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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内景色宜人
但还存在不文明现象

□本报记者严云秋

近日天气放晴，久违的太

阳露出笑脸，不少市民走进公

园走走看看，或在公园一隅，

找个长椅坐下来赏景。连日

来，记者趁着游客多的时候，

走进市人民公园、西郊公园、

马洲公园实地探访。

本报讯 （记者葛芸）前天，靖城街道虹茂
社区和靖城中学联合开展“文明城市大家创，
老少共学普通话”宣传活动，靖城中学的学生、
社区内老年志愿者和部分社区居民共40多人
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大家一起观看了我市争创全国
文明城市的宣传片，靖城中学的学生用流利的
普通话讲述了我市一些先进人物的事迹，社区
不少老年志愿者在青少年的指导下，已经能用
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讲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虹茂社区居委会还向辖区居民发放《靖江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36问答》宣传册，进一步
提高社区居民对文明城市创建知识的知晓率。

“学习普通话很有必要。尤其是老年人，
在使用社交软件、与孙辈沟通时，都要用到普
通话。”虹茂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李霞说，近两
年，社区内的新靖江人越来越多，说方言有时
会影响沟通。社区希望通过观看宣传片、学习
普通话的方式，加深居民们对家乡的了解。不
仅针对社区年轻人，还倡导辖区的中老年人积
极加入到学习普通话的队伍中来，为靖江的文
明创建尽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对
景区（公园）有哪些要求？

1.有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12个主题词的公益宣
传，且氛围浓厚

2.有文明旅游主题词
公益广告，且氛围浓厚（建
成区景点、景区）

3.在售票点、景区门口
等醒目位置有文明旅游告
知、提醒等（建成区景点、景
区）

4.座椅、垃圾箱等设施
功能完好，无损坏现象

5.公共厕所设施完好、
干净卫生

6.有文明引导志愿者
7.景区环境整洁优美，

管理规范有序
8.无插队加塞现象
9.无乱扔杂物现象
10.无随地吐痰现象
11.无损坏花草树木现

象
12.无乱刻画、乱张贴、

乱涂写现象
13.公园遛狗牵绳，路

面无宠物粪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经
靖江市人民政府批准，靖江市国土
资源局决定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基本情况
地块位置：靖安路北，渔婆路东；
规划用地面积：218.6平方米;
土地出让面积：218.6平方米；
土地规划用途：居住用地；
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70年；
容积率：1.7；
建筑密度：不大于 44%，地块内

不能建设围墙；
具体规划要求见靖江市规划局

批准的《靖北四组地块规划平面图》。
土地出让状况：拆成净地，内外

部条件（场地、道路、水、电、气等）以
现状为准。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报名申请参
加竞买，法律另有规定除外。凡欠缴
靖江市人民政府土地出让金的单位
和个人不得参加竞买。

三、竞买手续的办理
有意竞买者应自 2015 年 11 月

28日起至2015年12月17日止（工作

日内上午8时30分至12时，下午2时
至 5 时），在工作日内企业法人持营
业执照副本（房地产开发企业需持
房地产开发资质证明）、法定代表人
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身份证；自然人持个
人身份证原件及不低于 100 万元的
银行资信证明，到靖江市阳光大道
12 号 809 室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市
场科办理竞买报名手续，经资格审核
合格后交纳竞买保证金30万元(不计
息)。

四、挂牌相关事项
1.挂牌期限自2015年12月18日

上午 8 时 30 分起至 2015 年 12 月 27

日下午 5时 30分止（工作日内上午 8
时 30 分至 12 时，下午 2 时至 5 时 30
分），竞买人在该期限内报价。挂牌
期限截止前 1 小时出让人停止更新
挂牌价格，期间如仍有竞买人表示愿
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
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挂牌、报价地点：靖江市土地储
备中心市场科。

