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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27 日，天宁区委、区
政府召开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暨污染
防治攻坚战和“四项行动”推进会，旨在
研判形势，统一思想，对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抓好环保督察
问题整改等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区领导宋建伟、许小波、魏敏、蔡旭、唐家
中、戴留春、郑亚、顾潮、房琴贞、曹志伟、
郑平刚、岳军在主席台就座。

天宁区委书记宋建伟深刻阐述了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的重大意义，深入分析了当前面临
的严峻形势，全面部署了下一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
体要求、重点任务和关键举措，并扎实开
展好“四项行动”。

他提出四点具体要求。一是认识再
提高。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党中央打好“三大攻坚战”的
战略部署，认真学习中央、省、市会议精
神，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精髓，自觉
用以指导天宁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
新实践。

二是信心再增强。今年以来，全区

围绕绿色发展、生态发展开展了不少工
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要看到成绩，越干
越有成就感，边干边增强信心，克服畏难
情绪，树立起强大的事业责任感。

三是问题再正视。目前天宁生态环
境还存在许多突出问题，要聚焦年度目
标任务，逐一梳理，能解决的迅速解决，
有困难的及时上报。各部门要树立“全
区一盘棋”的思想，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形成合力。

四是措施再落实。要树立“今天再
晚不是晚，明天再早不是早”的理念，细
化解决问题的方案，明确时间节点，周周
抓督查；主要领导要负主责，发挥表率作
用，吃苦在前，敢抓敢管，将工作抓深抓
细抓实。

天宁区区长许小波指出，开展污染
防治攻坚，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压力大，
决心要更大；困难多，方法要更多；任务
明，责任要更明。他要求全区上下立即
行动，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实
的举措，持之以恒抓实抓好抓出成效，为

“聚焦聚力‘六个最’、种好天宁幸福树”
提供坚实的生态保障。

会上，郑陆镇、雕庄街道、天宁区建
设局、天宁环保局，分别围绕按时保质完
成“263”年度目标任务、开展“散乱污”
专项行动、黑臭水体整治和扬尘管控、发
挥牵头抓总作用作了表态发言。

三季度以来，天宁区“263”专项行
动、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散乱污整治
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根据 10 月初天
宁区对各项工作的督查，截至9月底，全
区 16.7 万吨的煤炭消减任务已削减煤
炭消费量 16.59 万吨，完成率 99.3%，25
台高污染燃料设施淘汰工作已全部完
成；已建成198个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
完成率 116%，农贸市场有机垃圾生态
处置项目已全面建设完成；168 项挥发
性有机物治理工程已完成 164 项，完成
率 97.6%；今年以来全区拨款 4252.23
万元，用于空气自动化站建设、网格化巡
查运维费、黑臭水体整治等项目，运用社
会资本投入 7850 万元用于启动东园生
态修复、丁塘河生态修复工程等项目；已
累计巡查重点限产企业76次，洒水冲洗
道路 2.1 万公里，排查建筑工地、拆迁工
地400余次。 （陈凝）

链接： “四项行动”
今年，天宁区委、区政府为结合工作

实际，在环境治理方面主动探索，创新提
出四个专项行动，并要求在年内完成，以
提升区域环境形象和生态承载能力，积
累生态文明建设的“天宁经验”。

1. 土方管理联合整治行动。进一
步强化土方联合管理办公室的作用，加
强全区工程项目取土、运土、卸土的统筹
管理，并做好工程现场的扬尘管控。

2. 征收拆迁地块清洁整治行动。
加强对拆迁现场的项目管控，做到腾空
建筑及时拆除，建筑垃圾及时清运，确保
拆迁现场环境整洁。

3. 内河码头、砂石堆场、搅拌站整
治行动。对违法设立的砂石堆场和搅拌
站坚决取缔，对手续齐备的场地按照环
保要求，限时整改。

4. 土壤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在重
点行业企业用地基础信息采集和风险筛
查基础上，开展污水处理等污染行业企
业用地、化工、电镀等 8 大类重点地块的
预检测，全面掌握全区土壤污染情况。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 在冲刺四季度，高质

量完成全年目标的关键时刻，10 月
27 日，天宁区举行 2018 年重大项
目全流程知识和技能大赛，进一步
提升项目的服务水平和能力。

此次大赛分为初赛、决赛两个
阶段。9 月，包括业务人员、项目专
员、国企职员等从事重大项目招引、
管理、监督在内的 128 名人员参加
初赛，最终24人进入决赛。由茶山
街道谈慧琳、天宁环保局李新芳、区
房管局刘科、区统计局王雨羚组成
的3号代表队获得一等奖。

