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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突出展示党的十八大
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党和
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激
励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 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永远奋斗 ，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
力奋斗。

通知提出 ，要组织开展 “隆
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走好
新时代长征路” 学习体验活动，
精心设计推出学习体验线路，开
展“文明城市纪行”活动，组织干

部群众观城乡新貌、看身边变化。
举办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
告会， 邀请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作
报告。 开展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
底”百姓宣讲活动，动员干部群众
以真人、真事和真情实感，讲述在
改革开放大潮中的生活变迁和奋

斗故事。开展“我与改革开放共奋
进”征集活动，鼓励干部群众结合
生活实际创作文章和摄影作品。
举办 “改革开放我知道” 知识竞
赛，增强趣味性，扩大覆盖面。开
展全国广场舞展演活动， 传递健
康生活情趣和积极人生追求。开

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
影征集展示活动， 生动活泼地传
播主流价值理念。开展“开学第一
课”教育活动，组织“牢记时代使
命 唱响青春旋律” 校园歌曲创
作推广活动。 开展网上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 加强改革开放成就宣
传和政策解读。 制作印发宣传挂
图，在城乡基层广泛张贴使用，打
造街头正能量。

在全国城乡开展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上接1版）但企业在厂区南侧的
雨水排口、厂区总排口发现有废
水超标准排放。

从严从速抓整改，立行立改
促落实。6月14日，扬州食品工业
园管理办、安监处联合对该单位
进行检查并约谈企业负责人。对
企业擅自扩大生产规模未报批
环评的环境违法行为，广陵区环

保局已于6月18日立案查处 。对
企业私设排口环境违法行为，已
依法立案查处并下达行政处罚
告知书。对该企业涉嫌 “不正常
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
法行为， 广陵区环保局于6月14

日立案查处， 拟处罚款47万元，
并于2018年6月16日向该单位下
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要求其限制豆制品加工生产线
的生产，采取有效水污染防治措
施确保废水达标排放。

陈红表示，该公司接到整改
通知后积极配合，目前企业已压
缩生产规模，大豆用量由每天的
30吨改为20吨，公司上班由单班
制调整为上午、 下午5点后各一
班 ， 中午预留足够时间处理污

水，确保污水排放与设施处理能
力相符 。据了解 ，该公司已编制
了 “扩大年加工大豆2.1万吨项
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并报批。陈
红向记者介绍，针对社会关注该
豆制品公司整改情况，将在扬州
市、 广陵区政府网站上公开，进
一步取信于民，做到立行立改有
成效。

违规企业压缩生产规模立行立改

（上接1版）没法参与评选。”该校
体育教研室老师何寒松笑着说，
这学期刚实施就有班主任来“求
情”，但都被“挡在了门外”。

班主任“兼职”体育老
师，为学生开出“运动菜单”

清晨，三五个学生沿着塑胶
跑道跑步，两三个学生在球场打
篮球，这样的画面在田家炳实验
中学时常出现。 在这所校园里，
运动种子早已潜移默化地种下，
如今悄然发芽开花。

从2017年至今 ，扬州市委 、
市政府连续两年将 “青少年茁
壮成长工程 ”列入 “1号文件 ”，
并纳入对各县 （市 、区 ）政府的

年度目标考评体系 。“自上而下
的 政 策 ， 给 了 我 们 更 大 的 空
间。”张晓林认为，“青少年茁壮
成长工程 ” 着眼的是未成年人
的未来发展。

“成长工程”明确，中小学生
每天在校锻炼时间必须达1小时。
“有些家长上班时间较早，孩子到
校时间也早，在值班老师引导下，
这些早到的学生或打球或跑步，
之后再进教室。”学校教务处主任
谢俊峰介绍。

在田中，所有班主任的办公
柜里必定有一套运动装备 。“每

天至少运动1小时，班主任是‘兼
职’的体活课老师 ，毕业班也不
例外。”初三（5）班班主任王齐拿
着一份“运动菜单”向记者介绍，
“从热身运动到腰腹、耐力、柔韧
训练 ， 体育教研组给配好 ‘菜
单’，有必做有选做，我们只要按
单下菜，带着学生运动即可。”

“挤”出课时让学生享
受运动，在成长中受益终身

单手拍球、 双手交替运球、
移动胯下运球、空中抛球……近
日，一场精彩的花式篮球操汇报

表演在田中操场上演。这套篮球
操是该校体育教研室将体操与
篮球技术巧妙结合创作出的，动
作新颖优美、节奏有序有力。

“篮球操改变了长期以来
枯燥的课间操 ， 更容易让孩子
接受 。 除了每天25分钟的大课
间 ， 初一初二年级学生每周还
有两节特色社团课 。” 何寒松
说，在田中 ，每个学生人手一只
篮球，这在其他学校是没有的。

不久前， 田中杰出校友、原
中国女篮主教练马跃南返回母
校参观交流，篮球运动在校园如

此普及出乎他的意料，他十分欣
喜地说：“生命在于运动。我对母
校篮球项目发展充满期待，对扬
州青少年体质提升充满信心。”

