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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 里 读 懂 钟 楼

本报讯 7月12日，钟楼区召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会，全面贯彻
落实上级有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部署
要求，对钟楼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进行再鼓劲、再
加压、再部署。

当天上午，区委书记赵正斌率队
赴溧阳、金坛两地，学习牛马塘村、仙
姑村美丽乡村示范点建设经验。

牛马塘村地处丘陵地带，自然
风景优美，在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过
程中，以中华薯文化文创农业为基
础，着力于特色产业发展与集体经济
培育，利用“生态+”“互联网+”等模式
开发农业多功能性，推动形成一批具
有地域特色和品牌竞争力的农业地
理标志品牌。

仙姑村紧紧围绕乡村旅游主题，
充分发展特色产业，以乡村人居环境
提升为核心，以“福地仙居”为发展定
位，依托村庄现有资源，整体实施村庄
建筑风貌改善和环境景观整治，充分
利用滨水空间，同时植入民宿、餐饮、
书吧等业态，着力打造自然形态+人文
特色型美丽乡村。

下午，钟楼区召开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推进会。赵正斌就钟楼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出
三点要求：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认识重要意
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贯彻中央和
省市委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是全面
建设高水平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是
助力“种好幸福树、建好明星城”的重
大举措，全区上下要认真落实中央和
省市委促进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
致富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更加高

效发展农业、更多渠道富裕农民、更大力
度建设农村，推动钟楼区乡村振兴工作
谋在前、干在前、走在前，助推钟楼区打
造工业升级版、龙城会客厅和管理示范
区。

二是围绕重点工作，突出担当作
为。要努力探索具有时代特征、钟楼特
色的乡村振兴新道路，推动钟楼农业
农村发展走在前列。要振兴产业，着
力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和经营体系，加快农业转型升级，促
进产业富民增收。要树典立标，以殷

村特色小镇、安基美丽乡村建设为钟
楼试点，抓好长效运营管理机制的探
索，为实施全域美丽乡村建设奠定扎
实基础。要外修生态，加强农村规划
和生态建设保护，把生态建设和农民
增收有效结合起来。要内修人文，大
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持续开展文明村创建，着力推进乡风
文明建设走在前列。

三是完善组织保障，形成工作合
力。全区上下要把乡村振兴摆在优先位
置，形成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要

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履行各自职责，加强
协调配合，全力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的顺
利开展。要夯实组织基础，选优配强农
村基层党组织书记，引进培育致富带头
人和实用人才，把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
的战斗堡垒。要营造良好氛围，发挥群
团组织优势，以乡情为纽带，引导乡贤资
金回流、企业回迁、信息回传、人才回乡，
大力宣传推广乡村振兴好典型、好做法，
努力营造推动乡村振兴良好氛围。

（姚福达）

鼓劲加压 动员部署

钟楼区全力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本报讯 7 月 14 日，第四届江
苏志愿服务展示交流会在扬州国际
会展中心闭幕。本届志交会共展示
来自全省各地的650多个志愿服务
项目，对接社会资金超过 3500 万

元。其中，常州市钟楼区“时间银行”等
20个项目脱颖而出，获得金奖。同时，
钟楼区“时间银行”志愿服务生态体系
计划项目还是常州市唯一参加现场推
介的项目。

2011年，钟楼区就开始了“时间银
行”项目的探索。2012 年初，推出了

“时间银行1.0”；2015年，钟楼区锦阳
花苑社区在“熟人社区”的基础上推出
时间银行存折，并尝试将志愿者的服务

时间兑现，社区群众既是志愿者又是受
益者，成为了“2.0 版本”的试验田；如
今，钟楼推出“时间银行3.0版本”，平台
由钟楼区本土企业微悦科技提供技术
支持，将以时间币为结算单位，在平台
上实现需求发布和服务抢单两大主要
功能，以“诚信、尊敬、友爱、至善”的理
念，为志愿服务提供一个可持续的循环
生态圈。

“时间银行”项目先后荣获首届全国
优秀志愿者工作案例二等奖、第二届江
苏省十佳网络公益项目。 （顾克琦）

第四届江苏志交会

钟楼区“时间银行”项目获金奖

在我国古代，有一种重要的经
济制度叫漕运。历朝历代采取实物
（主要是粮）征收来实现田赋，然后
把征收的粮食运往北方。而常州的
水运十分发达，并成了“三湖襟带之
邦，百越舟车之会”的重要交通枢
纽，常州成了漕粮（也就是皇粮）的
转运中心。皇粮浜地处西林，因当
年漕运繁忙，交通拥塞，不少过往船
只在此歇船等候，人烟繁盛。皇粮
浜因此而得名。

