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7
A072019年11月6日 星期三

编辑：吴飞 刘毅 A7

本报讯 近日，钟楼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开展工业气瓶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专项检查，对辖区内 3 家工
业气瓶充装单位开展全面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监管人员重点
检查充装单位许可证是否在有限
期内、现场作业人员是否有有效证
件、充装前后检查制度执行情况、
充装记录情况，是否存在充装超
期、改装气瓶、翻新气瓶和报废气
瓶情况，充装单位所使用的压力容
器、压力管道、叉车等特种设备是
否办理使用登记、是否有有效的定
期检验报告，是否充装本单位自有

产权且安装有二维码信息标识的
气瓶。

检查发现，辖区内各充装单位
整体情况较好，但因自有产权气瓶
数量过多，普遍存在未及时更新并
上报气瓶使用登记证统计表的情
况。区市场监管局要求相关单位立
即整改上报。检查同时，监管人员
实地调查了企业在使用信息监管系
统中存在的问题，将企业反映的问
题整理上报，帮助企业更好实现信
息化充装。加强企业自我排查、自
我管理，杜绝相关安全事故发生。

（吴昊 王龙）

杜绝事故
开展工业气瓶专项检查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好“党
员义工 365”活动，日前，区卫生健
康局机关党支部、区妇幼保健计划
生育服务中心-南大街街道城市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党支部组成志
愿者团队，走进天爱儿童康复中心
二分校，为 180 余名自闭症儿童送
去健康物资、健康课堂和康复训练。

党支部为天爱儿童康复中心捐
赠了耳温枪、血压计等健康礼包，并
为自闭症儿童的家长带来了关于秋
季高发疾病防治的课程。志愿者们
在天爱儿童康复中心老师的带领
下，参观了各个功能教室，了解了自

闭症儿童的特点，并通过和自闭症
儿童一起做手工、玩游戏，进行感统
康复训练，康复手的肌肉群和精细
动作。

自闭症是一类以缺乏情感反
应、语言发育障碍为特征的疾病，自
闭症儿童常被人们称作“星星的孩
子”。此次活动倡导全社会对自闭
症儿童投入更多的关注与爱心，在
为人民服务中锤炼坚强党性，充分
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彰显了
党员应有的社会责任感，推动党员
干部深入基层、深入一线，为民办实
事、解难题。

（金绚希）

关爱“星星的孩子”
争做党员先锋

本报讯 日前，邹区镇城管办
凌家塘分队开展整治卖蟹摊贩，加
大执法力度，净化周边环境。

最近，凌家塘振中路、建凌路聚
集了一批卖蟹摊贩。这些流动摊贩
较为顽固，长期在凌家塘市场周边
贩卖，经过多次劝离，但屡教不改，
严重影响市容环境和交通秩序。邹
区镇城管办凌家塘分队对此情况进

行了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过程中，
队员文明执法，对流动摊贩进行教
育，并按照执法程序将相关经营物
品暂扣，共暂扣电瓶三轮车 5 辆，螃
蟹 6 筐，其他贩卖货物 14 余件。下
一步，凌家塘分队会继续加强凌家
塘市场周边的巡查力度和执法力
度，打造市容整洁、道路通畅的市场
环境。 （周新）

整治卖蟹摊贩
创建美好环境

本报讯 日前，“就业创业服务
园区行”活动在五星街道运河五号党
建馆举行，此次活动是为帮助在常高
校毕业生解决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提升其就业创业能力，有
效实施院校学生就业创业服务启航
行动计划。本次活动由钟楼区人力资
源开发管理服务中心举办。

活动现场，创业导师进园区，向
大学生提供就业创业指导、政策宣
讲与咨询等服务，帮助他们掌握就

业政策、提高求职技能。近两年，省
市级优秀创业项目获得者讲创业故
事，谈创业经验，让毕业生了解创业
过程，帮助毕业生积累创业经验。
最后还组织大学生重点参观园区内
的几家富有特色的创意企业，让大
学生们感受创业氛围，增强创业意
识和创业能力。希望通过此次活
动，能够帮助到更多有创业意愿的
青年了解钟楼，并且享受创业优惠
政策。 （周静）

助力创业 梦想启航

近日，江苏幸福天年养老服务有限
公司顺利入选第三批省级养老服务创
新示范企业，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国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
家企业入选第四批省级生产性服务业
领军企业。这是区发改局强化企业服
务能力，深化创新转型，打造最优营商
环境结出的又一硕果。

