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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在身边温暖在身边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实现人
居环境提质，既是群众的身边事，也是政
府的心头事。自天宁在全域开展为期 3
年的城市环境大整治大提升行动以来，
郑陆镇以“全民行动”的强大力度扎实开
展 200 多家废品收购站的整治工作，倾
心倾力打好“美丽天宁”攻坚战，助力乡
村“颜值”再提升。

今年 8 月份，经村网格员排查、综合

执法局城管队员核查，郑陆镇共有 200
多家废品回收站。据统计，废品回收站
收的废弃物涉及废旧电器外壳、电路板
线、机械部件、生活废品、包装废弃物、建
材废弃物、废旧汽配件等7大项20余种。

“为解决废品收购站管理混乱导致
的农村环境脏乱差、消防安全隐患多和
严重扰民等问题，我们从 9 月开始集中
整治废品收购站。”9 月 11 日，郑陆镇
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李江民说，联动
执法部门挨家挨户进行宣传教育，通知
房东和经营者双方到场，要求立即停止
营业并于 10 天内搬离。对不配合搬离
工作的收购站，将联动执法部门采取进

一步强制措施。
在施家巷村，记者看到，废品收购

站有的租用废弃厂房，有的租用村民闲
置房屋，有的流转农田经营。村民反
映，这些废品收购站里到处堆满了收来
的废弃物，就像一个垃圾场，平常都要
绕道走。

“整治是好事，这是国家形势，我们
也会配合的。”梁超军从业20年，经营的
废品收购站近年才从外地搬到郑陆，主
要是去收企业的废弃物、边角料。目前，
他的场地已经清空。

“之前，他们把废弃物收回来，有用
的就卖掉，没用的就直接扔进村上的垃

圾筒，我们村上保洁转运的生活垃圾一
半来自废品收购站。”黄天荡村党总支副
书记程亮说，现在村上近20家废品收购
站基本搬离，卫生死角经过清理，村庄环
境彻底干净了。

据了解，此次废品收购站整治后，郑
陆镇还将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建立废品
收购站电子档案，发现问题、立即通报、
迅速整改，形成闭环，同时探索废旧物品
资源化循环利用措施。“‘美丽天宁’首先
就是美在环境，群众动起来，环境好起
来，真正地让我们城市变得更加美丽，让
我们农村变得更加宜居。”李江民说。

凃贤平 陶怡 张腾昊

郑陆专项整治200多家废品收购站

“美丽天宁”绽放城乡宜居之美 本报讯 8 月，天宁区委宣传
部、区农业农村局、区妇联联合开展

“美丽庭院”创建活动。目前，15 户
家庭庭院脱颖而出，进入最后的投
票环节。

据悉，美丽庭院是从环境卫生
清洁美、摆放有序整齐美、栽花植树
绿化美、院落设计协调美、低碳环保
和谐美、弘扬文明家风美五个维度
进行评选，最终评出 5 户四星“美丽
庭院”、2户五星“美丽庭院”。

入围家庭中，开发区青松村胡
建春家庭的庭院，用10多年打造而
成，已形成水上长廊、文化长廊等景
观，平时基本对外开放，成为村民们

茶余饭后散步休闲之地；郑陆镇焦
溪村朱荣荣家庭院种植有多种盆
栽，既有100多岁“高龄”的黄杨树，
也有腊梅、罗汉松等，除了自己生活
在绿色盎然的环境中，朱荣荣还将
养护心得分享给周边群众，带动绿
色走入更多家庭。

“一户户‘美丽庭院’扮靓了村
容村貌，也推进了‘全域美’建设。”
天宁区妇联主席言虹说，前期共有
30多户家庭申报“美丽庭院”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茶山街道
丽华村张亮家庭和郑陆镇牟家村朱
亚萍家庭曾获 2019 年度常州市最
美庭院。 （徐蕾 吴逸飞）

庭院“小美”点亮全域“大美”

