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 月 18 日下午，天宁
区组织召开资本市场新政解读培训
会，邀请资本市场专家授课，副区长
周登蓉出席会议。

近期，全国股转公司连续发布
了全面深化新三板改革的最新业务
规则，而《证券法》也完成了近十年最
大的一次修订，于3月1日正式实施。

本次培训，从精选层挂牌具有
IPO 的核心特征、企业如何具体选

择资本路径、精选层的流动性将发
生根本性变化三个方面，介绍了新
三板的最新政策；同时解读了《证券
法》修订概况、适用范围，以及关于
发行、交易、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
露、投资者保护、法律责任等最新条
款，及具体的落实及应对措施。

全区近30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拟IPO企业负责人参加培训。

（陈凝 周旭旻）

“店小二”送资本市场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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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功五个明星城建功五个明星城

本报讯 3月25日，十届天宁区委第
十轮巡察已全面完成进驻。按照区委部
署，本轮区委巡察组分别对区工业和信息
化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城市管理
局、区农业农村局、区行政审批局、区信访
局党组织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政治巡察。

区委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党
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
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
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
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
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
报与反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
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有关部门认真
处理。

本次巡察工作设专门值班电话、邮
政信箱等，巡察组受理电话的时间为工
作日9:00-17:00。具体安排如下：

区委第一巡察组巡察区城市管理局

党委、区行政审批局党支部，值班电话：
18806127272 (可接收短信)；通信地址：
常州邮政183号专用信箱第一巡察组收，
邮编：213002；电子信箱：cztndyxcz@
126.com；联系信箱设置地点：常州市天
宁区竹林北路256号天宁科技促进中心3
楼东餐厅门口、常州市天宁区太平桥路
28 号天宁区环境卫生管理处大门口、常
州市天宁区中吴大道878号雕庄街道城
管中队大门口、常州市天宁区河海东路9
号青龙街道办事处大门口、常州市天宁
区龙游路4号茶山街道城管中队大门口、
常州市天宁区红梅新村80号红梅街道城
管中队大门口、常州市天宁区桃园路7号
天宁街道城管中队大门口、常州市天宁
区浦陵南路兰陵尚品10幢北侧兰陵街道
城管中队大门口（区城市管理局）；常州
市天宁区竹林北路256号天宁科技促进
中心1楼枫尚汇超市东门过道处、常州市

天宁区翰学路天宁区政务服务中心大门
口（区行政审批局）。巡察组每周三下午
在驻地接待群众来访，其余时间可接受
群众约访，驻地地址为：常州市天宁区竹
林北路 256 号天宁科技促进中心 18 楼
1860办公室。

区委第二巡察组巡察区工业和信息
化局党组、区农业农村局党组，值班电话：
18806127373 (可接收短信)；通信地址：
常州邮政183号专用信箱第二巡察组收，
邮编：213002；电子信箱：cztndexcz@
126.com；联系信箱设置地点：常州市天
宁区竹林北路256 号天宁科技促进中心
12 楼南侧中庭（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常
州市天宁区竹林北路256号天宁科技促
进中心16楼南侧中庭、常州市天宁区郑
陆镇迎宾路12号天宁区郑陆畜牧兽医站
大门口、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邮电东路2
号天宁区郑陆水利站大门口（区农业农

村局）。巡察组每周三下午在驻地接待
群众来访，其余时间可接受群众约访，驻
地地址为：常州市天宁区竹林北路 256
号天宁科技促进中心18楼1862办公室。

区委第三巡察组巡察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党委、区信访局党支部，值班电
话：18761180229(可接收短信)；通信地
址：常州邮政183号专用信箱第三巡察组
收，邮编：213002；电子信箱：cztndsxcz@
126.com；联系信箱设置地点：常州市天宁
区竹林北路 256 号天宁科技促进中心
1411室西侧（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常
州市天宁区竹林北路256号天宁科技促
进中心 5 号楼 B 座东入口（区信访局）。
巡察组每周三上午在驻地接待群众来
访，其余时间可接受群众约访，驻地地址
为：常州市天宁区竹林北路 256 号天宁
科技促进中心18楼1852办公室。

（姚海燕 周小莉）

十届天宁区委第十轮巡察完成进驻

本报讯 近日，天宁区对畜禽
养殖禁养区范围进行了调整，调整
后全区禁养区划定总面积为 65.6
平方公里，与原先规划的 125 平方
公里面积相比，释放了约 59.4 平方
公里的养殖空间。

据天宁生态环境局污染控制科
工作人员蒋翔峰介绍，原畜禽养殖
禁养区面积占了天宁区总面积的
80.9%，划分调整后，沿用了茶山街
道、红梅街道、天宁街道、兰陵街道
等 4 个城镇建成区为禁养区，将雕
庄街道和青龙街道部分区域调整为

禁养区，同时郑陆镇的禁养面积占
比由之前的67.1%下降至7.5%。

划定方案出台后，他们将加强
对养殖场户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技
术指导和帮扶，畅通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渠道。

