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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截至 10月 25日，新区
当月 PM2.5 浓度为 40.3 微克/立方
米，市排名第一；优良天数比例为
96%，市排名第一。目前，在前阶段
奋斗拼搏基础上，新区认真贯彻落
实《三年行动计划》和我市污染防治
攻坚行动指挥部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精神，进一步认清形势、坚定信心、
持续发力，强化工作的主动性、创造
性、前瞻性。

当前，新区的环保问题错综复
杂、面广量大，如何综合实现PM2.5
浓度明显降低，重污染天数明显减
少，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人民的
蓝天幸福感明显增强“四个明显”的
总体目标，不仅考验政治意识和思
想认识，也考验能力和水平。从全
年角度看，前阶段是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打基础练兵阶段、排查问题
制定标准阶段，而真正的考验在秋
冬季。

近日，为适应新形势要求，迎接
秋冬季考验完成全年的目标，以环
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

赢服务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区组织
环委会成员单位、污染防治攻坚组
主要成员、镇（街道）园区、环卫所相
关负责人、在区建设、项目、建材企
业主要负责人集聚一堂；学习《江苏
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
划》）、市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指挥部
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并就如何
进一步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持续发
力进行部署推进。

部署会首先对全区大气环境污
染防治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今年，
自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响以来，新区
认真贯彻落实省市部署要求，以科
学治污、精准治污、协同治污、全力
治污的态势，全面推进污染防治各
项工作。自 9月份以来，全区共交
办环境事项397件，通报73期，公开
曝光40余次，制定出台“散乱污”五
大行业、整治提升、水质监测预警及
巡查等各项工作标准，全面梳理排
查了全区“十大重点环境隐患问题”
并进行了交办，制定了具体整改计

划和方案，明确了责任人、时间表和
任务书，在过去许多认为不可能完
成的工作上实现了突破。其中，港
务集团实现了整个港区的无尘作
业、微尘作业；许多沿江码头、建材
厂取得了彻底脱胎换骨；运输线路
调整经过交警大队努力取得了突
破；工地管理以“516标准”取代过
去简单、粗放的管理模式。

新区坚持把污染防治的各项措
施进一步抓细、抓实、抓紧，落实到
每个工作组、每个节点、每一天，以
日保旬、以旬保月、以月保年；重点
围绕工业减排、港口工地、机动车尾
气、VOC 治理的整治工程，在确保
质量的基础上加快推进进度；力争
散乱污整治在 11月底关停类企业
取缔到位，中央和省环保督察交办
问题高标准加快整改；提前启动秋
收秸秆禁烧工作，扩大巡查联动范
围，科学严格实施各类管控调峰措
施，进一步完善应急响应机制；落实
市委市政府的考核问责办法，层层
压实责任，形成倒逼机制和工作合

力，为完成各项目标任务提供坚强
保证。

新区还组织开展了为期两天半
的环保业务专项集训，引导环委会
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各镇（街道）、园
区环保负责人及重点企业相关负责

人，提升“管什么”“怎么管”“如何
管好”的业务水平；增强大家对生态
文明建设政策、以生态环保工作服
务经济发展、惠及百姓民生的思想
认识。

（顾宗侠 臧小震 蔡浩）

新区召开
“镇马”部署会

本报讯 29日，新区召开2018镇
江国际马拉松部署安排会，会议听取
了目前赛事筹备情况并对各成员单位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2018镇江国际马拉松赛将于 11
月 25日鸣枪起跑，本届赛事共设全
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迷你马拉松
三个项目，赛事总规模达到 20000
人。为了继续提升今年“镇马”品牌
影响力，将通过提升赛事规格、创新
特色活动，加强宣传推广，促进有效
沟通等举措，向中国田径协会“金牌
赛事”称号发起冲击。

在听取各部门赛事准备情况后，
新区管委会主任薛峰表示，体育发展
反映了城市经济文化的整体高度，当
前“四个新区”建设需要马拉松精神
的引领、文化的融入、赛事的支撑和
效应的影响，通过争创金牌赛事激发
全区上下挑战自我、永不放弃、同舟
共济的精神，以奔跑的姿态推动新区
高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冲击金牌赛事必须要
彰显特色亮点，追求精彩卓越，赛事
的组织谋划要体现高水准、高标准、
高起点、高质量，喊响一个主题，突
出一个特色。要优化线路规划，整治
美化环境，要做实安全预案，精细安
全保障，确保交通、食品、消防、医
疗、治安等方面做到零事故、零纠
纷、零差错、零垃圾、零障碍。要压
实责任分工，强化协调联动，领导小
组和筹委会要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各
个部门要将方案做细做实，强化一切
行动听指挥的意识，力争把本届马拉
松赛事办成精彩纷呈、富有特色、令
人难忘的盛会。

