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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我区先行开展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野十三五冶中期评估
省级试点袁成功争取新增规划
流量指标 15000亩遥 率先完成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
编制袁 并获省政府批复实施遥
组织各类报批项目用地 12276
亩袁保障全区经济发展和项目
建设遥 围绕守红线尧提质量袁多
措并举保护资源有新提升遥 大
力开展土地整治袁全年完成耕
地占补平衡项目 53个袁 新增
耕地 4863.6亩曰增减挂钩复垦
项目 109 个 袁 新增农用地
3827.4亩曰工矿废弃地复垦项
目 30 个袁 新增农用地 763.5
亩遥 有序推进第三次国土调查
和自然资源统一调查试点工
作袁开展全区工业资源集约节
约综合评价工作遥 放管服改革
成效显著袁服务承诺时限从成
立之初 30个工作日全部缩减
至 3个工作日完成袁查解封登
记和抵押权注销登记立等可
取袁确保我区不动产登记改革
野1113冶目标落到实处遥

区国土资源分局作为全区
野两个加快创新提升年冶主战场尧
主阵地尧主力军袁以野三一尧三三冶
有力措施袁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和高速度增长遥

以一往无前的干劲袁确保三
个不变遥 首先袁争取指标的信心
不变遥全员全力全速打好争取攻
坚战袁以奔跑的姿态尧战斗的状
态尧必胜的心态袁把指标争取工
作谋划好尧部署好尧落实好袁向区
委尧区政府交一份满意答卷遥 其

次袁先行先试的决心不变遥 全面
查清全域资源现状袁2月底前在
全省率先完成第三次国土调查
试点袁5月底前在全省率先完成
自然资源调查试点遥积极探索建
立土地指标城乡区域空间挪移
新机制袁推进野多规合一冶袁6月底
前在全省率先完成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试点遥 第三袁持续发力的
恒心不变遥 以持续发力的恒心袁
坚守一切靠自己的信念袁 保障
好尧服务好各类项目落地见效遥

以一抓到底的韧劲袁做到三
个不动摇遥 首先袁铁腕执法监管
不动摇遥采取更加严厉的耕地保
护措施袁 强化日常执法监管袁确
保 2018土地例行督察和卫片执
法检查验收通过遥 其次袁土地综
合整治不动摇遥迅速与各板块对
接袁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尧分解
责任任务尧严格考核奖惩袁齐心
协力做好土地综合整治和乡村
振兴工作袁所有项目确保 9月底
验收通过遥 第三袁节约集约利用
不动摇遥根据省委第八巡视组反
馈意见袁采取雷霆行动整改遥 坚
决贯彻落实好区委十三届六次
全会关于 野以土地利用高效率袁
倒逼项目高质量冶 的重要举措袁
真正做到以野亩产论英雄冶袁助推
各板块高质量发展遥

以一鼓足气的拼劲袁抓住三
个不放松遥 首先袁抓队伍建设不
放松遥 坚决拥护区委尧区政府机
构改革决定袁 顺应改革形势袁接
受组织挑选袁 服从组织安排袁发
扬团结拼搏尧
不畏艰难尧敢
于挑战尧勇夺
胜利的精神袁
确保人心不

散尧秩序不乱袁工作不断遥 其次袁
抓高效服务不放松遥秉承高质量
发展理念袁不断解放思想袁推进
各项工作改革创新遥率先在不动
产中心开展野计时提速年冶活动袁
再造业务流程袁 缩短办事时间袁
将其打造成全区拉得出尧打得响
的服务品牌遥 第三袁抓担当作为
不放松遥强化干部队伍的担当作
为袁严格对照野保护更精细尧保障
更精准尧调控更精明冶的工作标
准袁 争当制度执行的模范者尧落
实政策部署的坚定者尧高质量发
展的践行者袁 坚持失职必问尧问
责必严袁用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
推动工作落实遥

扬鞭奋进鼓点急袁担当尽责
正当时遥 区国土部门将以野再吃
两年苦尧辉煌十三五冶的斗志袁坚
定信心袁持续发力袁保持激情袁不
达目标袁誓不罢休袁以硬保障支
撑金坛高质量发展和高速度增
长遥

蒋建君 王舒

区国土资源分局

土地利用高效率 倒逼项目高质量

本报讯 一段时间以来袁我
区出现持续阴雨寡照天气袁对春
耕春种工作及农作物生长带来
不利影响袁主要表现为农作物生
长缓慢尧渍害和病害遥

面对今年冬季雨雪较多这
一形势袁全区各村及时调整春耕
部署袁如黄金村及时组织村民做
好排水降渍袁在疏通田内沟和田
外渠道的基础上袁还做好防病治
虫尧田间除草等工作袁为小麦丰
收打好壮苗基础遥

但随着大面积春耕工作的
开展袁持续的低温尧阴雨尧寡照天

气对春耕不利袁可能导致部分
地区播种进度推迟袁已播地区
秧苗生长缓慢曰并且阴雨持续
将会导致土壤水饱和区接近
或侵及作物根系层袁使根系长
期缺氧袁对冬小麦尧油菜生长
发育十分不利遥

