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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甲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11 月 20 日，卸甲镇召开专题学习会，传
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暨江苏省
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会议要求，全镇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同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结合起来，坚持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
合，将全会精神学懂、弄通、做实，以绝对忠
诚的政治品格，确保全会精神在卸甲落地
生根。
大家纷纷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
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自觉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决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上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岗
位守初心、真抓实干记使命，争为卸甲“三园
四镇”
建设立新功。

卸甲开展疫情防控桌面推演
近日，卸甲镇在卸甲村党群服务中心
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桌面推演应急演练
活动。
活动中，模拟卸甲村突然发现发热人
员，按照《卸甲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方案》，现场演练了患者发现、病例诊断、
信息报告与医疗诊断、启动响应、流行病

学调查与环境消杀、人员管控、场所管控、
大规模核酸检测、出院后管理等场景。整
个推演活动方案简洁、准备充分，各部门
分工明确，镇干、村干、派出所民警、村医
务工作者和网格员“五包一”密切配合，行
动迅速，衔接紧凑，流程完整，切实做到了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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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为做好疫情常态化
防控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同时，卸甲镇还进行了桌面推演问题
现场问答。针对此次演练活动存在的问
题，卸甲镇要求各部门、各村、社区要多加
思考，查漏补缺，落细责任，强化措施，切
实巩固好疫情防控成果。

卸甲创省“三整合”改革
示范镇接受扬州“中考”

11 月 17 日，扬州市委编办副主任焦立群带领评
估组到我市卸甲镇，对该镇创建省“三整合”改革示
范镇工作进行
“中考”
初评验收。
在卸甲镇，评估组通过实地考察、听取汇报、查
阅资料、座谈交流、问卷调查等形式，对该镇“三整
合”
改革示范镇创建工作进行了全面评估验收。
评估组对卸甲镇作为扬州市“三整合”改革工作
试点乡镇之一，坚持便民优质，实现审批服务一窗
口；坚持全面整合，实现综合执法一队伍；坚持科技
支撑，实现指挥调度一中心等做法给予了肯定，并对
下一步该镇突出党建核心引领，全面打通经济发展、
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等各个重点领域的管理“脉络”
，
全面提升
“三整合”
改革工作水平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路一景

卸甲人大助力乡村振兴步入“快车道”

“无债村”
全覆盖 “百万村”
当表率

卸甲“一村一品”奏响乡村振兴富裕曲
今年以来，卸甲镇将化解村级债务，
打造新型“一村一品”发展模式，壮大村集
体收入作为“两在两同”建新功、
“ 我为群
众办实事”的重要内容来抓，因村制宜，多
措并举，挖掘农业农村产业潜力，助力乡
村振兴发展。该镇通过以会代训、现场观
摩、汇报交流、条块点评、跟踪督查等方
式，强势推进现有 300 多万元村级债务化
解以及新一轮村集体增收措施落实，力争
今年底前，全镇 17 个村债务化解清零，4
个村年集体收入超 100 万元，7 个村超 80
万元，6 个村超 60 万元，让“百万村”成为
全镇乡村振兴富裕路上的
“生力军”
。

潘阳村通过“党建十强村富民”模式，
全村现有 308 户、1950 亩农田入股村土
地股份合作社，合作社现有农机具 12 台
套，无人机 2 台，稻米加工线 1 条，已成功
注册“阔众缘”、
“ 仁贵谷”，
“ 潘裕粮”等 3
个绿色农产品商标。每亩入股土地“二次
分红”
达 913.15 元。三新村新近与高邮农
商行合作，新流转土地 800 多亩，积极争
取项目成功创办了特色农业合作社。三
河村以花卉苗木合作社为龙头，激发活力
促增收，新近承包种植扬州国家农科区综
合体 180 亩草本花卉，承包管护中汽中心
（高邮）科创园 100 多亩绿化带，携手国信

公司发展生态养殖园 30 亩。陈堡村成立
绿洋湖等土地股份合作社，精心包装打造
绿洋湖生态观光旅游业，探索强村富民新
路径。金港、金沟、金家、张余等村利用地
处农科区、科创园的地域优势发展村级劳
务合作社。卸甲村与郭楼村优势互补，合
作成立水产品交易批发市场，并发展观赏
鱼养殖股份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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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11 月 19 日上午，卸甲镇大庵村 14
岁的特困女生晓群（化名）家来了一群特
殊的客人，他们是高邮市关工委主任葛
桂秋一行。
一进门，葛桂秋一行就关切询问晓
群的家庭及生活学习情况。并将 2000

元慈善助学金及慰问品一一交到晓群手
中。接过助学金，晓群感激不已，她连声
说：
“感谢关工委的叔叔阿姨对我的关心
帮助，
我一定好好学习，
不辜负大家的期
望。
”
今年 14 岁的晓群现在卸甲镇初级

中学上七年级。她原本有一个幸福的
家，然而，母亲在她 3 岁时离家出走，迄
今无音讯，其父亲 2016 年因脑溢血成
“植物人”
。从此，
晓群随爷爷奶奶生活，
家庭收入来源仅靠几亩农田，爷爷偶尔
打点零工，
生活较为困难。在市、镇关工
委联合妇联、团委、教育等部门及镇村干
部、社会爱心人士及学校帮助下，晓群每
年受助各类助学金逾 5000 元，上学基本
无忧。