此外，为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
场供应，从今年开始，天宁将在郑陆
镇新建一个二花脸猪养殖场，按照
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实现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配套率达 100%，预计
2022 年建成，建成后年出栏量将达
1万头。 （徐蕾）

释放约59平方公里养殖空间

天宁重新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

本报讯 “我们虽然不能像医
护人员奔赴前线，但基层的我们齐
心协力守护着天宁经济开发区的每
一个家庭，守护着如今复工如常的每
一家企业。”3月20日，天宁经开区工
作人员孙丽对着摄影机侃侃而谈。

3月19日至21日，天宁经济开
发区开展了 2019-2020 年度基层
党员冬训集中学习，创新推出了“直
播演讲”冬训新模式。

来自天宁经开区机关各部门、东
青一办三站、五村一社区的20名演讲

者以疫情防控为题材，用通俗易懂、生
动有趣的语言，讲述身边基层治理的
故事，向更多基层党员传递防疫工作

“正能量”，激发复工复产“新力量”。
同时，天宁经开区依托“学习强

国”“智慧 e 家”等线上学习平台，开
展理论知识线上自学。

冬训期间，天宁经开区还结合
线下专家讲学，在做好防护措施的
前提下，组织党员们围绕党史、制度
自信和应急管理三项课题展开深入
剖析学习。 （姚海燕 吴怡筠）

直播演讲、线上学习

天宁经开区推出冬训新模式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文化和
旅游厅等部门认定公布了第一批江
苏省传统村落名录，天宁区郑陆镇
焦溪村南下塘入选。

传统村落又称古村落，指村落形
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文化与自然资
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
经济、社会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

焦溪古村至少有 1200 多年历
史，坐落在沟通长江与太湖的水路
要道——舜河两岸，曾是武进、江
阴、无锡 3 县交界处的商贾重镇。
街镇依山而建，店铺枕河而筑，并形

成了一河、八街、六桥、十七弄的村
落布局。目前，以黄石半墙为独特
建筑风格的焦溪古镇正积极参与江
南水乡古镇联合申遗工作。

近年来，天宁区认真落实《江
苏省传统村落保护办法》，注重突
出规划统筹、修缮保护，有序推进
各类项目落地实施，充分结合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和 特 色 田 园 乡
村、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不断打
造村落宜居形态，努力还原传统
历史价值，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取
得初步成效。 （天轩）

南下塘入选首批省传统村落

本报讯 “每年都整治，但是还不
彻底。从去年开始盯了一年，今年一
定 要 把 龙 游 河整治好。”3 月 22 日下
午，区委书记宋建伟来到龙游河现场，
调研龙游河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施
工作业面，为下一步河道整治打 开 空
间。

一条龙游河，穿茶山街道而过，连
接起新老运河，有刘塘浜、三宝浜等多
条支流，流经 5 个村委、9 个社区，沿岸
生活着近 7 万人口。虽然近年来对沿
线水环境开展了全面治理，新建龙游河
泵站南站，实施朝阳四村、张墅桥等多
处沿河截污工程，但水质和滨水空间环
境仍与百姓的期待有一定差距。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听取各方
建议意见，龙游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将于 4 月 15 日正式启动。此次整治以

“水清、路通、景美、功能配套”为目标，
共将实施“无证建筑拆除、房屋征收、雨
污分流及截污、清淤驳岸、景观及业态
提升”五大工程。工程共投入资金 4.63
亿元，力争将在今年年内完成，沿线近
6.5 万名居民群众可以直接受益。“事权
下放后使得我们责任感更强了，包括居
民都非常支持这个项目。”宋建伟表示。

除了启动龙游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
程外，天宁区还将在道路、公园、绿地、河
道等推进城市精细管理，持续改善生态
环境，加快宜居美丽明星城建设。

据了解，天宁区目前已经详细制定
了“一路”“一桥”“一河”“一园”“一绿地”
提升五策，明确了全年项目工程数量、资
金来源和时间进度表，每年还将安排2-
3条城市主干道路进行大修，并对相关的
步道、绿化、灯光等设置了明确的指标要
求，形成了精准精细的“作战图”。

此外，天宁将在 5 月 18 日集中开工
建设横塘河东路、横塘河西路、河滨路、
夏雷路、永宁北路、华阳路等 6 条城市
断头路，同步实施光华路沿线绿化和新
运河廊道建设，确保 10 月 1 日凤凰新
城环岛路建成通车、龙游河整治工程基
本完工，年内还将启动工业大道东延、
新堂北路东延工程。

宋建 伟 说 ，天 宁 将 对 标 上 海、深
圳、杭州等先进地区，加快晋陵路、和
平路、延陵路、中吴大道等主次干道规
划策划，统筹考虑绿化品质、景观节
点、夜景灯光、标志标识，年内打造一
批示范样板路。同时，充分利用 5G 商
用契机，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对道路管网、水利泵站等实施
信息化、智能化改造，解决基础设施老
化等问题。 （罗翔 凃贤平）

