寥寥无几，自
带遮雨篷、时速超过50公里等“功能强大”
的车辆却大受欢迎。骑行乱，电动自行车
速度快，骑手不需要任何培训就可以上路，
目前还没有形成系统、有效的管理方式。
因此，不少人把电动自行车戏称为“飞机”。

相比机动车的管理办法，电动自行车
在内的非机动车管理还不够成熟。如何
才能实施更有效的管理，各地的探索从未
止步。有些城市一禁了之，短时间内的确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严禁”之
风不松，市民怨声载道；“严禁”之风一过，
电动自行车的乱象依旧如初。

十月中旬起，我市启动了最新的电动
自行车管理措施，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才
能上路，违规还将纳入个人诚信档案，即
将面临最严的全面监管。相比一禁了之，
我市登记上牌、建立诚信档案的管理方式
更具有民生情怀。注册、登记、办证、入档
案…… （下转2版）

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

40年，镜头见证变迁

图为上世纪90年代镇江船厂老厂区。

本报讯 昨天，副省长缪瑞林来
镇就生态环境工作开展督导调研，要
求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进
一步解放思想，扎实推进环境突出问
题整改，推动镇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
展。市长张叶飞参加推进活动。

缪瑞林先后现场察看了镇江环
境监测中心、豚类保护区整改情况和
长江征润洲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站，
听取了镇江市豚类保护区整改情况
及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工作情况和省
环境监测总站、镇江环境监测中心工
作汇报。截至目前，豚类保护区的问
题基本整改到位；大气环境质量方
面，市区PM2.5平均浓度53微克/立方
米，与年度目标持平；水环境质量方
面，全市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分
别为100%和90%，好于年度目标。

缪瑞林充分肯定镇江对环保问
题的整改认识到位、行动迅速、措施
扎实、成效明显。他指出，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必须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既要依法依
规监管，又要有力有效服务，对突出
环境问题整改要坚持实事求是、切

实可行、一抓到底、说到做到。尽管
镇江在生态环境工作上取得了明显
成效，但完成今年目标的任务依然
十分繁重，要坚持问题导向，扎实开
展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攻坚，
切实改善空气质量，同时要高度重
视饮用水水源地整治、黑臭水体整
治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

缪瑞林强调，要在加强监测能力
建设、培养人才队伍和提高监测数据
质量上进一步提高水平，为生态环境
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提供坚实保障。

张叶飞表示，我市将始终坚持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把污染
防治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更大
力度抓整改、促提升，抓重点、攻难
点，抓督查、严问责，全力以赴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努力向省委、省政府和
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大旺及省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裔玉乾，市政府秘书长杭祝鸿等
也参加了推进活动。

（记者 胡建伟）

缪瑞林来镇督导推进
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