我真的很感谢他们
11 月 22 日上午 9 点多，室外寒风阵
阵，而在卸甲镇张余村肢体二级残疾的
16 岁少年张锋家，随着一群身着“蓝马
甲”
的特殊客人的到来，
使其感到暖意浓
浓。来人是高邮市太阳雨志愿者协会会
长李晓莉以及志愿者陈叶坚、沈静琳等
一行。一进门，志愿者们就从随行车上
搬下一辆电动残疾轮椅车，以及捐赠的
羽绒服、棉被等暖冬慰问品一一交到张
锋手中，
并搀扶其坐在电动轮椅车上，
现
场演示指导他正确操作使用。看到自己
又可以重新坐在电动残疾轮椅车上出门
放松心情，懂事的张锋对记者说：
“ 我真
的很感谢他们。
”

据随行的卸甲镇残联理事长王祥
介绍，张锋 6 岁时患小儿麻痹症，肌肉
萎缩，双下肢瘫痪。上小学时，他一直
由年迈的爷爷背着。前年，张锋小学毕
业后，
市镇残联曾赠送过普通轮椅，
由于
体重增加，爷爷实在背不动，行动不便的
张锋只能辍学呆在家中。去年 11 月，卸
甲镇残联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会同其所
在张余村积极牵线高邮市太阳雨志愿者
协会为张锋免费赠送了一辆价值 3000
元的电动轮椅车。然而由于使用频率太
高，一周前，张锋的电动轮椅车突然“罢
工”了。因为找不到合适的配件无法修
理，其爷爷辗转联系上了高邮市太阳雨

一村一品

“我们恒丰村原先的主干道只有 3.5 米宽，会
车 的 时 候 通 行 困 难 ，村 民 出 行 很 不 方 便 ，农 产 品
运输也成问题……如今，通过镇人大跟踪督办民
生实事，助力打造‘乡村振兴 1 号公路’，乖乖隆的
咚，现在我们村的路宽了、景美了，村庄环境靓丽
了，乡村振兴步伐也加快了！”近日，记者在卸甲
镇恒丰村采访时，看到这里新铺设的柏油马路平
坦 宽 敞 ，交 通 安 全 设 施 配 套 齐 全 ，该 村 党 总 支 副
书记梁忠对新打造成功的“乡村振兴 1 号公路”赞
不绝口。
近年来，卸甲镇人大积极听民意，办实事，解民
忧，将提档升级、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
作为人大代表建议交办，提请镇人代会票决，由镇党
委政府作为强镇富民的“十大民生实事工程”
之一分
步组织实施。
据卸甲镇人大主席吕传祥介绍，该镇“乡村振
兴 1 号公路”总长近 60 公里。途径包括恒丰村在
内的该镇 15 个村，运用“公路+”系统化思维谋划
打造，从京沪高速八桥出口起点，经渌（绿）洋湖大
道、勤丰西路、杨永路、连接双金大道、人民路、四
支渠路，向南连接 S333,至永和路、循环至起点，在
该镇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下，通过镇人大跟踪督办，
相关部门及沿线村共同努力，目前，该路已全线建
成通行。
卸甲镇还将“一路一景，一村一品”，打造创特
色、立体式、联动式的乡村振兴“快车道”作为助力
卸甲“三园四镇”建设的新举措来抓。将“乡村振兴
1 号公路”沿线 1 个国家农科园、2 个田园综合体及
兆全葡萄园、万寿寺、渌（绿）洋湖、周邶墩遗址、周
邶墩农庄、生态鱼虾休闲体验区等 10 多个乡村旅
游景点串连成“葡萄串”，初步形成“一路一景”。
同时，沿线 15 个村正妙笔绘就“一村一品”乡村振
兴新画卷。

卸甲团员青年争为“三园四镇”建新功
志愿者协会会长李晓莉寻求帮助。
随后，
协会特事特办，
迅速与本协会
开电动车商行的志愿者陈叶坚取得联
系，
第一时间将型号发给厂家，请求厂方
给予全力支持。仅用不到一周时间，志
愿者陈叶坚就自掏腰包从厂家网购到了
价值 600 多元的新配件，修理好后专程
将电动轮椅车送回张锋家。

近日，卸甲镇第十四次团代会选举产生了新一
届该镇团委班子，该镇团委班子明确表示将团结
带领全镇广大团员青年围绕中心工作，投身经济
建设主战场，率先创业、艰苦创业、勇创大业，在全
力推进卸甲“三园四镇”建设中展才华、建新功。
近年来，卸甲镇广大团员青年积比、学、赶、帮、
超，扬青春激情，
展青春风采，
创青春业绩，尤其在推
进重大项目、
“三大园区”建设、集镇和民生实事“双
十”
工程、社会平安稳定、关爱留守儿童、参与疫情常
态化防控、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等公益志愿服务活
动中当好生力军，争作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