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2 月 10 日，天宁区首个
“无讼村居”示范点在郑陆镇牟家村揭牌。

所谓“无讼村居”，就是通过发挥
人民法院司法职能，联动各方力量，构
建基层纠纷化解防控体系，将矛盾化
解在萌芽状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

创建“无讼村居”是落实“把非
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要求的
具体体现。

在诉讼“爆炸”、审判机关“案多人
少”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多渠道、便捷
化矛盾预防化解网络，营造“少讼”甚
至“无讼”的和谐环境，成为社会治理
面临的新课题。

据 天 宁 法 院 立 案 庭 庭 长 梅 磊 介
绍，为创建“无讼村居”，天宁法院将通
过以村居为载体，延伸审判职能，在村
居设立派驻法官联络点，开展法律咨
询和巡回审判。同时，对有涉诉苗头
的纠纷，与各支创建队伍通力协作、联
动化解，力争把矛盾纠纷的“小火星”
扑灭在“第一现场”。

天宁法院自 2010 年起，就将“无
讼”作为工作抓手，主动将多元解纷工
作纳入社会治理全局工作中。先后选
取北环南村社区、新丰社区作为“无讼
社区”创建试点单位；选取黑牡丹（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天晟新材料有
限公司作为“无讼企业”创建试点单
位；以常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作为“无
讼学校”的创建示范点。近 3 年来，以
上试点单位没有诉讼案件或者起诉率
横向对比较少，对努力减轻群众诉累、
防控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
积极作用。

（徐蕾 李倩 徐佳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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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宁最美奋斗者

本报讯 为进一步了解干部任职
以来的工作表现和履职情况，增强新
任职干部廉洁从政意识，提高防腐拒
变能力。12 月 6 日，天宁召开新任职
领 导 干 部 述 职 述 廉 和 集 体 廉 政 谈 话
会。区委书记宋建伟，区委常委、纪委
书记、监委代主任李旌巍，区委常委、
组织部长房琴贞出席会议。

集 体 廉 政 谈 话 既 是 学 习 勉 励 过
程，也是警示教育过程。

宋建伟勉励大家要做不忘初心、

严谨细致、务实担当、鱼水融情、清正
廉洁的好干部。他强调，一要善于学
习，做“不忘初心”的好干部，始终将

“终身学习的理念”贯穿于工作和成长
的全过程，不断提高自身政治能力和
业务水平；二要慎于用权，做“严谨细
致”的好干部，始终保持强烈的事业心
和责任感，对待工作认真、求真、较真，
一丝不苟、精雕细琢，让“细节决定成
败”的理念在工作中走深走实；三要勤
于履责，做“务实担当”的好干部，发扬

“干”字在先、“实”字为要、“敢”字当头
的精神，干事要更有魄力、工作要更
讲效率，把模范标杆立起来；四要甘
于为民，做“鱼水融情”的好干部，用
权 必 须 忠 实 于 人 民 ，要 沉 到 群 众 中
去，查问题、听声音，真正把权力用在
为群众谋利益上；五要严于律己，做

“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始终坚持把纪
律规矩挺在前面，谨防腐败之门从身
边打开。

会上，周海鹏、吴洪初、钱滨、袁维

鸿、刘国强作为新任职干部代表，分别
进行述职述廉。同时，区委组织部结
合对科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日常考
察的情况，给 65 位新任职干部各写了
一封信，既肯定了工作成绩，也提出了
意见建议和改进方向。希望大家在今
后工作中，求真务实、敬业奉献、恪尽
职守、不辱使命，立足新起点、扩展新
思路、开创新局面，积极为天宁高质量
建设“三个明星城市”先行区贡献自己
的力量。 （罗翔）

开展集体廉政谈话 增强廉洁履职意识
本报讯 7 日，区委书记宋建伟

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他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等四个方
面开展宣讲。区四套班子领导出
席会议。

他强调，下一步全区上下要切
实把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和重要政治

任务，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全会
精神的热潮，真正用先进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提
升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他指出，要全面对标四中全会
的新部署、新要求，抢抓岁末年初关
键时期，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
项工作，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高质量
完成，同时要积极谋划好明年的重
点工程、重大项目、重点工作，以更
好的精神状态，齐力推进“三个明星
城市”先行区建设。 （陈凝）

区领导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6 日，2019 年天宁区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体委员会议召
开。会议回顾总结了今年以来文联
工作成效，对今后工作开展进行了
规划。据了解，2020 年，天宁区各
个板块都将成立基层文联。