皇粮浜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在中

国历史上，它还写下了精彩的一笔，某
种意义上说，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公元1356年，以朱元璋为首的义
军与另一支由张士诚统辖的农民军分
据江苏，可谓势均力敌。其间张士诚
听信下属进言，溯江而上进攻朱元璋
所占领的镇江区域，而朱元璋在坚守
镇江的同时，急令徐达携汤和率军袭
取常州。

张士诚遣派自己的弟弟张士德提
前率军，先至牛塘谷（当时名为游塘
营）一带占据有利地形，伏兵待击。由

于牛塘谷区域“墩阜大小相错，林木茂
盛，蔚如山谷”，张士德凭借得天独厚
的地理优势与环境优势，屡败徐达军。

朱元璋派常遇春、胡大海率军3
万火速奔赴常州救援，内外夹击张士
诚军。双方于牛塘谷、西林一带激战
数日，最后张士德被俘，其部丢盔弃甲
不计其数，留下了“常遇春大战牛塘
谷”的历史故事。

在整个战事期间，为常遇春大军
提供后勤给养、囤积粮草的地方，就在
牛塘与西林交界的运河道口，也就是
今天的皇粮浜。

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此次朱
元璋攻打常州，直接导致张士诚的弟
弟张士德被徐达所擒，随后被朱元璋

处死。胞弟之死，对于张士诚而言如
断双臂，也令朱元璋得以顺利发动之
后的平江之役，为北上灭元奠定了雄
厚的战略基础。而皇粮浜，在这一史
实中扮演了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

据西林的老人们说，在上世纪50
年代，在西林朱夏墅附近一带，还保存
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土墩。不过这些土
墩是天然形成，还是人工筑就，现在无
从考查。这些土墩散落在牛塘镇仙现
桥，西林朱夏墅、马家桥一带，其中较
大的一个后来被人们称为“青云山”，
上面建了庙，至今犹在，另外一些土
墩，到解放时尚存百余个，在1958年

“大跃进”时平整土地，大都被挑平了，
20世纪70年代仅在西林朱夏墅，还
有二三十个土墩残迹。进入21世纪，
由于农田基本建设及其他建设的需
要，土墩残迹已不复存在，直至今日仅
仅只有皇粮浜公园内还保留少许土墩
遗址。 刘毅

皇粮浜公园的土墩遗址

本报讯 近日，由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
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华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共同组织的全国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表彰会在京
举行。钟楼经济开发区入选全国模
范劳动关系和谐园区。

钟楼经济开发区自2016年 7
月启动劳动关系和谐示范园区建设
工作以来，坚持促进企业发展、维护
职工权益，调动企业和职工参与创
建的积极性，不断改革创新，先行先

试，取得较好成效。同时，开发区打造
劳动关系诊断服务中心、和谐劳动关
系道德讲堂中心两大特色平台。劳动
关系诊断服务中心目前已累计为80
家企业开展劳动关系诊断服务，出具
诊断报告，依据报告建议进行整改。
和谐劳动关系道德讲堂中心依托道德
讲堂这一载体，大力宣讲企业关爱职
工、职工热爱企业的先进事迹，注重企
业人文关怀，坚持劳资合作共赢，成为
打造和谐劳动关系的创新品牌。

（须晓清）

钟楼经济开发区
入选全国和谐园区

本报讯 日前，根据江苏省市
场监管局的统一安排，专家组对钟
楼区江苏诺亚方舟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承担的河蟹精准养殖农业标准化
试点项目进行了考核验收。专家组
按照农业标准化试点有关考核要
求，听取了试点项目建设情况汇报，
实地查看了养殖现场，审核了有关
标准文件资料，最终该项目顺利通
过验收，这是钟楼区首个通过验收
的省级农业标准化试点项目。