本报讯 9 月 22 日是第三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日前，“网聚青
力量 助农促消费”江苏共青团助农
丰收直播节拉开帷幕。“新农菁英”
创业者吴丹凤、郑陆镇石堰村团支
部书记朱丹萍走进直播间，分享助
农故事，共品优质好物。

本次直播在抖音、嘉家链双平
台同步进行，两小时内获得点赞1.1
万，销售额达 2.8 万元⋯⋯从“新农
人”到“兴农人”，这些年轻人怀揣梦

想，把强农兴农使命扛在肩上，将青
春挥洒在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
兴，收获丰收的喜悦。

本次活动是天宁团区委“青春
四进 建功乡村”行动的系列活动
之一，9 月 25 日，天宁青商会“乡村
行”将走进牟家村，和团区委一起助
力“万企联万村”，推动建立互利共
赢的村企共建联合体，努力为乡村
振兴注入青春活力。

（罗翔 徐珺 徐佳誉）

天宁青年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

本报讯 “截至 7 月底，我们公
司享受到 78 万元的增值税退税政
策，其他政策红利 200 多万元。”常
州市达蒙砂轮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
羌小军说，企业主要研制生产各类
白刚玉砂轮，产品远销印度尼西亚、
墨西哥等国家。疫情发生以后，企
业遭遇了订单下降、回款慢等困难，
天宁区税务部门通过线上辅导企业
办理能享受的税费优惠政策，助力
企业挺过难关、轻装上阵。

退税到账后，达蒙砂轮有了更
多资金进行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
今年上半年销售额达到 2300 多万
元，其中出口额 1600 多万元，同比
分别增长23%、66%。

据最新统计，今年 1-8 月，天
宁区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13.22 亿
元，其中，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新增减税
降费8.13亿元。

（常志彬）

天宁区1-8月新增减税降费13.22亿元

本报讯 近日，天宁区在全域开展
文明养犬专项整治工作，着力解决携犬
出户不使用牵引带、犬只粪便不及时清
理、携犬进入室内室外公共场所等问题，
有效防范违规养犬引发的各类风险隐
患。截至目前，已经出动1000余人参与
综合巡查执法，处罚300余人。

今年 7 月，市文明办、市公安局、市
城市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文明养犬的
公告》，呼吁市民积极行动起来，依法养
犬、规范养犬、文明养犬，共同创造文明
和谐的生活环境。

如遇携犬外出不使用牵引带、饲
养危险犬等违法违规行为，市民可拨
打“110”“12319”或扫码举报，举报有
效将给予一定红包奖励。

（陶怡 莫国强）

养狗不规范

天宁处罚300余人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天宁区疾控
中心获悉，目前，该区流感疫苗预约接种
工作已启动，有意愿接种的市民可向居
住地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
生院）进行咨询、预约。

据天宁疾控中心疾病控制科科长言
文杰介绍，每年的冬春季是流感流行高
峰时段，其症状与新冠肺炎极其相似，一
旦新冠肺炎合并流感，将增加鉴别诊断
难度，而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病毒
感染及其严重并发症的最有效手段。

据悉，流感疫苗属于非免疫规划疫
苗，实行自愿、自费接种。经历新冠肺炎
疫情，群众对流感的预防意识有了显著
提高，今年的流感疫苗接种需求较往年
大幅提升，各接种门诊的流感疫苗将分
批陆续到货，市民到接种门诊预约后请
耐心等待，接种门诊将根据预约和到货
情况依次通知接种。

（徐蕾 林勤萍）

天宁区启动流感疫苗
预约接种工作

本报讯 9 月 18 日上午，青龙
街道在彩虹城社区开展了“9·18”
防空袭疏散演练。彩虹幼儿园、彩
虹城同涞物业、景秀世家中鑫物业、
永宁雅苑德诚物业、彩虹城社区和
龙湖郦城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参与
了此次演练活动。

防空警报划破宁静长空，参与
人员分成 3 组分别从 3 个楼道有序

向地下人防工程转移，在地下防空
车库大家观看了《应对空袭的警报、
掩蔽、疏散》视频资料，学习并了解
了战时人员的疏散，人员进入人防
工程后的注意事项，以及掩蔽、疏散
的保障措施。