预计未来几天仍持续阴
雨天气袁农业部门建议农户要
继续做好田间管理袁 去渍除
湿袁避免涝灾渍害遥同时袁加强
病虫害防治袁抓住晴天尧雨水
间隙开展防治工作遥

邵桢

持续阴雨寡照天气
对春耕备耕产生不利影响

本报讯 今年春节期间袁 家
住尧塘街道林丰村委岸头佳园年
过八旬的老党员王大爷因身体不
适住院袁 出院回家休养后袁 其所
在的 野党员中心户冶 小戴亲自登
门探望遥 在客厅袁 小戴打开背
包袁 拿出近期党员学习材料袁 认
真地为王大爷 野补课冶遥 王大爷
连连感慨院 野党总支真是把党建
工作做到家了遥冶
为有效破解农村社区 野党员

难集中尧 教育难覆盖尧 活动难开
展尧 作用难发挥冶 的难题袁 尧塘
街道林丰村党总支创新党建工作
特色袁 积极发挥 野党员中心户冶
联络方便尧 居住就近尧 人员熟
悉尧 容易交流等优势袁 开设党员
家庭教育模式袁 打通农村党员学

习教育 野最后一公里冶袁 把党员
教育管理落实到每一名党员袁 把
党的工作融入到邻里日常交往袁
推进党员学习教育全覆盖尧 全天
候尧 全到位遥

尧塘街道林丰村的征地动
迁户分别被安置在陆家庄小区
和岸头佳园两个小区遥村党总支
因势利导袁推行野党员家庭教育
模式冶袁按照就近尧方便尧熟悉的
原则袁把全村 135名党员划分陆
家庄尧 岸头佳园两个安置小区袁
除以往既定的野党员楼冶外袁推选
20个党员中心户袁进行网格化紧
密交织遥按照野政治觉悟高尧文化
素质高尧群众基础好尧组织能力
强冶的标准袁村党总支认真选配
野党员中心户冶遥 中年党员尧私营

企业老板曹云根在会上表示院
野组织和党员信任我袁 让我做党
员中心户袁担任党员家庭教育辅
导员袁我必须认认真真把这项工
作做好遥 冶

该村确定的每位 野党员中
心户冶 分别联系 5 名党员袁 从
而使全村 135 名党员都有机会
就近参与 野党员家庭教育冶 的
党组织活动袁 不仅能够积极开
展送学尧 帮学尧 讲学活动袁 有
效帮助那些因病不能参加党总
支集中学习的党员袁 而且党员
邻居利用茶余饭后时间袁 以读
书看报尧 实事评论尧 交流心得
的形式袁 使党员学习教育真正
实现了零漏学尧 零掉队遥

吴斌 蒋成璐 汤敖齐

尧塘街道
基层党建润物无声

2月 15日袁西城街道东园社区举办野我们的节日要要要元宵
节猜灯谜冶活动袁60多名社区居民尧志愿者和青少年参加活动遥
200多条精选谜语袁高高悬挂在社区文化长廊上袁社区居民纷
纷摘红包尧猜谜底遥 灯谜涵盖了地名尧生活常识尧脑筋急转弯尧古
典诗词等各方面袁大家你一条我一条袁争先恐后竞猜抢答袁猜对
的欢欢喜喜领取一份小礼品袁活动现场洋溢着欢乐尧祥和尧喜庆
的气氛遥 张玉 蒋建君 文/摄

近年来袁越来越普及的私
家车在给人们出行带来便利
的同时袁也引发了人们越来越
多的慨叹院野最怕停车袁 停车
位又少袁 收费也不便宜遥 冶去
年 8月 1日袁金坛城区停车泊
位实行智能化收费袁看起来似
乎逐渐和大城市接轨袁城市生
活越来越现代化尧 智能化袁但
一些车主却反映存在不规范
收费的现象遥

按照智能停车收费系统
使用方法袁车主将车停入停车
位后袁 收费员会用 POS 机扫
描车牌袁将车辆信息传送到后
台终端遥 车辆离场时袁经收费
员确认袁 车主登录手机 APP
或者微信公众号袁就可根据停
车时间来支付相应费用遥看起
来手机操作很方便袁不过在实

际过程中袁 却出现了一些问
题遥市民张先生反映院野那天我
去接人袁 收费员给了我二维
码袁 当时大概停了 10分钟我
就准备走袁但我自己点不了结
束袁收费员又不在遥 等找到收
费员时袁停车时间已经显示超
过了 15分钟袁 只能付停车费
了遥 冶市民王女士也反映院野我
早上 9 点多停的车袁11 点不
到就走了袁收费员一直没跟我
确认车辆离场袁 等到确认时袁
显示停车费 15元遥 当时我就
在手机上投诉了袁但到现在也
没有结果遥 冶

在采访中袁记者还发现一
些收费员更愿意让车主直接
交现金袁而不使用智能停车系
统遥 还有些市民表示自己在手
机上看不见未缴纳的停车费袁

可管理员却说他们系统上有袁
补上停车费后就帮忙销掉遥

事实上袁从开始实行智能
停车收费以来袁 遇到和张先
生尧王女士同样经历的人还有
很多袁他们迫切希望这些问题
得到解决遥 使用智能停车收费
系统的初衷是为了方便车主
缴费袁同时更加规范停车收费
行为袁可是诸多问题得不到解
决袁 反而增加了市民的烦恼遥
希望相关部门能多关注袁早日
解决广大市民的困扰袁让停车
收费管理更便捷规范遥

余月霞

收费系统不科学 野智能冶停车待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