（王双魁）

本报讯 近日，新区丁卯街道
戴家巷社区举办“一袋坚果”的小
暴走活动（见图 李明明 摄）。志
愿者们通过活动，用自己的行动感
染周围人，个人运动挑战的同时也
为公益慈善出一分力。

“一袋坚果”的小暴走，是社区
类公益筹款活动。戴家巷社区党
委书记张健介绍，坚果中含有丰富
的不饱和脂肪酸和各种营养物质，
能够补充儿童大脑发育所需要的
营养，也有助于儿童智力的发展。
辖区内不少困难家庭的儿童，营养
结构不合理，为了帮助孩子们增强
营养，戴家巷社区发起了这个名为

“一袋坚果”的慈善项目。

当天上午八点多，运河之母广
场活动现场，爱心单位向困难受助
家庭捐赠爱心公益金后，100多名
志愿者，身着统一服装、排着整齐
的队列，沿着运河，途经焦山路、学
府路、谷阳路、丁卯桥路，开始了全
程7公里的公益徒步行。

今年 73 岁的志愿者王富强
说，能给社区困难家庭的孩子们提
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感到很满
足，“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老年人
非常喜欢这个活动，这个社会人人
都需要关爱，我们的组织能给他们
一点关爱，对我们来说献出一点仁
慈之心，社会也需要这样的风貌。”

鲱鱼宝宝早教中心是这次参

与活动的爱心企业之一，园长龚磊
说，以本次活动为起点，希望能够
参加更多的志愿服务，同时，也希
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号召更多的企
业和志愿者投身公益服务，“我们
一定会长期支持这种公益事业，因
为做企业也要有更多的公共责任
感。” （冯阳 周衡）

本报讯 为确保群众安全
出行，新区交警大队与交通部
门联手开展了货车超载超限治
理行动。从 9月中旬开始至目
前，治理行动共检查大货车超
载、超高、超长等违法行为 220
余起，145辆超载车受到处罚。

联合检查当天，工作人员
即查获一辆悬挂苏 L 车牌的

“超载王”。该辆大货车满载石
子，核定载质量 16吨，实际
装载货物 96吨，超载百分之
四百以上，民警依法当即将该
车暂扣，并进一步做处罚教育
处理。

“联合检查组紧盯大货车
贯行的沿辖区338省道，就是

要严刹超载超限风。”新区交
警大队工作人员介绍。在此次
联合执法行动期间，一辆装载
黄沙的大货车沿辖区338省道
由西向东行驶中被民警拦停，
民警将该车带至停车场过磅称
重 ， 经 称 量 ， 该 车 核 载 15
吨，实际装载黄沙 80 余吨，
超载高达 100%，根据规定,民
警对司机张某处以罚款 2000
元,记6分的处罚。随后，联合
检查组又对过往8辆货车进行
了检查，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超
载超限违法行为，有的则是超
高、超长、超宽等违法行为也
一并受到了处罚。

（赵竹生 姜蔼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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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形势要求 迎接秋冬季考验

新区持续发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一袋坚果”小暴走 帮助社区贫困儿童 交警交通联手严刹超载超限

本报讯 “幼儿园里都是
孩子，天然气管道施工就在大
门外，直线距离只有几米，而
且我们经过的时候能闻到明显
的刺鼻气味，这不是安全隐患
吗 ？ 谁 能 为 孩 子 的 安 全 负
责？”昨天，一位市实验幼儿
园的家长找到记者反映：市实
验幼儿园门口的笪家山路前段
时间突然开挖施工，最近更是
天然气管道暴露在外，没有任
何遮挡，真为接送的家长和孩
子们的安全捏了把汗。

记者随即来到位于中营街

附近的笪家山路，只见在路口
就设置了路障，禁止车辆通
行，并张贴了一张“停气通
知”：10月 30日下午 1点半至
5点因该地区施工进行停气。
记者顺着路口往里走，只见道
路开挖了几个坑，露出了地下
的管线，在距离市实验幼儿园
门口几米远的道路上也挖开
了，阵阵刺鼻的“煤气味”不
停钻入鼻孔。现场的工人和作
业机械正在工作。一位路过的
市民表示，自家孙子就在幼儿
园上学，这一片巷道开挖已经
有一段时间了，“交通不便是
次要的，现在幼儿园里都能闻
到煤气味，长期如此会不会对
孩子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正在现场的市华润燃气

