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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通讯员 王素琴 南京晨报/爱南
京记者 端木）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传统
佳节注入新的时代特色，近日，淳化街道青山
社区邀请区书法协会书法家、淳化街道文联
在社区孙家边老年活动中心开展了“福进万
家·幸福江宁”写春联、送“福”惠民活动。

活动现场，书画大师们挥毫泼墨，笔走龙
蛇间，一副副寓意着美好愿望的春联，一句句
美好吉祥的祝福跃然纸上。“福旺财旺运气
旺，家兴人兴事业兴”“一年好运随春到，四季
彩云滚滚来”，一副副春联表达了大家对新一
年生活的美好向往，对祖国发展的美好祝
福。居民们纷纷表示，书法家们亲手书写的
春联更有年味、更加亲切。

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提升了居民的文
化品位和素养，为社区居民送去新春问候，更
营造了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青山社区党
委书记刘金萍表示，开展写春联、送“福”活动，
在满足了居民们春节贴春联的民俗需求的同
时，还可以让他们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青山社区开展
写春联送“福”惠民活动

晨报讯（通讯员 顾蓉蓉 南京晨报/爱南
京记者 端木）12月28日，南京江宁区江宁
街道举办“新都市”推进情况媒体通气会，会
上江宁街道分别对江宁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改扩建项目、江宁中心幼儿园改扩建工程项
目、新市镇PPP项目、南京滨江LNG储配项
目建设进展情况进行了通报。

寒冬时节，江宁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改扩建工程一期现场，呈现一派火热现象。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工程包括门诊、医技检
查、手术、康复、病房、内镜中心、血透中心、供
应中心等用房，预计2023年完工。江宁中
心幼儿园项目将对15150㎡场地和6610㎡
的建筑进行改造，改建成6轨18个班的大型
幼儿园。作为城镇化建设“城乡一体”项目，
江宁街道新市镇建设PPP项目安置区工程
项目受到格外关注。该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
244071㎡，拟开发17-18层高层住宅23
栋，分为A、B、C、D及盛江花苑五个地块。

位于江宁区滨江开发区新洲八组的南京滨江
LNG储配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71.61亩，
未来将新建2台3万立方米LNG常压低温
储罐。

据悉，下一阶段，江宁街道将继续以共建
“新都市”筑梦“新江宁”为目标，切实推动
“新都市”项目建设，不断增强群众幸福感、获
得感。

晨报讯（通讯员 孙婷）为关爱居民身体
健康，近日，绿洲社区开展了以“冬日暖洋洋，
为您送健康”为主题的大型义诊活动，为社区
居民提供血糖、血压、尿酸、牙科、眼科等检
测，使老年人们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有了初步
的了解，培养他们正确就医的理念。

据了解，绿洲社区前身是绿洲船厂的企
管社区，这里的居民多数是来自不同地区的
退休职工。为了弘扬民俗文化和民族习俗，
增进居民与社区的感情，在前不久的冬至当
天，绿洲社区还组织居民们开展了有趣的包
饺子活动，当天的社区活动室内，欢声笑语阵
阵，一个个肚皮滚圆的饺子整齐有序地摆放
在桌上。大家拿锅、煮水、下饺子，在雾气蒸
腾中一盘盘热乎乎的饺子就出锅了。随后，
志愿者还将包好的饺子送到辖区内的高龄、
独居、孤寡老人家中，为他们送去节日问候。
此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提高了社区居民幸
福感，营造了和谐温馨的社区氛围。

绿洲社区开展义诊活动
关爱居民健康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金磊）年
终岁末，为进一步激活市场消费，华润苏果将
于12月31日晚10点至明年1月6日晚12
点开展为期6天的元旦大促活动。届时，百
余品类、数万商品5折起、元旦限时购、CEO
爆品推荐、线上优惠等活动将为苏皖消费者
奉上异彩纷呈的消费盛宴。

为方便消费者有充裕的时间错峰消费、
安全消费，这次大促自2020年12月31日
晚10点至2021年1月6日晚12点，为期6
天，大促期间，华润苏果购物广场、社区店、生
活超市将打烊时间延长至晚上12点。

据了解，本次大促打出5-8折的超大力
度折扣，涵盖了全品类的数万单品。如茶叶、
面膜、牙刷、床上用品、内衣、服装、陶瓷碗盘/
杯等商品5折优惠；酱油、食醋、料酒、洗护发、
牙膏、护肤品、香皂/沐浴露/洗手液、卫生巾、
纸品等商品6折优惠；冷冻品、盒装蛋、饼干糕
点、锅具/陶瓷煲、小家电、常温牛奶、孕婴奶
粉、冷藏乳酸菌饮料、保健品/酒、精品水果等
商品7-8折优惠。此外，还精选了近120支
民生商品开展“元旦限时购”活动。

