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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9 日，区长董彩
凤主持召开区疫情防控调度会议，
对全区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部署。

会议听取了教育、工信、民政、
人社、卫健、公安等部门近阶段疫
情防控工作情况。

就进一步做好近阶段疫情防
控工作，董彩凤强调了三点要求。
一是思想上毫不松懈，要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省、市疫情防控最新要
求，充分认识国内国际疫情防控形
势，及时吃准吃透各级防疫精神，
慎始如终抓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

作。二是防控上毫不松懈，要突出重
点地区、重点人员管控，严格监管排
查；要积极做好防控指南落实情况督
查，增强群众防护意识；要把各项防
控措施落实到位，加强对农贸市场、
超市、餐饮等场所的防控，对来自高
风险地区的商品进行风险监测。三
是保障上毫不放松，要抓好防疫物资
科学储备工作，认真开展防疫督查检
查，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加强舆论宣
传引导，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
力 以 赴 保 障 经 济 社 会 稳 定 健 康 发
展。 （薛婷）

严格监管排查

钟楼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6 月 18 日，全市首场
“同庆七一 共话小康”送理论进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活动在东头村
社区开讲，由市委党校校务委员、
教育长蒋鸣鹛主讲。

“同庆七一 共话小康”理论宣
讲由市委宣传部、市委党校联合主
办，旨在围绕“弘扬常州精神 决胜
全面小康”这个主题，讲好中央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决策部署、成果成
效，讲好常州精神和常州故事。

此次讲座以《贯彻两会精神

决胜小康社会》为题，从新形势、新要
求、新发展三个方面详细讲解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关于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重点任务。

会议强调，宣传学习贯彻全国两
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
要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两
会精神要求上来，为决胜高水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推动钟楼高质量发展
勇创佳绩、再立新功。 （袁玲）

同庆七一 共话小康

本报讯 6 月 19 日，钟楼区举
办全区侨界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座谈会
暨“一粽浓情 一粽乡愁 和美与
共”端午节主题活动，感受端午传
统文化魅力，汇聚统一战线的强大
正能量。

活动上，区侨界人士、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及党外人士代表共同学习
了全国两会精神并观看了《战“疫”
先锋》宣传片。

活动现场举办了北港街道新联
会揭牌仪式。新联会将积极发挥好

“留学报国人才库、建言献策智囊团、
民间外交生力军”的先锋表率作用，真
正成为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娘
家”和“港湾”。

现场还开展了五彩手绳 DIY、包
粽子、香囊制作、鸭蛋网编织等端午传
统文化体验活动。大家一边动手体
验，一边畅谈端午风俗。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立足自身
实际，把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的成
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助推
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

（钟萱）

一粽浓情 一粽乡愁

钟楼区统战人士共度和美端午

本报讯 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尤其是低洼地治理，更是与老百
姓息息相关的重要民生工程。5 年
来，钟楼总投资超 3 亿元，共实施了
35 项低洼地治理及其他水利综合整
治工程，这些工程均在汛期发挥了明
显作用。

近日，记者在白家浜泵站看到，经
过改造提升，排水流量提升了一倍，以
往的积水现象基本消除。

白家浜泵站位于永红街道白家浜
与白荡河交汇处，承担长江路以东清
潭路以南片区约 1.4 平方公里区域的
防洪除涝安全。往年梅雨季节，每逢
大雨，该片区路面积水严重，最深处达
到四五十厘米，居民出行十分不便，当
地老百姓反映强烈。永红街道水利管
理服务站副站长顾伟荣对此深有感

触，“但是由于老白家浜泵站排涝能力有
限，暴雨时水位不降反升，严重时内河白
家浜的水位甚至比外河白荡河还要高。”

为了改变该片区长期受淹状况，钟
楼区决定实施白家浜泵站提升改造工
程。该工程总投资 1821.97 万元，去年
11 月 1 日开工建设，今年 5 月 10 日完
成主体工程。新泵站在原址改建，排水
流量扩大一倍，并同步实施附房、水、电
等综合配套设施。同时，泵站进水口还
新增了一台清污机，可以自动拦截并打
捞水面漂浮的垃圾，提高泵站运行排水
效率。5 月 27 日，白家浜泵站完成水下
工程阶段验收，设备安装具备运行排涝
要求。