天宁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舒文指出，群众文化既需要阳春白

雪，也需要下里巴人，希望区文联振
奋精神、形成共识，要把风采展现出
来；紧贴时代，多出精品，把作用发
挥起来；加强建设，补充血液，把实
力壮大起来，力争通过共同努力，将
天宁打造成引领全市的文化强区。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韩波出席
会议。 （陈凝）

2020年天宁将实现基层文联全覆盖

本报讯 12 月 6 日-7 日,“第
十九届中国上市公司百强高峰论坛
暨第五届中国百强城市全面发展论
坛”在上海举办，其间，黑牡丹荣获

“中国百强企业奖”。
论坛主办方为华顿经济研究

院，其前身为上海经济发展研究所，
是一家专门研究宏观经济、区域经
济和企业发展的咨询机构。

“中国百强企业”入榜标准以上
市公司利润总额为排序基准指标，以营
业收入、总资产、总市值等作为参考指
标，体现中国上市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深耕纺织服装行业 70 余年，
黑牡丹顺应时代发展，加快转型升
级,产业已拓展至城市综合功能开
发 和 创 新 产 业 投 资 等 领 域 。

（徐蕾 史涵子）

黑牡丹荣膺“中国百强企业”

本报讯 12 月 6 日，天宁区关
工委在郑陆实验学校举行“银铃奖
学金”颁发仪式，共有 39 名郑陆学
子获得奖学金。

“银铃奖学金”由叶英琳女士全
资捐助，这是她捐资助学的第6年。

今年 58 岁的叶英琳曾多年在
茶山街道、兰陵街道从事关工委工
作。她关心的第一个孩子是丽华新
村第三小学的一个孤儿，和这个孩

子的相处过程，让她坚定了帮助更
多孩子的信念。

此后，叶英琳在岗位上积极组
建五老志愿者队伍，建立五老工作
室，开展捐助活动，为孩子提供课后辅
导等。2014年，叶英琳在天宁区关工
委的帮助下，成立了“银铃奖学金”爱
心基金，先后出资7万元，资助奖励天
宁辖区在校优秀困难中小学生 153
名。 （姚海燕 徐佳誉）

叶英琳6年义助153名优秀困难学子

本报讯 业务大PK、擂主争霸、
社工风采展、青果巷解说⋯⋯近日，天
宁街道开展青果“增能树”工程风采展
示活动，社工们以情景剧、DV展、歌
舞表演等多形式展示培训成果。

今年年初，天宁街道联合中共市
委常州党校启动为期一年的青果“增
能树”工程。“增能树”即寓意新进社
区工作者犹如一棵棵稚嫩的小树，需

要不断施加成长能量才能发展壮大。
该工程以天宁街道所辖 15 个

社区、村的一线社工为培训对象，以
集中授课与业余自学相结合的方
式，从政治理论、专业知识、公共安
全知识、心理疏导等方面全方位开
展专业培训，以提升社区工作者理
解政策、解决矛盾和工作创新方面
的职业能力。 （徐蕾 沙杨）

青果“增能树”践行新风尚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天宁区在牢牢把握好主
题教育总要求和总部署的同时，积极
发挥基层党组织力量，打开居民“家
门”走进他们“心门”，了解居民们的烦
心事和揪心事，将主题教育的问题整
改落实到位。

文明养犬意识渐入人心
恶犬伤人、遛狗不拴绳、随地排

泄⋯⋯不文明养狗行为惹人厌。采
菱公寓是个安置小区，有 3325 户，一
直以来，部分居民的不文明养犬行为
成为邻里之间比较集中的矛盾点。

为 了 让 文 明 养 狗 理 念 深 入 人
心，促成文明养狗、规范养狗的良好
氛围，采菱社区积极创新方式方法，
结合小区实际情况推出“文明养犬总
动员”项目，取得一定成效。而第二
批主题教育开展后，采菱社区更是将
主题教育与文明养犬宣传结合起来，

利用基层组织的工作优势，充分发挥
社区居民委员会、小区物业以及动物
保护协会等民间组织的力量，推动解
决养犬服务管理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除了运用公益性广告宣传、小区
内设立标识、媒体参与等方法，将教
育、引导、宣传工作常态化外，采菱社
区还免费为狗狗注射狂犬疫苗、发放
狗绳、统一办理常州市养犬登记证等，
并举办萌宠大赛、宠物饲养问题咨询
交流、文明养犬随手拍等一系列寓教
于乐的活动。