近年来，区市场监管局将技术标
准工作作为实施标准化战略和质量强
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引导企
业利用自身优势参与国际、国家和行
业标准的起草工作，积极实施标准化
试点项目，提升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
增强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近两年，钟楼区共有1项国家级、
4项省级标准化试点顺利通过验收，进
一步提高了全区标准化管理水平，促
进产品质量更优、品牌更强。（戴林玲）

钟楼首个省级农业标准化
试点项目通过验收

本报讯 7月12日下午，常州
市“安责险杯”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决
赛在常州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
成功举行，全市6个地区共30名选
手参加比赛，钟楼区参赛队伍荣获
第一名。

“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钟楼
区积极组织各级安全监管人员和企
业员工开展安全生产知识竞赛。根
据初赛结果，选派了5名选手参加
本次决赛，其中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3名、街道基层安监人员2名。
竞赛分别从每人必答、抢答和

风险题三个环节展开角逐。竞赛
过程中，6 支参赛队伍你追我赶，
选手们的精彩竞答不时引来场下
阵阵掌声。

通过此次竞赛活动，有效增强了
全民安全生产意识，提升安全素质和
风险防范的能力，进一步为促进全区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夯实基础。

（戴建明）

全市“安责险杯”知识竞赛
钟楼折桂

7 月 12 日，由五星街道白云社区主办的第十八届“老少携手，初心很
young”主题夏令营正式开营。

据悉，本届夏令营活动分为“红色追梦”“非遗传梦”“科技兴梦”三大系列，
开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多彩课堂，在青少年的心中构筑起“强军梦强国梦”，
争做时代追梦人。 王可人/文 张书昊/摄

日前，运河苑社区组织志愿者对小区楼道内的乱堆放进行了全面清理。志
愿者纷纷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带动居民，增强居民的文明意识、卫生意识、
环境意识、家园意识，共同努力，营造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吴小青图文报道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机械工业
联合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办的第
十五届“中国机械工业百强、汽车工
业三十强企业信息发布会”在哈尔滨
召开，2018年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
名单在会上正式发布，常柴股份有限

公司位列第88位，今年也是连续第11
年上榜。

中国机械工业百强、汽车工业三
十强发布会是中国机械工业最权威、
最具影响力的企业信息发布活动，旨
在总结过去一年间机械工业所取得的

成绩，引导行业企业持续做优、做大、
做强，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
流企业。

常柴是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民族工
业企业，是中国最早的内燃机专业制造
商之一，也是全国农机行业及常州市第

一家上市公司。公司主要生产中小功率
柴油机，目前拥有省市高新产品近40
个，拥有国内外专利145项，其中发明专
利14项、国外专利8项，产品广泛应用
于皮卡、轻卡、低速载货汽车、拖拉机、收
割机、园艺机械、植保机械、高速插秧机、
发电机组、工程机械、冷链及船舶等领
域。“常柴”牌柴油机连续多年入选“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2019年，品
牌价值已达84.79亿元。

（顾克琦 王勤根）

常柴连续11年入围中国机械工业百强

红色追梦 多彩课堂

清理楼道 幸福家园

本报讯 7月16日上午，区委书记
赵正斌对钟楼区文明城市建设情况开
展暗访督查。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创新工作举措，着
力提升文明城市建设常态长效水平，努
力打造群众满意的和谐幸福城区。

赵正斌首先来到大润发超市，察看
公益广告设置、车辆停放、环境卫生、消
防安全等方面情况。他要求有关部门加
强业务指导，不断提升大型超市精细化
管理水平。在清潭菜场，赵正斌详细了
解了农副产品快检工作流程，要求菜场

管理人员加大食品安全检查力度，着力
保障居民“菜篮子”安全。赵正斌还督查
了陈渡新苑小区和经纬巷，查看居民小
区管理和背街小巷常态化管理效果。他
强调，要进一步提升居民小区文明创建
水平和背街小巷公共秩序管理水平，加

大环境卫生保洁力度，让广大居民群众
切实体会到文明创建带来的成果。

赵正斌要求，区文明城市建设指挥
部要加强对基层的工作指导，进一步抓
好长效机制，从细、从实、从严建设好“文
明钟楼、人文钟楼、幸福钟楼”。要围绕

“管理明星城市”这一目标，以绣花功夫、
精准意识、美学理念，聚焦重点、大胆实
践，推动城市管理各项水平不断提升，着
力打造幸福宜居新钟楼。

（姚福达）

暗访督查 提升城市文明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