当天，茶山街道新城逸境园社
区也举行了防空袭疏散演练。

（房宁娟 韩军）

天宁举行防空袭疏散演练

本报讯 为巩固脱贫成效、强
化帮扶力量，近日，郑陆镇为全镇
216 名建档立卡低收入人群购买扶
贫救助保险，总保费 3 万余元，保险
责任范围包括自然灾害救助、意外
事故救助及医疗救助。

近年来，郑陆镇深入做好脱贫
攻坚和结对帮扶工作，为强化帮扶
责任落实，通过“阳光扶贫”手机客
户端录入信息，做到走访率、定位

率、照片上传率、信息采集率、收入
采集率五个 100%；同时实行脱贫
销号、返贫入库的动态管理工作。每
年10月份，对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
进行动态调整；新增和返贫的，按建
档立卡程序予以纳入，并及时开展
比对核查。已脱贫的低收入农户，跟
踪两年，继续享受帮扶政策，巩固脱
贫成果。2018年郑陆镇已实现全面
脱贫目标。 （徐蕾 徐佳誉）

为216名低收入人群购买扶贫救助险

本报讯 9 月 17 日下午，紫云
苑社区书画协会固定书画交流会如
约而至。活动当天，40 余名书画爱
好者齐聚一堂，品鉴学习，在互动交
流中共同进步，在书香笔墨间共绘
幸福晚年图鉴。

活动现场，爱好者有的讨论如
何选用毛笔，有的品味鉴赏，有的现
场创作切磋⋯⋯同时，每一位到来
者都带来了自己的得意作品，作品
瞬间铺满了整间屋子。一幅幅笔走
龙蛇、自成一家的书法作品，一张张

惟妙惟肖、意境非凡的水墨画，让活
动室充满古雅之风。

紫云苑社区书画协会成立于
2008 年 10 月，由辖区和周边地区
的书画爱好者组成。2010年，协会
被指定为“天宁区社区老年学校”，
迄今举办专题讲座百余场，参与人
数逾千人。协会每月 17 日下午开
展书画交流会，点评一个月中会员
们的书画作品，布置下个月的书画
作业，交流创作时的心得体会。

（房宁娟图文报道）

紫云苑社区书画协会成立12周年

书画爱好者每月17日回“娘家”

本报讯 今年宗申集团在常州布
局长三角汽摩产业互联网，通过建设
新数字产业交易平台、新金融产业结
算中心和新生态产业服务园区，赋能
长三角区域汽摩产业链。

在天宁的落地项目公司——江苏
车云数科近日成立，它定位长三角汽
摩产业互联网的结算业务，运行后预
计于 5 年内实现营收破 10 亿元，交易
结算额目标超千亿元。

据宗申产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助理
王晓骏介绍，江苏车云将依托“3 +”
运营模式，按照“三步走”发展战略进
行建设。

“3+”是指“1 个平台＋1 个中心+
1个园区”，即“1个新数字产业交易平
台+1 个新金融产业结算中心+1 个新
生态产业服务园区”。

“三步走”发展战略是指：

第一步通过构建产业数字化生态
园，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和跨行业融合
的数字化生态体系，大幅提升与改造
传统线下交易服务能力；

第二步通过构建多层联动的产
业互联网交易平台，为核心企业上下
游提供金融赋能服务及融资增信运
营服务，依托供应链金融模式畅通小
微企业融资渠道；

第三步通过不断发展与升级、
产业金融的生态融合，以多样化的
金融生态产品实现数字科技普惠金
融，实现金融企业集聚并形成规模
效应。

（凃贤平）

链接：
4 年前，天宁区以工业互联网作

为区域发展的经济新动能，让越来越

多的企业开始了解工业互联网而开启
“上云之路”。

如果说，工业互联网是基于传统工
业系统，最终与互联网全方位深度融合
所形成的工业生态体系。那么，产业互
联网则是基于互联网，借助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与传统产业的结合，
重构传统产业，实现互联网+时代的转
型升级。