为不断满足需求侧消费升级，提升消费
体验，华润苏果还引进了近千支新品丰富大
促货架，如金典有机纯牛奶梦幻盖、翠浪臻选
东北大米等大单品；达利园瑞多滋饼干、澳繁
原味/山药味沙琪玛等定制品；三只松鼠属
你最牛零食大礼包、梅见青梅果酒等网红品，
伊利安慕希希腊风味酸奶咖啡口味、辉业尊
礼有机杂粮礼盒等升级品。

记者了解到，苏果线上新年24小时不打

烊同样令人期待，消费者通过万家APP、京东
到家、饿了么、美团等线上渠道可以同步享受
线下大力度折扣及一小时送货到家服务。此
外，线上还特别推出万家APP购物满139元
免基础运费，京东到家推出满59减5、满99
减10，饿了么/美团推出满99减5等满减叠
加优惠，也在赋予线上大促更多乐趣。

为减少消费者排队等待时间，华润苏果
在很多大型门店都将增设临时收银设备，增
派收银员。消费者还可以通过自助收银机，
手机扫描商品上的条形码完成一键支付，节
省结账时间。

此外，华润苏果还将持续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严格落实政府各项疫情防控要
求，做到“不松懈、不打折”，持续强化购物车、
电扶梯、收银区等场所消杀及卖场通风工作，
加强疫情防控的监督检查，保障顾客员工的
健康安全。

去年苏果元旦大促门店盛况。

华润苏果31日晚开启元旦大促
百余品类数万商品5折起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近
日，南京浦口汤泉街道龙山社区的居民豆先
生通过“12345”热线反映：爱人户口不在本
社区，故不能办土地证。居民希望给予办理
土地证。

经过调查核实，该居民需要办理的宗地
地块属于非建设用地，按照土地确权的政策
指导意见，此类型地块不能进行宅基地确权
及房屋确权。同时，为了解决该居民的疑惑，
网格员朱国俊积极主动上门，耐心与该居民
交流，根据工作指导意见中确权登记权利人
的政策规定做出详细解释，并建议该居民将
爱人户口迁至龙山社区或在龙华社区办理。
对此，该居民表示满意。

网格员朱国俊表示，当前部分居民对于
宅基地确权“一户办一证”的政策不理解，作
为网格员，我们应该熟读相关政策规定，牢固
树立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安抚居民情绪，做
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进而赢得群众的支持
和信任。

汤泉街道网格员
答疑解惑舒民心

晨报讯（通讯员 杨瑛）市民某先生购买
了一辆电动车，骑了快三年电动车电机出现故
障，没法骑了。市民立即找出购买时保留的发
票及质保书，发现质保书上承诺电机质保期是
三年，可是电动车没法骑，要从河西送到城南维
修点去维修，这个运输费用就成了问题，在与经
销商协商未果后，只好通过12345、12315热
线投诉至建邺区兴隆分局。

建邺区兴隆分局与经销商朱经理取得了
联系。朱经理称，公司已帮市民联系好了维
修商，去那就能修，而消费者要经销商承担拖
车费，否则消费者就把车拖到经销商店里来，
让经销商自己送去修。朱经理认为，商品出
了问题一直都是由消费者自行送修，因此运
输费用应由消费者承担。兴隆分局工作人员
告知朱经理，《消法》第24条明确规定“经营
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
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
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没
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
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七日后符合法
定解除合同条件的，消费者可以及时退货，不
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可以要求经营者
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依照前款规定进行
退货、更换、修理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
要费用。”所以送修的运输费用应由经销商承
担。最终，商家同意承担送修的运输费用。

电动车无法骑
送修运输费谁出

江宁街道共建“新都市”筑梦“新江宁”

通讯员供图

晨报讯（通讯员 马宣 南京晨报/爱南京
记者 仲永）面对冬日低温可能对居民正常用
水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南京市扫雪防冻指挥
部下发的29日全市可能面临的雨雪天气，
马群街道润康苑社区部署开展冬季供水防冻
提醒工作，采取多项举措，提高社区供水安全
保障和防御冰冻灾害的能力。