“通过政策引导、政策宣传、上门辅
导等措施，区发改局组织帮助这些企业
项目申报，同时也推进企业提档升级。”
区发改局局长朱希贤说，今年以来，钟

楼区发改局以“重大项目攻坚年”活动
为主题，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管理，
主动上门服务，招招暖心，为全面激发
全区发展贡献新活力。

“区发改局就好像一位生产队长，
为项目推进起到协调服务作用。”朱希
贤说。近年来，区发改局围绕重点项目
推进，通过项目工作信息群、现场推进
等方式，及时掌握、协调、督办项目建设
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牵头解决了
裕兴薄膜、丽岛新材、中英科技、米码头
等企业在项目落地投产等过程中出现
的各类问题，切切实实为企业发展提供
暖心服务。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区发改局
在走访企业的同时，更注重上门服务的
实效，通过多部门联动、一企一方案等
方式，真正为企业排忧解难，让企业感

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在实际操作中，
企业遇到了产业规划、基础设施、配套
服务、土地及建筑产权政策等一系列问
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跨多个部门
进行协调。在发改局牵头下，各相关部
门和属地坐在一起进行会商，大家结合
工作职责提供专业意见，为企业出谋划
策，全方位大力支持企业转型升级，为
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同时，区发改局为区域企业发展积
极争取政策支持。今年以来，帮助江苏
省长江智能制造研究院争取到省发改
委战兴补助资金 2000 万元，帮助国投
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五星街道项目
列入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 2019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争取资金460万
元；同时，组织科达斯特恩、龙冶节能 2
家公司申报市级工程研究中心，指导常

州企业征信服务有限公司和常州泊爱
堂礼仪服务中心申报省级现代服务业
发展专项资金服务业标准化建设企业
政策奖励。完成十大产业链库调库工
作，为了优化十大产业链库企业结构，
提高入库企业的含金量，通过摸排、筛
选，调出了 7 家企业，调入了 8 家企业，
最终有72家企业入选市十大产业链库。

此外，区发改局积极牵头组织做好
钟楼区省双创示范基地申报工作，组织
编制《钟楼区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实施方
案》，上半年成功入选省第三批双创示
范基地。同时，区发改局抓住成功申报
省级双创示范基地的机遇，深度优化营
商环境，促进“双创”升级。充分发挥大
企业支持引领作用，提升中小企业专业
化能力，优化融通发展环境，创新推进

“双创”工作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模式。
据了解，钟楼区已基本形成“一带

四园+众创空间（特色产业园）”的空间
格局与“两新一智+四新经济”的产业发
展模式。目前，区发改局正在牵头起草

《钟楼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
融合试点方案》，全面落实省、市关于组
织开展江苏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深度融合试点的决策部署，激发市场
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
发展方面钟楼已具有一定的基础条件，
并取得了初步成效。未来，推进‘两业’
融合发展将是钟楼创新发展的关键路
径。”朱希贤表示，“两业”融合发展既紧
密结合钟楼的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又
符合做强做优都市型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要求。下一步，区发改局将坚持科工
贸 一 体 化 发 展 ，以 企 业 示 范 突 破 为

“点”、产业链延伸为“线”、园区深度融
合为“面”，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
业深度融合发展，形成“两业融合、双轮
驱动”钟楼特色模式，打造钟楼“两业”
深度融合区域集聚发展的新路径。

王可人图文报道

区发改局：为企业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84 岁的陈学清，伏案挥笔，正在
书写着今年的典故书签底稿——多年
来，退而不休的他始终采用书画形式
发挥余热，积极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建设。回顾一生，从年少时得到党
的培养步入杏坛，到1982年开始写入
党申请，80 岁终于圆梦，在耄耋之年
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钟楼
区离退休老干部陈学清很是激动：“信
仰是不会退休的，书画就是我现在捍
卫信仰的武器。”

一

“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
是靠党的全额助学金才把我培养成一
名光荣的人民教师。1957 年毕业后，
工作了 1 年，党又保送我去师专深
造。1960年我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又
是党把我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工作
42 年，从一个小学教师到中学教师到
校长到区政协副主席，无一不是党的
培养，我从内心感激党。”