挂牌期限截止日的挂牌、报价地
点见出让须知。

2.该地块内宗地挂牌出让起始
价为 150万元，具体报价方式详见该
地块挂牌出让规则和须知。

3.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具体要

求详见出让须知。
4.本次挂牌出让文件中的货币

单位均为人民币。
五、本次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出

让人将在《靖江日报》和江苏土地市
场网刊登变更公告或以书面方式通
知竞买人。

六、出让人及其联系方式
出让人：靖江市国土资源局
联系电话：0523-84813553
联系地址：靖江市阳光大道 11

号809室

靖江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11月27日

靖江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虹茂社区
老少共学普通话

上午9：30，记者来到市人民
公园。在公园的西门口处，“严禁
宠物狗入园”、“严禁车辆入园”、

“园内禁止滑板、轮滑”、“园内禁
止垂钓”的提醒牌赫然在目。走
进公园，大门北侧两块大型宣传
牌上分别写着“人人遵守社会公
德，个个爱护公共环境”的宣传语
和市公园管理处致广大市民游客
的《文明游园倡议书》。在另一侧

的宣传栏里，《人民公园简介》、
《游园须知》、《公园导游图》一应
俱全。

记者沿着园内道路前行，看
到保洁员正在清扫草坪里、路
面上的落叶。此时，三名来公
园散步的市民正驻足观看“美
德靖江群星榜”，并相互交流。
公园的广场上，几名市民练起
了太极；靠近柳树下的长凳上，

休憩的市民静静地坐着，欣赏
着眼前的美景；环绕公园的健
身步道上，漫步的、快走的、慢
跑的市民，三三两两……整个
公园到处是游人。

记者沿着健身步道、公园道
路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发现公园
内到处设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文明游园等宣传语，没有发
现乱扔烟头、纸片、塑料袋、饮料

盒等杂物的现象。公园内的花
草树木、休息椅、石凳等公共设
施完好无缺。而在公园梅花阁，
记者看到西侧的墙面上贴有“文
物周围禁止打牌赌博”的标
语，但记者发现，在梅花阁的长
廊下，有十几名市民围成两圈正
在打牌。走到健身器材附近，五
六名市民自带塑料凳拼成桌子，
围坐在一起，使用硬币诈金花。

下午 2:00，记者来到西郊公
园。公园东大门前设立了一个
大型提示牌，提醒市民不要带宠
物狗入园等，大门内设置了醒目
的“创建文明城市、共建和谐靖
江”的大型宣传牌，在公园北门
入口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明城市市民公约等张贴上墙。

记者看到，公园内有不少市
民在跑步、散步，清洁人员、绿化

管理人员忙着打扫路面、清理树
叶。

“建好城市为人民，人民城
市人民建”、“重礼节、讲礼貌，争
做文明有礼靖江人”、“人人动手
参与创建，个个争当绿色使
者”……记者看到公园道路两侧
每隔几米就有一个宣传栏。

记者了解到，市消防大队、
市司法局在西郊公园建设消防

主题公园、法治公园，设置消防
知识、法治知识贴士、石刻碑等，
曾被破坏不少，石碑上也曾被人
刻上“到此一游”。当天记者发
现，原来被破坏的设施已焕然一
新，石碑上没有乱涂写现象。

公园西侧的公共厕所地面、
墙面干净，厕所内设有独立式坐
式抽水马桶，方便残疾人、老年
人使用。

地点：西郊公园 时间：11月27日下午

记者来到马洲公园，公园西
侧晨阳路大型的墙面广告牌上，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
容格外醒目，营造了良好的文明
城市创建氛围。公园内三五成
群的游客，他们或坐在石凳上聊
天，或带着孩子在玩耍。

下午2:00左右，一名年轻妈
妈带着小女孩，沿着马洲公园的
道路一路嬉戏游玩。母女俩正
玩得兴高采烈时，女孩手中的饼
干突然散落一地。经过妈妈的
提醒，女孩立即停下脚步，蹲下
身子将地面上的饼干一一捡