如今，养犬人文明规范饲养意识
越来越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也得到切实提升。

热心税务小哥暖人心
“您这个辅导真是太及时了，帮我

们减少了2万元的税收支出！”常州市
宏烨起重安装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爱华
在税企微信群里激动地说。

常州市宏烨起重安装有限公司
是一家今年 8 月刚成立的小型微利
企业，主要从事起重吊装、搬运装卸
服务，天宁区税务局税源管理四股副
股长谭浪在为该企业办理其他涉税
事项的时候，发现该企业可能符合享
受加计抵减政策的条件而实际未享
受，当即核对并对该企业财务人员进
行了政策辅导。

“根据加计抵减新政，企业共计有
19.74 万元的进项税额符合加计抵减
条件，享受加计抵减政策后可以为企
业节约税收支出近2万元。”在谭浪向
财务人员耐心讲解后，企业财务小陆
终于掌握了政策。

据了解，自主题教育部署以来，
天宁税务以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检
验主题教育成效，而这种责任担当也
传递给了每一位税务工作人员。利用
自身业务精通的优势，谭浪多次牺牲休
息时间为企业开展政策辅导，他主讲的
减税降费宣传视频还被学习强国平台收
录。同时为了服务更高效，谭浪还建立
了减税降费服务微信群，群内合计有
企业负责人和财务人员近 500 人，每
次有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出台，他都第
一时间在群内发布相关信息并解读，他
也因此被广大企业财务人员称为“热心
税务小哥”。 徐蕾 顾支静 常志彬

打开“家门”走进“心门”

“从业 40 多年，我的奋斗目标始终
是在纺织行业里做好一块布，想方设法
把这块布做到最好。个人奋斗靠企业，
企业发展靠什么呢？”

张国成是旭荣集团常州旭荣公司副
总经理。作为企业高层，他把个人的奋
斗目标融进了企业的发展中。

2007 年 5 月，无锡太湖爆发了严重
的蓝藻污染事件，把纺织印染企业推上风
口浪尖，这让张国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压力和危机，“企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张国成在第一时间向旭荣集团台北
总部提出了加快旧工厂搬迁和建设绿色
工厂的建议，建议迅速得到总部批准，但
前提是“搬迁工作必须在30天内完成”。
在张国成的带领下，全体人员一天拆成
两天用，30 个白天，30 个黑夜，终于在
2007 年 6 月，常州旭荣公司正式搬迁至
如今位于天宁新城的厂区，创造了纺织
行业搬迁的奇迹。

在完成“绿色”蝶变后，张国成又把
目光放在了创新发展上。近3年公司先
后投入研发费用13298万元。每年研发

新品4000多种，占市场80%以上新品面
料，授权专利43项，其中发明专利13项。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凭着十足底
气，常州旭荣在中国大陆、莱索托、肯尼
亚、柬埔寨都开设了生产基地。公司还
通过了阿迪达斯、耐克、李宁、安踏等国
际知名品牌的客户认证，成为这些大品
牌的稳定供货商。

尽管外部环境错综复杂，旭荣 2019
年的销售额、纳税总额、出口创汇、利润
总额较去年同期均增长40%。

张国成把个人的奋斗目标融进企业
后又融进了大时代。最近，以他个人的
奋斗史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理念》。

“在见证了行业的兴衰变化后，我的
使命就是通过总结提炼自己多年管理企
业的有效方法，放进这本20万字的书里，
希望能解决企业的共性问题，推动全国
的纺织行业不断发展。” 陈凝

张国成：30个白天+30个晚上=60天

本报讯 近日，天宁区东青新街 190
户住户装上了天然气。

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东青新街
是一个老旧小区，始终没有安装天然气，
居民做饭大多使用瓶装液化气、电磁炉，
还有个别居民家中一直使用蜂窝煤，不
仅污染环境，未熄灭的煤渣还给小区消
防安全带来诸多隐患。

2019 年，东青社区启动“天然气微
自治”试点项目，即建立以单元楼道为
基本单元的“微自治”模式，推动社会治
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由社区牵头新奥
天然气公司，引导社区居民和东青社区
居家养老志愿者协会通过规范的协商
议事程序，有序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和业
委会成员进行入户统计，经过详细摸
排，190 户住户顺利完成了天然气登记
和安装。 (潘怡)