陈学清 1935 年出生于张家港，
1949年小学毕业，当时就已经显露出
与书画的缘分。“解放初期工作队进
村，家访时看到我正画连环画，第二天
就扛了捆报纸来，让我学着画宣传
画。”

1950 年，陈学清走出农村，考上
了“江苏省丹阳师范学校”，学校的创
始人正是著名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吕
凤子。“入学当年，刚变成普通师范，但
艺术的氛围浓厚。”毕业后，陈学清分
配到了城西小学，又调到平冈小学，即
今天的实小平冈校区。

陈学清总是说：“一个老师，对于
教学只要有心，钻进去做，总会成功。”

1980 年，陈学清被任命为平冈小
学校长，这是陈学清人生里书写最用
力的一段轨迹：一方面，他刻苦钻研教
学，在履行行政职务的同时从未离开
过对教学一线的关注，屡屡提升教学
质量；另一方面，他还积极创造条件，

通过开办校办厂，不断提高教师待遇。
陈学清说：“那时的平冈小学，是

全市小学里第一个建成电脑教室的，
拥有最好的实验室、图书馆，还造了
3 层教学楼，校园里还塑了汉白玉雷
锋像。我们用自有资产给老师们增加
的收入达到 2800 元，超过了他们当时
一年的工资。”

二

“入党是我终生的要求，但一直到
80 岁，我才真正加入党组织，是圆了
我的梦啊！”陈学清说。

怀着一颗感恩之心，陈学清从
1982 年开始就一直打入党申请，但直

到 80 岁才正式入党。这中间，如同书法
里金钩铁画般的转折。

1984 年，当时郊区的区委副书记直
接找陈学清谈话，认为他已经符合入党条
件，但组织上考虑到他在党外可以发挥更
大的作用，建议他暂缓入党。于是陈学清
在当时的郊区政协做了 10 年的副主席，
退休时本可以直接入党了，但恰逢全市行
政区划调整，就又延缓了。

陈学清在一段自述中写道：“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
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
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对一个人
来说不也如此吗？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
党信徒，信仰永远不会退休。于是我选择
了书画，既是我青少年时期的爱好，又适
合养生，更能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
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余热。”

这两年，陈学清先后组织钟楼区书画
摄影协会多次创作“美丽中国，爱我常州”
诗书画百米长卷，多次开展以法治常州为
主题的书画摄影活动。2016 年 6 月 28
日，他还在钟楼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举
办“学习总书记用典，迎建党 95 周年”老
干部书画摄影作品展，几乎年年都有新活
动。

2016 年 10 月，陈学清突然病倒，被
查出患了脑瘤，赴上海动手术后，他发
现，由于脑神经受到射线的伤害，平衡得
不到控制，手脚不听指挥，但这依然不能
阻挡陈学清对书画的爱好，他决心从“千
字文”开始，一笔一划临帖，经过一年多的
努力，重新找回书画感觉。

“我很珍惜宝贵的时光，就想力所能
及做点事情。”陈学清说。80 岁入党的
他，把人生经历尽付与一副自撰对联：“献
与杏坛终无悔，翰墨丹心书深情”。

何嫄图文报道

80岁入党 初心不改

新中国新中国 新钟楼新钟楼

11 月 2 日下午 4 时，在常州中天
钢 铁 体 育 馆 ，由 常 奥 体 育 运 营 的
2019—2020 年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
一阶段展开首轮较量，江苏中天钢铁
女排以 3：0 战胜四川女排，迎来开门
红。 史康图文报道

充满创充满创新活力的新活力的

高质高质量量城区城区

建设

江苏女排
新赛季首秀

考察新博智汇谷考察新博智汇谷

2019年三季度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

单位名称

南大街街道

西林街道

五星街道

市检实地得分
（40%）

95.36

91.81

90.56

区检综合得分
（30%）

90.34

94.08

91.46

区级专项测评得分
（30%）

83.25

83.13

86.50

总分

90.22

89.89

89.61

排名

1

2

3

各街道综合得分前三名

各责任部门得分前五名

部门名称

卫 健 局

团 委

妇 联

消防大队

教 育 局

实地得分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

未成得分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综合得分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各工作组得分前三名

部门名称

诚信建设组

未成年人工作组

宣传活动组

扣分项数

0

2

2

扣分项分值

50.00

0.68

1.37

得分

100.00

98.64

97.26

排名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