公 司 一 位 姓 马 的 负 责 人 介
绍，根据市政府的计划，全
市今年要更换老旧的天然气
管道共计 80 千米，“今天笪
家山路这一段的管道正在进
行新老管网的碰接，所以会
有部分气体溢出。”他介绍，
因为市区不少天然气管道的
使 用 年 限 已 经 有 三 十 年 左
右，到了报废的年限，继续
使用会有安全隐患，所以在
此进行天然气管道的更换，
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影响。
对于市民提出对刺鼻气味的
质疑，他说，这是在管道碰
接过程中正常的气体发散，
在敞开的环境中是安全的。”

（记者 胡冰心）

建设更高水平文明城市

啄木鸟啄木鸟在行动在行动

市实幼门前天然气管道施工有隐患？
家长：气味刺鼻心慌慌 华润燃气：正常气体发散

果园用上“吃”树机
省工省时环保又肥田

本报讯 昨天下午，位于丹阳延陵
镇大吕村的“宏业生态农业园”的果树
林内，多名工人抱着修剪下来的树枝，
喂给一台橙色机械的料斗，然后被粉
碎的枝叶从出料口吐出。延陵宏业公
司老总王清江开心地表示，使用这种
比较先进的“树枝还田粉碎机”，不仅
省工、省时、环保，而且还丰富了果林
土壤里的有机肥，可谓一举多得。

王清江告诉记者，他于2016年从
老家徐州来到丹阳延陵镇大吕村，承
包2000多亩土地种植高品质水果，去
年先期栽培的400多亩富硒梨和新品
种水蜜桃已全部成活，今年富硒梨挂
果，小小的梨树上结出来的果平均都
在 1斤左右，最大的达到 1.5斤，经国
家农产品检测部门检测，富硒梨的硒
含量达到国家优等标准。

记者在果林的操作现场看到，整
枝剪下来的一大捆一大捆的树枝从粉
碎机进口处放进去，几秒钟就成了细
细的碎屑，再放上菌肥经旋耕机翻进
土壤。“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就是很
好的有机肥了。”

（李国平 方良龙 唐刚）

胡冰心 摄

昨天，来自青海
尖扎的孩子们参加了

“行走的格桑花”2018
镇江探索营。当日下
午，孩子们来到润州
区金山街道迎江路社
区，在康乃馨党支部、
镇江金毛犬俱乐部等
志愿者的陪伴下一起
包饺子、与老人聊天、
和宠物犬玩耍，共同
度过了一个欢乐的
下午。

谢道韫 摄影报道

西藏小朋友
走进镇江博物馆

本报讯 昨日上午，市博物馆与西
部助学组织格桑花工作团队合作，共
同开展“印象镇江——古城忆 格桑
情”活动，让来自西藏的孩子们走进镇
江历史，并通过多彩的手工活动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

活动现场，博物馆讲解员通过展
厅讲解，让孩子们对镇江三千年的深
厚文化底蕴有了初体验，又通过“黏土
鸳鸯尊”制作环节，带领孩子们重塑江
南地区独特的青铜器造型，让大家在
感受动手乐趣的同时感受古人的智慧
结晶。 （张琼霞 程晓怡）

房产交易中心
服务窗口“移”到病床前

本报讯 日前，市政务服务中心房
产交易窗口工作人员张正钟和不动产
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孙静携带相关资
料，专程来到市第二人民医院，为生病
住院的老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把服
务窗口“移”到病床前。

近日，81岁高龄的李奶奶名下一
套房产需要办理交易过户手续。按照
规定，房产买卖双方必须亲自到市政
务服务中心的房产交易窗口现场签字
和办理过户手续，如果本人不能到现
场的，必须到公证处进行委托公证后
再行办理。但因李奶奶突发脑血管堵
塞，不能亲自前往现场办理交易过户
手续。了解情况后，市房产交易中心安
排专人前往老人所在医院核实相关证
件和材料，不到一刻钟，工作人员就指
导老人填好了相关材料，协助老人签
订了买卖合同。离开时，工作人员还细
心叮嘱其家人下一步业务办理的相关
流程和需要的材料。

作为市住建局主要的对外服务窗
口之一，市房产交易中心在政务服务
中心推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基
础上，积极推行预约服务、延时服务、
上门服务和前置服务4项延伸服务功
能，并积极参与市政务服务办倡导的

“阳光岛爱心大使”服务，积极践行“把
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群众”的服
务宗旨。仅近2个月来，市房产交易中
心就为特需群体提供上门服务达17
次。 （王兵 方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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