据了解，重大项目全流程知识
和技能大赛是今年天宁党政人才技

能大赛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党政
人才工程、提升机关干部专业技能、
发现业务骨干优秀人才的重要形
式，也是强化项目服务能力、提高项
目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考核内容
覆盖全面，又精准把握核心业务，以
重大项目全流程为重点，涵盖发改、
建设、政务、民防、环保、消防、国土、
规划等各领域。

区委书记宋建伟表示，今年是
“重大项目增效年”，到目前为止，
11 个市重点项目全面开工，区重点
项目开工率达 68.5%。希望大家能
够通过比赛，学以致用，推动项目全
流程业务能力再提升。 （罗翔）

天宁举行重大项目
知识技能大赛

本报讯 10 月 26 日，天宁区
政府第 19 次常务会议集体学习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此次学
法特邀常州市纪委市监委案件审理
室副主任李耀作专业讲解，着重围
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制定
背景、法律体系、主要内容和具体规
定进行了交流和学习。天宁区领导
许小波、郑亚、顾潮、管黎芳、方力、
姚澄出席会议。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加强廉
政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天宁区
坚持“课题定制”模式，常态化开
展区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分别邀
请上级领导专家和区政府法律顾
问专题讲解知识产权、政府信息
公开、小区物业管理和监察制度，
有效推动法治建设和廉政建设向
纵深方向发展。

（陈凝 吴冰姿）

常态化开展
政府常务会议学法

本报讯 近日，从天宁区质量
强区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
悉，面向全区各行各业技能领军人
才的“天宁工匠”申报推荐工作正式
启动，由个人自主向所在工作单位
提交申报材料。

本次“天宁工匠”面向参加常州
社会保险且在天宁区各行各业工作
的技能领军人才（单位注册地址在
天宁区）。重点聚焦先进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历史
经典产业等领域，重点关注基层一
线、操作岗位的优秀高技能人才。
其中，从事本职业（工种）不低于 5

年，一般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
在市区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做出
突出贡献，或有重大技术发明创造
或重大技术革新，受到区级（含区
级）以上表彰奖励的个人，同等条件
下优先入选。

2018 年度“天宁工匠”评选，设
3 个认定名额，将从职业道德、技艺
水平、技艺传承与创新、行业及社会
认可这四大方面进行评分。最终，
按照资格预审、公众投票、专家评
审、联合会审、社会公示、审定公布
六个环节进行认定。

（罗翔 徐忆伟）

个人自主向所在单位提交申报材料

“天宁工匠”评定启动

“糯米稻草鸭”是本次“天宁好
味道”美食评选活动的十大名菜之
一。“这道菜可以说，让我眼前一
亮。”活动评委陆仁兴说到。

“糯米稻草鸭”这道菜出自润德
花园大酒店的老板郭锦和老板娘杨
国英之手。

“当时想要推出更接地气的百
姓菜。”杨国英介绍，鸭子是常规菜，
有滋补、养胃、补肾、消水肿、止咳化
痰等功效。“一次偶然的机会，把稻
草编成帘子，把鸭子裹起来上锅一
蒸，顿时觉得香味扑鼻。”

这次成功的尝试并未让夫妻俩
止步，他们琢磨老百姓俗话说鸭架
子，如何让人吃的更值价，鸭肚子里
塞些什么，在口感和卖相上才会更
饱满。他们经过反复尝试，才有了
今天大家所吃到的五果和糯米。

“五果里的松子容易坏，每次用

料前需再仔细检查是否都白亮。”对
于原材料的选用，杨国英十分看重，

“鸭子全都是4年以上的老鸭，更温
补。”

当然好吃停不下来的秘诀，杨
国英悄悄说，主要在于煮鸭子的老
卤汤，“工艺挺复杂的，是我们夫妻
俩多年对餐饮行业的热爱和长期对
菜品摸索所积累的经验。”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杨国英表示这诗谁都知道，自己就
是要把普通的米当作菜来做到极
致，让人觉得好吃得停不下来，珍
惜米粒，珍惜农民疾苦，珍惜来之
不易的幸福。 陶怡 图文报道

