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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像

年味浓了……

福满门庭 何亚珠

操练 王文伯虎虎生威 王根林

打肉过年 陆兴庭

装点新年 郁金元

送福 王佩云

圆圆满满 姚支援

福在手中 王璇 年糕 殷美华

拾糕 陈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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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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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
美

打年货 沙爱华

张灯结彩 黄萍好大一条鱼 钱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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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社会

遗失公告
遗失王词弘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M320298332。
声明作废

遗失谢宝国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B320077703。

声明作废

本报讯（记者 陈慧）昨日
上午，姜堰生态环境局对建筑
工地、石材市场以及寺庙扬尘
污染管控工作开展明查暗访，
发现我区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依
然严峻。

在双河风情广场项目施工
现场，部分堆放的裸土未覆盖，
路面上积满了灰尘，没有任何
洒过水的迹象，车辆经过尘土
飞扬；洒水车和雾炮机停放在
角落里没有正常运行；项目周
围围栏上喷淋装置也处于关闭
状态，整个项目扬尘污染管控
力度十分薄弱。

在南绕城快速化改造工程
北侧、时庄河西侧空地上，堆放
的裸土完全没有覆盖，建筑垃

圾随意堆放，没有采取任何抑
尘设施和湿法作业，给扬尘管
控带来很大隐患。在三水大道
与南绕城交叉口西南方，放眼
望去几百亩空地上堆放的裸土
像一座座大山，任何防尘措施
都没有实施，路边经过的渣土
车辆也都没有冲洗到位，带泥
现象严重。

现场负责人张斌说：“我们
按照‘六个百分之百’要求，渣
土车进出保证冲洗干净，土方
施工完毕后及时盖起来，不会
有扬尘等情况发生。现场如有
土泼洒滴漏的，我们及时安排
人员清理干净。”

在华东五金城石材市场，
石材任意摆放，没有采取任何

遮盖措施，生产车间地面和墙
壁积满粉尘，使用过抛光机的
地方粉尘更是堆积如山，工人
身上也逃不过粉尘侵袭，白茫
茫一片。另外一处木材加工
点，吸尘设施并未作业，地面、
墙壁都是粉尘，墙角处木屑堆
积成山。喷漆房里排风扇半开
半闭，屋内油漆味十分刺鼻。
屋外的废气处理设备也没有任
何使用的迹象。

督 查 组 要 求 各 参 建 单 位
严 格 执 行 扬 尘 治 理“ 六 个 百
分之百”“两个禁止”要求，实
施精细化管理，细化扬尘治理
工作，确保各项扬尘治理措施
严格落实，坚决打赢“蓝天保
卫战”。

众志成城 防控疫情

姜堰生态环境局督查在建项目扬尘管控情况

区委常委会召开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上接 1版）实事求是、开诚布
公指出问题，达到了“红脸出
汗”的效果，体现了区委领导班
子精诚团结、互相帮助、干事创
业的好氛围和精气神，达到了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增进团
结、共同提高的目的。

王平充分肯定姜堰区党史
学 习 教 育 成 效 显 著 、走 在 前
列。区委常委会专题民主生活
会会前准备充分，查摆问题精
准，批评和自我批评严肃认真，
整改措施靠实，不仅谈出了党
史学习教育的深刻感悟、交流

了心得体会，也为下一步抓好
整改落实、巩固拓展党史学习
教育成果打下了基础。

他希望，姜堰区委常委会
要带头学深悟透，争当对党忠
诚的表率，深刻领会“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和实践要求，
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
中心内容，做到至信而深厚、融
通而致用、执着而笃行；要带头
推进整改，争当勤政惠民的表
率，切实负起责任、扛起担当，
持续用力整改、统筹推进整改、
追求长效整改，用扎扎实实的
问题整改“成效清单”写好民主
生活会“后半篇文章”；要带头
建功立业，争当勇立潮头的表
率，把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同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市第六次
党代会精神结合起来，同落实

“十四五”规划重点任务结合起
来，同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
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同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组
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结合起
来，着力提升推进现代化建设
的能力水平，不断开创各项事
业发展新局面。

方针在总结讲话中强调，
要在持之以恒“学党史”中捍卫

“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区委常委会班子成员要深刻理
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常态化推进党史总结学习、教
育宣传，推动中央和省市委决
策部署在我区落地生根，切实
营造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平
安和谐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
的政治环境；要在持之以恒“办
实事”中提升民生福祉、全力争
先领先，区委常委会班子成员
要时刻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
锚定“康养名城”发展定位，聚
焦“三大战略”、重点领域精准
发力、持续攻坚，用心用情做好

群众关心关注的身边事；要在
持之以恒“正作风”中建树良好
形象、永葆清廉本色，注重把党
史学习教育的成果与作风建设
结合起来，始终坚持“唯实唯
勤”工作导向，认真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一岗双责”，认真执行
市作风建设“十项禁令”，始终
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
要在持之以恒“抓整改”中推
动自我革命、加强班子建设。
对于此次专题民主生活会查
找出来的问题，区委常委会班
子成员要加强自我检视，制订
整改措施，加强制度建设，努
力建设让中央和省市委绝对
放心、人民群众高度满意的坚
强领导集体。