6 月 15 日-16 日，我市出现连续暴
雨。为防范降雨可能带来的内涝问题，
白家浜泵站提前启用两台泵机，预降白
家浜水位，向白荡河排水。经过提前预

排，水位始终控制在 3.4 米以下。“像这
样的短时急暴雨，以前路面至少有20厘
米积水，这次基本没有。”顾伟荣表示，白
家浜泵站提升改造是永红街道十多年来
最大的一个水利工程，受益人口约 3
万。目前，白家浜泵站处于外立面装修
和内部设施配备阶段，预计 7 月底全部
完工后，移交永红街道属地管理。

据了解，自 2016 年以来，钟楼区共
实施了 35 项低洼地治理及其他水利综
合整治工程，总投资超3亿元，白家浜就
是其中之一。“除了防洪排涝工程外，我
们还抢抓有利时机，加大工作力度，多层
次全方位做好防汛各项工作。”钟楼区水
利局副局长朱正正表示，水利局提前开
展汛前检查，对河道、涵闸、泵站等进行
拉网式排查，全面排查行洪隐患；对所有
跨汛期作业项目要求施工单位做好度汛
预案，落实安全度汛组织机构，明确安全

度汛责任和人员；入汛后严格执行汛期
24 小时值班制度，把防汛工作责任落实
到岗到人。

下一步，钟楼区水利局将继续做好
三方面工作。一是提高工程防御能力。
加强各类水利工程检查力度，对存在的
问题、薄弱环节和限期整改的险工隐患
进行“回头看”，确保水利工程万无一
失。二是加大河道清障力度。严格实行
河道安全管理责任制，坚决禁止非法设
障、打坝等影响河道安全行洪蓄洪的行
为；抓紧河道清障工作，督查各镇、街道
清理河道设障情况。三是统筹做好城
镇防洪排涝工作。对易淹小区、地下商
业街、地下车库、地下立交等易积水、易
受淹区域进行彻底摸查，设置警戒标
识，制订应急方案，落实抢险措施，特别
是出现强降雨时，加强会商研判，强化预
测预警。 （吴同品 曹霞）

5年来，钟楼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

35 项水利工程防汛效果明显

本报讯 近年来，钟楼区加快推
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
展，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

实施“数动未来”专项行动，成功
创建江苏省大数据产业园。钟楼大数
据产业以常州大数据产业园为依托，
建成智慧健康云和常州工业大数据云
两朵行业专有云。智慧健康云是国内
首个区域医疗行业集医疗政务云、行
业专有云于一体的高安混合云。截至
目前，已汇集大数据采集与存储、分析

与处理、应用与服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140 多家，大数据核心业务收入占园区
企业业务总收入 25%以上，产业业态逐
渐成型。

依托国家智能化集成体验验证中心
和常州工业大数据云平台，推动企业“上
云、用数、赋智”。常州工业大数据云平
台是由钟楼区政府、中国移动、微亿智造
联合打造的区域工业大数据云平台，形
成了27个核心工业人工智能模型，45个
工业数字化系统软件，225个适应不同场
景的功能模块。目前，全区累计培育省

级上云企业 29 家，其中五星上云企业 3
家，四星上云企业2家。创建各类智能车
间19个，其中省级示范智能车间4个。

积极发展服务化、绿色化制造，打造
都市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目前全区有省
三星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6 家，已
培育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10 家。宝钢
轧辊是目前常州市唯一一家国家级再制
造试点单位。创建工业设计中心13家，
2 项企业产品获评江苏省工业设计产品
金奖，全市仅 3 项。格力博、昊邦智控、
沁尔康分别获评工信部绿色工厂、绿色

供应链、绿色产品，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稳
步推进。五星智造园、新博智汇谷和新
庄工业园获评“江苏省小微企业创业创
新示范基地”，其中五星智造园获得“国
家级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常
州恒源畅厂荣获国家工业遗存，系全市
唯一。

下一步，钟楼区将以出台大数据产
业发展规划为契机，依托常州工业大数
据云平台，助企上云，聚企用数，为企赋
智，紧扣产业数字化，全力推动数字产业
化，促进大数据产业发展。 （戴国俊）

钟楼区促进工业转型升级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他有着崇
高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作为一名党
员，他不畏牺牲、无私奉献，带领驾
驶班另外 5 名同志共转运密切接触
人员215人，及时构筑起一条严密、
快捷、高效、安全的“生命通道”。

他叫朱贤，是钟楼区机关事务
管理服务中心的一名驾驶员。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与同事们冒着
被感染的风险，奔走在火车站和医
学隔离点之间，将需要隔离观察的