“天宁好味道”十大名菜（1）

糯米稻草鸭

本报讯 10 月 27 日，天宁区召开
三季度文明城市建设和城市长效综合管
理点评会召开，点评和总结了三季度以
来两项工作开展情况，研究和部署四季
度的具体工作任务，动员全区上下，进一
步紧盯目标、查缺补漏、突出重点、奋力
冲刺，不断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管理水
平，在全市管理明星城市创建活动中找
准天宁坐标。天宁区区长许小波、副区
长岳军出席会议。

从会上获悉，三季度以来，天宁区

各板块和各职能部门通力协作，奋力攻
坚，持续加大城市长效管理和文明城市
建设力度，两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
绩。城市长效综合管理测评继第二季
度勇夺第一之后，三季度蝉联第一。目
前，天宁区前三季度平均得分为 96.25
分，已比第二名高出 1.3 分。文明城市
测评继续住居前列，在 21 个考察点中，
4 个项目获得满分，15 个项目超过或齐
平全市平均，其中宾馆、背街小巷等测
评成绩有了明显提升。

许小波指出，进入四季度，各项工
作都进入了最后的冲刺期，在肯定成
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工作中依然还存
在不少短板和问题，各板块各部门务
必认真对标年度目标，细化落实责任，
开展集中攻坚，聚焦考核全力争取，聚
焦问题抓好整改，聚力优化乡村治理，
聚力提升市民素质，以优异成绩为全
年工作收好官。

他强调，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作
出了“种好幸福树，建好明星城”的决

策部署，城市长效管理和文明城市建
设是“管理明星城市”的重要内容，天
宁要站位再提升，靶向更精准，明年的
工作要紧扣这一主题，精准发力，以系
统思维来谋划，以明星标准提品质，以
智能手段促长效，聚力建设管理明星
城市。

红梅街道、天宁区房管局就做好四
季度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物业管理工作
作表态发言。

（陈凝）

找准“管理明星城市”的天宁坐标

进入深秋，翠竹公园里各种树木色彩斑斓，尤其是成片的莫斯科落羽杉，已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泛红，整棵树开始变幻出缤纷绚烂的色彩。莫斯科落羽杉自2005年移植翠
竹公园，已在天宁安家13年。据公园负责人李竹介绍，莫斯科落羽杉的最佳观赏时间在11月中旬左右，秋色可持续到12月初。 陶怡 蒋博庆 刘国龙 图文报道

本报讯 查家湾自今年五月开园以
来，在原生态景观与村舍自然融合的基础
上，先后打造了螃蟹养殖、烧烤垂钓、农家
住宿等一批旅游特色项目，助力美丽乡村
从“青山绿水”向“人文乐游”发展。

“我这里的房间都已经排到半个月
以后了，想来吃饭的话，要记得提前预
约。”查家湾村民顾一夫说。

“旅游+”的发展战略，让顾一夫尝到了
作为查家人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他风趣地
说，院子里成熟的辣椒、山芋、萝卜，都不用
自己动手摘，游客们把这些农活都给承包

了。即便游客增多，老顾还是坚持，每人80
元一天包食宿的价格，他说，“农家乐嘛，还
是要规规矩矩的，不能乱来。”

和顾一夫有同感的还有村民顾建
元，他家承包了 30 亩的水域，尝试螃蟹
养殖，“来我们这里，可以自己到塘边抓
螃蟹，又新鲜又好玩。”

查家村副主任查东平介绍，当前，查

家湾景点的农家餐饮，已增至近 10 家，
不少农户有开办餐饮、零售、民宿的意
愿。人气的聚集为查家湾带来了不少活
力，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热情十分高
涨。为了应对持续增长的旅游态势，村
委正积极谋划生态小菜园、老宅景点维
护、桥梁改善等项目，未来可实现观光车
全程游览，让游客们轻轻松松一览查家

湾的风土人情。
据悉，查家湾有村民 2100 多人，去

年人均年收入大约 35000 元，水乡景观
游、文化科普游、农家采摘游、户外野营
游等多种旅游形态将在查家湾一站式达
成，村民人均年收入有望增长 20%左
右，为天宁“建设常州后花园，打造诗画
新郑陆”助力前行。 （夏吉）

螃蟹养殖 烧烤垂钓 农家住宿

查家湾乡村旅游又添新花样

宜游天宁

建好后花园建好后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