龙游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4月15日启动

天宁加快推进宜居美丽明星城建设

本报讯 “强烈的信心可以打破厄
运！加油，卢奇尼亚诺！”23 日下午，10
箱印着这些字样的 2 万只医用口罩，寄
往意大利中部小城卢奇尼亚诺。这是
常州首次向欧洲的海外友好城区捐赠
抗疫物资。

卢奇尼亚诺是一座位于意大利中
部托斯卡纳大区佛罗伦萨、阿雷佐、锡
耶纳和佩鲁贾四省交界处的小城。

去年 11 月 7 日，在 2019 江苏乡镇

发展国际交流会上，天宁区作为常州市
唯一一个签约辖区，与意大利卢奇尼亚
诺市签订了友好城区意向书。

自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爆发以来，
天宁区始终关注卢奇尼亚诺抗疫进展，
天宁区商务局第一时间与卢奇尼亚诺
市旅游委员会主席斯特法诺·克雷斯蒂
取得联系、了解情况，“我们这里目前没
有确诊病例，但医疗物资十分紧缺，特
别是口罩，市面上已经找不到购买的渠

道了。”斯特法诺·克雷斯蒂语气十分焦
急。

友城的情况一直牵动着天宁人民
的心。“我们得知情况后，立即订购了一
批口罩发往卢奇尼亚诺，这批口罩已于
近日顺利送达。运输渠道打通后，我们
再次组织货源，加大口罩数量，尽我们
最大的力量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天宁
区商务局局长罗志勇说。

在获悉 2 万只医用口罩寄出的消

息后，卢奇尼亚诺市长卡西尼代表卢奇
尼亚诺全体市民感谢天宁，“在我们如
此困难的时刻给卢奇尼亚诺市民送来
特别的礼物。虽然我们的交往在当前
受到疫情的阻碍，但疫情过后卢奇尼亚
诺将会与天宁携手共同推进已列入计
划和有待开展的各项交流合作。”

据悉，下一步天宁区将持续关注卢
奇尼亚诺人民的需求，并提供抗疫物资
援助。 （宋婧 陈凝）

万里驰援

天宁区向意大利友好城区捐赠2万只医用口罩

本报讯 连日来，天宁区通过硬核举
措和温情服务，从强化宣传引导、提前申
报输入、实施精准管控等方面，精准把好

“外防输入”关口。
3 月 18 日，天宁成立亚朵酒店集中

隔离观察点，对境外归国人员实行集中
管理。茶山街道卫生服务中心担负集中
隔离点的医疗保障任务，从生活起居到

医疗服务，事无巨细。早上7点，身穿防
护服的护士长王莲珊准时将装有早餐的
大袋子放在了隔离人员的房门口，同时
将门口的生活垃圾取走。“一天 3 次送
餐、2次量体温，2次消杀，垃圾一天处理
一次。”王莲珊说。

为切实做好入境人员疫情防控工
作，3 月 21 日上午，天宁街道党工委、茶

山街道党工委、雕庄街道党工委在常州
亚朵酒店成立中共常州亚朵酒店集中隔
离点临时支部委员会。

社区依然是这次“外防输入”的防控
重心。青龙街道聚焦辖区居民中有亲属
在海外留学、旅居、务工等情况，以社区
为单位，与居民进行“一对一”建档对
接。此外还建立了信息台账，详细记录

抵达时间、隔离起始时间、身体状况等基
本信息，并实行闭环管控隔离。

九洲新世界社区作为兰陵街道涉外
人员返常最多的社区，前期通过QQ群、
微信群等方式，摸清动态情况；在得知有
人员准备返常时，用前期国内疫情防控经
验，做好政策宣传和信息提示；当涉外人
员返常后，继续实行严格的网格化管理。

而在东青社区，通过小区物业定期
排查业主和涉外出租情况，主动对接，共
排查出两名美国回常人员。社区民警及
社工立即上门，为两人测量体温、查看健
康码，并填写好《承诺书》。在随访工作
中，社工还时刻关注他们的生活需求，随
时提供帮助。 （凃贤平 葛街轩）

硬核举措+温情服务

天宁精准把好“外防输入”关口

本报讯 昨天，天宁区委书记
宋建伟主持召开区委审计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李克强总理对审计工作重要
指示以及相关会议精神，听取 2019
年审计工作情况和 2020 年工作重
点，审议并同意《2020 年审计项目
计划》（草案）。区领导许小波、李旌
巍、房琴贞出席会议，区委审计委员
会委员参加会议。

会议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全区

审计工作在推动重大政策措施落实、
保障全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促进党
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会议强调，今年全区审计条线
要结合天宁实际，提高政治站位，
准确把握审计工作新要求，提升业
务水平，积极展现审计工作新作
为，依法全面履行监督职责，推动
审计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迈上新
台阶，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保驾护航。 （陈凝 王静玉）

推动审计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月 23 日，天气晴朗，和风微
煦，郑陆村民在舜山樱花大道赏花
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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