社区组织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开展防冻保
暖友情提醒工作，发放供水设施防冻保暖宣
传材料。同时，组织人员对辖区开展了自来
水供水设施防冻安全检查，对供水设施、设备
进行拉网式排查，及时发现冬季用水安全隐
患，做到小问题不过夜。对一时解决不了的
问题，则联合供水部门进行全面的冬季防冻
保温养护处理，以保证冬季安全供水。

本次预防和宣传工作，同时也是一次为
民办实事的过程，全体社区工作人员都做好
了充分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严寒天气，时刻
为居民排忧解难。

润康苑社区冬季加强
小区水管设施管理

高淳区双游村
心理咨询工作室成立

晨报讯（通讯员 邢光理 南京晨报/爱南
京记者 卢斌）12月26日，南京市高淳区漆
桥街道双游村心理咨询室授牌仪式举行，邀
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赵云华为双游村村民
进行心理咨询辅导，高淳区副区长张成、南京
市审计大学主任蔡智勇参加并为双游村心理
咨询室正式授牌，授牌南京审计大学心理中
心和高淳区安然心理咨询辅导中心为双游村
志愿服务站点。

近年来，高淳区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决
策部署，大力实施乡村振兴“十项行动计划”，
扎实推进“五区同创”，即全国城乡融合发展
试验区、全国农村社区治理试验区、全国乡村
振兴综合改革试点试验区、国家“两山”理论
实践创新基地、省农村改革试验区，持之以恒
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积极探索具有
高淳特色的“三农”高质量发展路径。此次双
游村心理咨询室的顺利建造也是该区抓好农
村“三居”，即千村美居、千村乐居、千村安居
建设的重要举措。

据了解，赵云华从2015年5月开始从
事心理咨询的学习和工作至今，2017年在
秦淮区民政局担任婚姻登记现场义务调解
员，成功调解多起问题家庭，并在江宁区个人
工作室完成一对一的个案心理咨询近百人，
擅长亲子教育、情感咨询、家庭关系、夫妻关
系、人际关系、情绪疏导。

云华心理咨询中心、高淳区安然心理咨询
中心主要是面向个人及家庭开展专业心理疏
导调解的中心团队，擅长儿童青少年学习问题、
行为问题、情绪问题、亲子教育、成人焦虑抑郁、
人际情绪问题、情感挽回、婚恋问题、家庭经营、
夫妻关系等各类心理咨询。本中心团队多次
为江宁区、建邺区、高淳区的福利院、老人院、敬
老院、残疾中心组织非盈利性公益活动。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
为进一步推进区域三级诊疗服务体系建

设，自2019年 10月，南京市浦口区启动
“医共体”建设，坚持“向上提升、向下扎根”
的发展目标，实现区域医疗发展联动、质效
并行，推动医疗品质整体提升。

完善保障机制，激发“医共体”运行活
力。构建双向培养机制，核心医院下派管理
骨干、业务专家、高年资主治医师至基层开
展培训指导，做好带教培养，选派基层医务
人员定期至核心医院进行进修学习，年内开
展各类培训21场，受训3000余人次，近三
年招聘175名医护人员补充到基层，充实
基层服务力量。

硬化发展基础，提优“医共体”运行实
力。一方面，深化“院府合作”“院院合作”，
加强基层的品牌建设，建设专家工作室3
个，完成2个省级特色科室、8个市级特色
科室、5个区级特色科室建设，建成1个“江
苏省基层特色科室孵化点”，1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挂牌为省社区医院。另一方面注

重“医共体”内行政管理同质化，选拔任命两
家核心医院院长为“医共体”集团总院长，核
心医院派出管理和技术骨干等参与技术帮
扶医院管理，下派核心医院业务副院长至基
层担任中心主任，全面补强基层医疗机构行
政管理能力。

突出互通共享，抓强“医共体”运行效
力。建立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区域卫生大数
据等平台，实现信息互联互通，与核心医院
形成绿色上转通道，成功完成1例危重孕
产妇救治，对接下级医院进行转诊，月均转
诊30人次。做好核心医院、基层医疗资源
整合，实行家庭医生网格化管理，构建分级
诊疗体系下的家庭服务新模式，获得省市
认可，并确定为省级创新建设单位。做优
联合病房，由医共体核心医院医务人员与
基层医疗机构联合管理，实现医疗管理同
质化，降低了患者医疗总费用，群众到基层
看病就诊的意愿显著增强，部分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床位使用率由原来的5％左右提
升至75％以上。

浦口区推进“医共体”建设
构建三级诊疗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