两者有什么区别？工业互联网更
多的是连接设备、生产线、供应链、产
品、物流等要素，打通制造业和服务业
的鸿沟；产业互联网更多的是连接产
业的上下游，实现传统产业业务链与
上下游产业业务链的结合，构成大而
全的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体之间的
整体产业链。

可以说，工业互联网一定程度上
属于产业互联网之中。

定位长三角汽摩产业互联网的结算业务

江苏车云数科规划5年营收破10亿元

本报讯 9 月 19 日，常州堆花糕
团传承人华焕仁在雕庄街道清园传
授非遗文化，教授大家制作常州堆花
糕团。

堆花糕团技艺于 2017 年被列入
区级非遗名录，华焕仁制作堆花糕团

已有50多年，这门手艺传到他已是第
三代。

制作堆花糕团的原材料，经华焕
仁多次试验，采用了新材料，制作起来
比传统的米粉更易掌控。

常州堆花糕团主要应用于百姓

建新房上梁、老人庆寿和祭拜神灵等
场合。现场的“老常州”纷纷表示，这
门手艺多已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现
实中并不多见，希望这项手艺能够一
直传承下去，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

据悉，本次活动是清园组织的“众
人拾遗”非遗公益大讲堂内容之一，自
2017年起，已举办活动300余场。

（陶怡图文报道）

众人“拾遗”乐趣多

本报讯 22 日上午 9 点，富强新村
的家庭医生工作室人潮涌动，朱卫民身
着白大褂，正在帮老年人量血压，身后还
有五六位居民正在候诊。4 年多来，每周
二和周四的上午都是如此。

居民潘银凤早早地来到工作室，每
周让朱卫民量血压是雷打不动的事。虽
然年近 90 岁，但只要身子爽利，她都愿
意到工作室坐坐。“我来陪朱医生聊聊
天，朱医生人好，他夫人也好，他们一家
都是热心人，家风特别好。”

说起朱卫民的妻子蒋益华，富强新
村的居民都知道她。2006 年起，蒋益华
主动承担起照顾空巢中风老人陆凤英的
责任。2012 年，身患多种疾病的蒋益华
意外摔伤致半月板撕裂，陆凤英再也不
肯让她送菜上门，蒋益华便想了个办法，

用长绳和篮子把菜吊上楼。这一吊就是
3 年多。这份浓厚的邻里情一直持续到
蒋益华弥留前夕，2016 年 1 月 10 日，蒋
益华因病去世。

蒋益华的离世对朱卫民来说是个不
小的打击，相伴 44 年的老伴就这样走
了，悲痛和思念与日俱增。看着冷清的
家，老人常常会不自觉地流泪，呆呆地在
家一坐就是半天。

不久后的一天，社区书记姚福康
带着社区工作人员上门慰问，看到妻
子蒋益华以前的志愿者同伴上门，朱
卫民的内心涌出一股暖流。没过多久，
得知消息的陆凤英老人，不顾身体欠
佳，在女儿的陪伴下坐着轮椅来到他
家中看望，朱卫民的内心一下子就被
暖意包围，那一刻，他彻底理解了蒋益
华的那句话——每个人都有需要被他
人帮助的时候。

经过一个多月的恢复，朱卫民找到了
社区党总支，他要继承妻子蒋益华的遗志，
做社区的爱心志愿者，为社区居民服务。

于是，“党员志愿服务岗”又转交给了
朱卫民。接棒之后，朱卫民更加用心了，他
利用自己的专长，每周两次到社区活动室
为居民免费量血压，提供医疗咨询，社区
行动不便的老人，他就上门服务，为社区
60多户家庭提供了医疗志愿服务。

“谁叫我的老母亲帮我起的名字叫
卫民呢，不为老百姓做点事，还真对不起
我这个名字了。”朱卫民说，在党员志愿
服务岗服务的每一天，都会想起妻子，这
是对她最好的纪念。

（宋婧 张莉敏图文报道）

一心“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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