区工商联党组召开
2021年度述职述廉会

（上接1版）进一步强化廉政勤
政意识，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切实树立底线思维和红
线意识，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
与工商联业务工作同部署同
落实同考核，把党风廉政建设
贯穿工商联工作始终，以更坚
决的态度、更有力的举措、更
扎实的作风把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引向深入，努力建设忠诚
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工商联干
部队伍。

本报讯（记者 纪毅丰 刘智炜）春节将
至，岁寒情深。昨日上午，爱心企业负责人到
顾高镇千佛村为70名高龄老人送上节日祝福。

活动现场，爱心企业负责人与老人们亲
切交谈，送上大米、油、鱼等慰问品，弘扬“尊
老、敬老、爱老”的中华传统美德，切实帮助老
人们解决生活困难。江苏恒驰金属制品负责
人严炜森说：“作为企业，有义务和责任关心
老人，希望他们过上一个温暖的春节。”

爱心企业慰问千佛村高龄老人

本报讯（通讯员 曹
霞）“外防输入一点不能
大意，基层防控一点不能
放松。”连日来，金东城投
集团上下联动，推动防控
责任压紧压实、防控措施
从细从严。

集团子公司兴盛市
场党员职工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在互帮互教、抱
团成长中将主动担当作
为的精神深植于大学生
志愿者心中。17 名大学
生志愿者与市场员工是
师 徒 也 是 战 友 ，值 守 劝
导、测温验码、走摊串位
宣传、清洁消毒留下美丽
身影，唱响一曲防控疫情

“春之歌”。

金东城投：唱响疫
情防控“春之歌”

2022年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公布
（上接 1版）在 30 个小区增加 1000 个以上电
动自行车充电位，减少充电安全隐患。

打造幸福河湖。建设城市滨水公园，老
通扬运河（中干河—人民公园）新建约 3.5 公
里慢行系统，对沿线设施、景观提升；综合整
治泰东河、南干河、新生产河水环境，总长 45
公里，对护岸挡墙修补维护、绿化补栽，打造
幸福河湖；完成城区河道两岸绿化改造约 1
万平方米。

美化市容市貌。对城区主干道及重要节
点实施绿化景观提升改造，增加绿植种类，丰
富微地形塑造；建设城区住宅小区垃圾分类
定时定点收集屋，将垃圾分类由“三分类”向

“四分类”转变，并逐步实施定时定点投放收
集；新改建 5 座城区公厕，增添残障设施、第
三卫生间、管理间等，为市民提供便利，打造
舒适环境。

保障粮食安全。建设 5.97 万亩高标准农
田，涉及溱潼、张甸、俞垛等 9 个镇街，新建灌
溉泵站 90 座、节水渠道 107 公里、田间生产道
路 121 公里、桥梁 28 座等；建设 15 家阳光宴会
厅，解决农村集体聚餐场所不固定、设施设备
简陋和操作流程不规范等问题，防控集体聚
餐食源性疾病发生。

健全路网体系。建设一镇一环线，建成
农村公路 38.66 公里，安装 40 公里以上农村道
路照明，实施 10 公里以上县道大中修，打通
断头路，疏通梗阻路，拓宽乡村路，实现镇村
相连、互联互通；为 100 公里以上临水临崖等
事故易发农村公路安装防护设施；购置 50 辆
新能源公交车，新建 20 座以上公交候车亭；
对府东路（古田路—东安路）路基补强处理，
完善道路照明、交安设施等。

改善住房条件。老旧小区改造，对工人
新村、赵家舍（39—41 号楼）、振兴路（69、71、
73 号楼）、包舍新村 4 个老旧小区（组团）外立
面、停车、雨污水等设施实施改造；启动康怡
新村保障性住房建设，解决城区低收入家庭、
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人员的住房困难。

帮扶特困老人。特困老年人家庭适老化
改造完成 500 户改造任务，以老年人需求为
导向，改造居室、厨房、卫生间等，为老年人生
活提供便利。

呵护少儿成长。面向全区 6~16 周岁困境
青少年改造 42 户“梦想小屋”，构建“1+N”帮
扶关爱机制，改善困境青少年学习生活环境；
建设 2 家普惠托育机构，新增 200 多个托位；
利用 8 所幼儿园及小学周边闲置资源打造步
行走廊、儿童活动区、等候区、绿化景观区等
街角活动场所和护学空间。

加强妇女关怀。适龄妇女“两癌”检查，
对 1.7 万名适龄妇女开展宫颈癌和乳腺癌检
查，降低“两癌”风险；为全区 2439 名（动态调
整）计生特殊家庭购买医疗保险、建立健康档
案、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建立“连心家园”、开
展心理关爱及慰问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