每天一节体活课、每天一节
特色社团课 ， 田家炳实验中学
“挤” 出课时给了学生充分的时
间去享受运动。

“体育对人的身心素养、身
体素质都会起到重要作用。从育
人的角度看， 体育就是基础，应
融合在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学校
应该进行体育意识与能力的培
养。”张晓林说，学校应该营造出
浓厚的运动氛围，让学生参与运
动、享受运动 ，真正对体育产生
兴趣，从而终身受益。

喜人“体质成绩单”这样炼成

（上接1版）这都是社会隐患。”郭
伟说 ，在打处案件的同时 ，郭伟
还把社区戒毒康复工作作为一
项重要基础工作来抓，不断完善
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台账登记制
度，组织社工每月深入戒毒康复
人员家庭，与本人、家属、村组干
部沟通情况 。近年来 ，全区社区
戒毒康复执行率始终保持90%以

上。
工作中，郭伟在严厉打击毒

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同时，时刻不
忘对重点场所行业的监督管理
以及预防教育宣传工作，始终坚
持两手抓、 两手硬的工作理念。

2014年，为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
监督管理，防止流入非法渠道，郭
伟主动加强与安监、卫生、药监等
部门的配合，对全区易制毒化学
品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摸底，根据
易制毒化学品的种类进行重点

专项排查，采集相关数据信息，建
立健全管理档案。同时，以检查和
实地抽查等形式，加强对易制毒
化学品单位的检查，加大对违法
违规企业的查处力度。

多年来，郭伟和大队民警始

终坚持“查获一个，牵出一片，打
击一群”，对涉毒人员保持高压态
势， 平均每年抓获各类涉毒人员
300余名。 正是以这种持之以恒、
久久为功的定力， 江都禁毒大队
为江都夺取全市唯一禁毒综合绩
效“五连冠”，并先后获得了“全省
公安机关禁毒会战成绩突出集
体”和“集体三等功”等多个荣誉。

郭伟：有勇有谋的禁毒先锋

（上接1版）将按规定由被巡察单
位或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二、反映渠道
扬州市委第二巡察组巡察

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市民
族宗教事务局党组

联系电话：18005277232；电
子 信 箱 ：yzxc18005277232@126.
com；邮政信箱：扬州市512222信箱

扬州市委第三巡察组巡察

市旅游局党组、市政府侨务办公
室党组

联系电话：18005277233；电
子信箱 ：yzxc18005277233@126.
com；邮政信箱：扬州市512223信
箱

扬州市委第四巡察组巡察

市农业委员会党组、市农业资源
开发局党组

联系电话：18005277234；电
子信箱 ：yzxc18005277234@126.
com；邮政信箱：扬州市512224信
箱

扬州市委第五巡察组巡察

市委党史办公室、市住房保障和
房产管理局党组

联系电话：18005277235；电
子信箱 ：yzxc18005277235@126.
com；邮政信箱：扬州市512225信
箱

扬州市委第六巡察组巡察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

联系电话：18005277236；电
子信箱 ：yzxc18005277236@126.
com；邮政信箱：扬州市512226信
箱

每日电话受理时间：08:00-
20:00。

特此公告

中共扬州市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2018年6月26日

七届扬州市委第六轮巡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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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尹玉婷 卞国宇 记
者 丁蕾） 日前，扬州市物管中心发布《市
区 2018年一季度物业服务诉求分析报
告》。据统计，一季度市民通过“12345政府
服务热线”“寄语房管局”等渠道，反映物
业服务方面的诉求总量达296件， 同比上
涨101.36%，环比上涨176.64%。

造成诉求量增加的原因有哪些？市物
管中心相关人员告诉记者，通过对业主诉
求的统计分析，导致一季度诉求增加的原
因主要有三点。一是部分物业服务企业服
务水平不高，不能认真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约定，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同时，从业人
员专业知识储备不足，面对业主的咨询和
责问时不能及时、有效进行答复和协调处
理，致使矛盾激化。如月明东苑一户业主，
装修后验收合格，但物业服务企业却不肯
退还装修押金。

二是业主对物业服务的边界不清，认
为只要交了物业费，物业服务企业就应该
什么都要管，往往将一些邻里纠纷等不属
于物业服务企业责任的问题强加于物业
服务企业。 如金地酩悦小区一户业主，发
现家中窗户玻璃被敲碎，遂要求物业公司
更换玻璃。其实物业服务不包含个人家中
事务。

三是开发企业遗留的规划设计、工程
质量等问题不能及时解决， 久而久之，业
主将矛看转移至物业服务企业，并以此为
由拒交物业服务费，造成小区物业服务恶
性循环。

市物管中心相关人员表示，透过诉求
内容看，市民的诉求大多是小事，物业服
务企业应有能力将其处理在萌芽状态，但
如果物业服务企业流程设计不合理，主办
人员相互推诿，解决问题的态度上意气用
事，就会导致投诉升级，让业主消耗大量
时间和精力进行投诉、咨询。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各物业服务企业
在接待投诉、咨询时，要进一步研究分析
投诉心理、完善投诉处理机制、提升投诉
处理技巧， 同时在处理投诉时要随机应
变 ，切忌教条 、生搬硬套 ，要抓住主要矛
盾，及时解决问题。要从业主的角度出发，
真正践行以业主为中心，为业主解决好实
际问题，让业主在服务中感受到贴心服务
的同时，享受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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