人员送往各个隔离观察点。
转运工作如同与时间赛

跑 。 1 月 29 日，朱贤接到命
令后，便开始了在办公室 24
小时待命的生活。万事开头
难，对于车队成员来说，转运
工作刚开始的时候遇到了很
多麻烦。

“ 我 们 对 于 疫 情 不 太 了
解，在防护、消毒方面也是两
眼一抹黑，最开始的时候甚
至连防护服都不会穿。”据朱

贤介绍，车队每个人都承受了巨大
的心理压力。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在了解到情况后，请来卫生防疫部
门的专家，为驾驶员们讲解防护、消
毒等注意事项，同时也尽量为他们
提供良好的食宿环境，确保每一位
驾驶员的健康。

“接到连续指令的时候是最辛苦
的。”朱贤说道，“我们不能脱防护服，
也不能喝水、上厕所，等工作暂时告一
段落的时候，衣服已经被汗浸湿了。”

有一次，朱贤跟同事连续接送了
8 名外地返常人员，为了避免交叉感
染，他们不得不将几人分开接送。按
照规定，每接送完一位乘客车内都要
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消毒，他们争分夺
秒，在整个轮值期间忙得团团转。当
时天气寒冷，防护服内却闷热不堪，蒸
发的水雾阻挡了视线，他们连摘下护
目镜擦一擦都顾不上。忙起来的时候
甚至顾不上喝一口水，也睡不上一个
囫囵觉。

碰到不配合的乘客，朱贤耐心安
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他们明白
防疫的重要性。“有时难免会碰到比较
激动的乘客，但我们都会控制自己的
情绪，并完成分配的任务。只有他们
好了，我们每个人才会好。”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与危险性，自
从接到命令后，朱贤有将近三个月没
有回家，就连换洗衣物也是由妻子打
包后再从窗口扔出。在门外等候时，
朱贤年幼的女儿在电话里听见了声音
吵着要见爸爸，他为了不让女儿靠近，

父女二人只能隔着几十米远远看一
眼，并挥挥手。“女儿哭着说要爸爸，我
心里也不好受，只能安慰她过一段时
间就好了。”谈及家人，朱贤的眼中满
是柔情：“我很感激家人对于我工作的
支持与理解。”

尽管在家人、同事面前他总是乐
观、无畏的，但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
他心里也不无紧张。“不过作为一名党
员，我必须做好榜样，带领我们这个班
组做好转运工作。”朱贤坦言，当他接
到命令的时候，肩上就油然而生一种
使命感。“当时觉得热血沸腾，就好像
要上战场一样！”在国家有难之时，他
展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与奉献精神，
也默默地感染着他身边的人。在他的
影响下，驾驶班已经有 4 位同志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 沈嘉图文报道

朱贤：“生命通道”的守护人

6 月 19 日，新闸街道综治办联合禁毒办、司法所、新闸派出所在荷园举
行禁毒反诈骗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居民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范
能力。 蒋婷立图文报道

线最美人疫“ ”

6月18日，常州西电
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承
接生产的特高压变压器
从钟楼启运，远征巴山
蜀水。该公司共承接 14
台该型变压器，除首台
启运外，目前有 2 台变压
器已完成出厂试验，剩
余 11 台 处 于 紧 张 制 作
中，计划于今年 8 月底前
完成交货。

徐多图文报道

本报讯 6 月 18 日，常州市荆
川小学与常州市教科院合作办学
续签仪式在荆川小学举行，合作
办学将续约十年。

常州市荆川小学是一所百年
老校，2017 年 12 月，荆川小学正
式挂牌成为常州市教科院附属小
学。合作办学以来，市教科院与
荆川小学紧密合作，学校在“崇文
尚武，自觉担当”的办学理念引领
下，已经初步成长为一所文化浓
郁、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学校。作
为市教科院的教学基地，荆川小
学承担着重要的教学公开展示研

究的任务，仅 2019 年就承办了市区
级教研活动或公开研究活动共计 22
次，覆盖 10 个学科，市区级以上公
开课 26 节。

为让青年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加
快成长，有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
业务水平，2018 年 10 月，市教科院
教研员与附小骨干教师举行了“师
徒签约结对仪式”，在市教科院的专
业引领下，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一
年多以来，附小徒弟执教市区级公
开课 30 余节，论文获奖或发表 20 余
篇，获梯队晋升或其他综合荣誉 20
多人次。 （陈荣华 王可人）

荆川小学与市教科院再续十年之约
大国重器
这里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