起。女孩手捧着饼干，站起来四
周环顾寻找垃圾桶。随后，女孩
将饼干连同外包装袋一起扔进
了前方不远的垃圾桶内。记者
发现，不少市民都自觉将垃圾扔
进垃圾桶内，公园的道路、草坪
上几乎没有杂物。

记者沿着容湖周边行走，来
到“渔舟月夜”景点，踩在木质地
板上，地板发出吱吱的声响，一
排木质休息椅椅面的木板有部
分破损。在马洲公园西侧入口
的“顽石涌泉”景点，一对年轻夫
妻带着孩子在绿化池边休息。

休息片刻后，孩子的父亲站起身
来，摇晃身后的一棵香橼树，枯
叶、香橼散落一地。附近一片草
地上，三名中年男子不顾旁边

“足下留情”的提示语，为抄近路
直接踏上了草坪。在公园“儿童
乐园”，供市民休息的椅子上还
残留着饮料瓶、塑料袋。

记者探访时看到，有些市民
对于爱护公共设施还缺少一定
的责任心。希望有更多市民加
入到爱护公园、保护公园的行列
中，如果发现有破坏公共设施的
行为，应主动阻止。

地点：马洲公园
时间：11月28日下午

地点：马洲公园 时间：11月28日下午

本报讯 （记者何旭耘）滨江新城城市形
象微电影《心城》自 11月 20日首映以来，在靖
江网、掌上靖江APP、靖江日报微博、靖江日报
微信、《眼界》微信、我市各大影院、骥江路步行
街电子屏和各知名视频网站播放，迅速走进了
大众视野，至截稿时点击观看量已超过十万人
次。

靖江《心城》首映后，靖江日报微信第一时
间发布《心城》完整版视频，靖江人的手机上很
快便被这部电影“刷屏”了，《心城》的视频被大
量转发，目前图文阅读量已达 3万余次；靖江
日报官方微博被阅读超 1.6 万次。腾讯视频
上，《心城》的点击播放次数已过万，还有不少
网友登录爱奇艺、土豆等知名视频网站观看
《心城》。首映以来，骥江路步行街每晚 7：00
播放《心城》，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工人、少女、警察、老人纷纷面对镜头微
笑，用手在胸前比出心形。心城，就是靖江人
心中的城，心，总比舞台大。再过十年，我们在
更美、更动人的新城再相会……《眼界》微信刊
登了《心城》的剧本，让市民和网友更容易理解
微电影的故事情节。

“美！爱上这座城”“怎一个美字了得！”
“家乡好啊！”“不错，大手笔！”市民尤章鑫、朱
亚军、微友“此刻”、“刘boy”等观看《心城》后，
通过靖江日报微信平台点赞。微友“江南”称，
靖江这十年真的是大跨越，之前过了江阴大桥
看靖江全是田地；现在看靖江是多么的漂亮，
多么的舒心。微友“顶呱呱”表示：“我爱靖
江！我爱马洲大地！十年的变化！旧貌增新
颜！”网友“小苹果”称，眼前呈现的画卷，不由
想到了那首家喻户晓的《春天的故事》，异曲同
工。网友“图图”称赞，沧海变桑田，平地起高
楼，十年用心筑起一座美丽新城！不少网友表
示，微电影《心城》展示了滨江新城十年的成就
以及建设者的努力，电影全方位地拍摄出了新
城的美景，表现了市民美德，让我们一看就有
想居住在那里的冲动！十几分钟的电影，许多
熟悉的画面让一直生活在新城的人们印象更
深。上周，滨江新区康阳社区在康阳社区微信
平台、社区 QQ 群发布完整版《心城》，赢得社
区居民纷纷点赞。

微电影《心城》
获多方“点赞”
吸引逾十万人次点击观看

部分游客在公园内打牌部分游客在公园内打牌、、押金花押金花。。 严云秋严云秋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