东青新街190户住户
装上天然气

在儿童医院朝南的大门口，东边
是肖立胜的早餐摊，西边是李进军的
早餐摊。

他们是同事，也是夫妻。因为是
面对面摆摊，被同事称为“对面夫妻”。

“你那边还有鸡蛋饼吗？”
隔着10来米远，妻子肖立胜的声

音，李进军听得清清楚楚。他赶紧把
自己摊上的货送过去。而他自己缺
货，就直接到妻子的早餐摊上去拿，相
互调剂。

李进军 60 岁，肖立胜 57 岁。在
李进军眼里，肖立胜不仅名字像男孩
子，性格也像男孩子。

因为儿子大学毕业留在上海，
2010 年后，为了离儿子近一些，夫妻
俩从老家湖南长沙到了常州。城市干
净，肖立胜第一眼就喜欢上了。

最早是李进军一个人做亿家乐早
餐。“天天盘货，进了多少货，出了多少

货，基本上没有误差，后来就不盘货
了。”

看到丈夫忙得连吃早餐、上厕所
的时间都没有，肖立胜干脆辞职，在旁
边多申请了一个早餐摊。

做早餐，特别忙，要现做鸡蛋饼，
要为顾客拿包子、拿粥，有人付现金，
还要找零。至于支付宝、微信付款，根
本没有空看。

经常有年轻人提醒肖立胜看一下
手机。“我都回他们，不要看了，常州人
素质高。哪怕当时忘记了付钱，还会
返回来的。”

去年，有人买了早餐，把钱包落在
早餐摊上了。忙完一阵后，肖立胜才
发现，她把包放在醒目的地方，可是没
有人来认领。后来，她就让城管队员
交到了派出所，民警通过包里的证件，
找到了失主，里面的1800多元现金一
分不少。

来儿童医院看病的，都是孩子。
做早餐时间久了，肖立胜还会按孩子
病情销售。

“发热的不能吃鸡蛋，咳嗽的不能
喝甜粥，还有肠胃不舒服的、感冒的，
我会准备清淡的，像青菜包、菜粥啊。”

每天3:50起床，4点去工作地点，
回家11点，不论刮风下雨，不论严寒酷
暑，两人一起出门，一起收摊。

今年国庆节后，儿子结婚，夫妻俩
休息了 5 天，这也是做 5 年早餐下来
第一次请假。

亿家乐派人帮着出摊。老顾客就
天天转着早餐摊问，阿姨呢？叔叔
呢？两人什么时候回来？等到再次看
到夫妻俩时，都说叔叔阿姨你们终于
回来了。

“被这么多人关心着，心里暖暖
的。被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

凃贤平 邵晶慧 蒋愚澄

——“对面夫妻”李进军和肖立胜的故事

被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

张国成（左三）和员工在一起

下课后，学生们在足球场上奔跑、嬉戏，非常开心。这片五人制足球场
是由爱心企业劲友新材料捐赠给清凉小学的。 张海韵摄

民生小事民生小事
映照初心映照初心

本报讯 近日，从常州市公安
局天宁分局获悉，天宁警方破获的
以陈某为首的黑恶势力团伙案件，
目前已经进入审判环节，第一次开
庭已结束。

据了解，2003 年起，犯罪嫌疑
人陈某先后结识犯罪嫌疑人赵某、
居某等人，通过给成员发放工资、提
供作案车辆补贴、事后吃饭唱歌等
手段树立威信、笼络人心，拉拢刑释
解教和社会闲散人员，逐步形成了
有组织领导者、有骨干成员、有积极
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

犯罪嫌疑人陈某先后指使组织
成员多次使用暴力、威胁和其他违法
手段，有组织的在天宁、武进等地区实

施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敲诈勒索及其
他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称霸一
方，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去年 7 月，常州天宁警方接到
相关线索后，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
对相关线索情况进行秘密侦查，一
方面对相关犯罪嫌疑人身份、涉警
涉案、资产、人员交往、活动轨迹等
情况进行深度研判，另一方面积极
寻找被害人核实具体案情。

历时 7 个月，专案组基本摸清
了组织人员的框架和基本犯罪事
实。警方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晚对
该组织首要分子和骨干成员开展集
中收网抓捕工作，先后抓获犯罪嫌
疑人10人。 （姚海燕）

天宁警方摧毁一起有组织黑恶势力团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