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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党员李鼎是在红梅街道锦
绣东苑社区工作 4 年的 90 后“老社工”，
在党总支书记王春芳的指导下，如今不
管是完成条线工作还是处理群众问题都
能独当一面。作为年轻的社区后备干部，
最近李鼎又接下了一项任务，那就是带
好新社工王黎玉。“我说你记，我做你
看。”手把手地传承、心贴心地交流，这种
接力式的“传帮带”让新社工少走许多弯
路，王黎玉渐渐适应了工作。

为推动振兴发展、促进基层治理提
供干部储备“蓄水池”，天宁区制定村（社
区）优秀中青年干部“十百千朝阳计划”。
通过“选、育、管、用、督”的培养机制，在
2021 年换届前，培养 20 名村（社区）党
组织书记领军型人才，100 名左右的村

（社区）“两委”正职储备人才，1000名左
右的村（社区）“两委”委员储备人才。

实施“十百千朝阳计划”，人怎么选？
据天宁组织部部长房琴贞介绍，天宁将
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破除在“少
数人中选人、在圈子里选人”的现象，从
工作实绩突出的优秀现任村（社区）干
部、开发区（镇、街道）机关事业干部中选
拔一批；从群众基础好的乡贤、村民小组
长、网格长、党员骨干和群团组织负责人
中选拔一批；从视野开阔的农村致富能
手、外出经商务工返乡人员中选拔一批；
从热心为群众服务的返乡大学生、复员
退伍军人、青年人才党员中选拔一批。既
注重发展本地优秀人才，又注重引进外
来优秀人才，建立“朝阳数据库”，蓄好

“源头活水”。
实施“十百千朝阳计划”，怎样进行

系统化教育管理？天宁将根据优秀中青
年干部的个性特长和岗位实际，因人制
宜，因岗施训，合理确定培养方向。对领
军型人才，突出思维格局、政治格局、工
作格局培养，重点开展拓展性培训，激发
其争先进位的活力，以更高的标准、更强
的干劲、更优的业绩推进振兴发展。对

“两委”正职储备人才，突出组织领导能
力、推动发展能力、群众工作能力培养，
重点开展综合性培训，着力提升全局视
野、政策水平、全面素质、过硬本领和综
合适岗能力。对“两委”委员储备人才，突
出基本修养、基本常识、基本能力培养，
重点开展基础性培训，着力培养思想作

风正、规矩意识强、理论基础实、工作能
力好、适应能力强、培养潜力大的基层优
秀年轻干部。

实施“十百千朝阳计划”，需要进行
立体化锻炼培养。今年以来，天宁已经组
织 587 名年轻干部到疫情防控、区委巡
察、文明创建等工作一线实践磨练；选派
11 名村（社区）优秀中青年干部到机关
部门、重点专班、重大项目挂职锻炼；选
派 7 名优秀村干部到兴化、旬阳等发展
一线实践锻炼，让年轻干部实战实训中
提升履职能力。

“实施‘十百千朝阳计划’，就是为了
优化中青年干部成长路径，打造一支基
层治理铁军。”房琴贞说，目前已有26名
储备干部被提拔使用。（凃贤平 钱洁）

优化中青年干部成长路径

天宁制定“十百千朝阳计划”
本报讯 10 月 2 日，一场竞拍

活动在线上直播拍卖平台“微拍
堂”举行，经过十几轮竞价，一棵
日本三河黑松以 2 万元的最终价
格成交，活动引来 2000 多人次的
围观。这样的竞拍活动，郑陆镇
三皇庙村卖家陈志鹏每个月都会
上线几次，售出商品皆为日本松
柏盆景，每盆成交价在几千元至
几十万元不等，月销售额高时能
达几十万元。

“80 后”宋文博住在距此不远
的董墅村，他是一名淘宝五皇冠店
主，店铺以经营拍照道具摆件为主，
从 2014 年营业至今收获数十万粉
丝，销售“地图”拓展至菲律宾、缅甸
等国家。“马上又到双十一，国庆节
一过，我们就要开始加班加点忙起
来了。”宋文博说，为了方便库存，
去年，他又租了一间2000平方米的
仓库，并增加了一批人手。

现在，在郑陆镇，活跃着很多
像陈志鹏、宋文博这样一批电商

创业青年。因活跃网店数量达到
当地家庭户数 10%以上、电子商
务年交易额达到 1000 万元以上，
三皇庙村、董墅村被阿里巴巴研
究院评为淘宝村，郑陆镇则被认
定为淘宝镇。

在电子商务平台的助力下，原
本相较于周边村落，工业基础发展
较薄弱、经济排名并不靠前的三皇
庙村、董墅村，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和
村民个人收入的增加，乡村振兴注
入新活力。

以陈志鹏为例，目前他租用三
皇庙村村民 3 亩多田地，每亩地每
年需支付租金 1000 多元。人手不
够时，还会请村民帮忙，一天需支付
租金100多元。

为了扶持村民做电商创业，近年
来，郑陆加大交通基础设施、电力电
信设施建设，同时还将物流引进农
村。在村里，可以看到申通、圆通、顺
丰等多家快递公司的服务站点。

（徐蕾 徐佳誉）

村民做电商

电商创业激活乡村经济

本报讯 近日，郑陆镇综合行
政执法局首例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案
件执行到位。

去年 1 月 16 日，郑陆镇综合行
政执法局对某汽车维修公司涉嫌未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建设
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同年 4 月 10
日，执法局对该公司作出了罚款 3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在法定期限内该公司既不申请
行政复议，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又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执法局依法
对该公司作出书面催告，并加处罚
款 3 万元。书面催告期满后，该公
司仍未履行其义务。执法局依法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执行该公
司尚未缴纳的罚款 3 万元及加处罚
款 3 万元，共计 6 万元。同年 11 月
25 日，天宁区法院经过审查后，认
为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
序合法，准予强制执行。

今年 5 月 28 日，天宁区法院执
行庭正式立案进入执行程序。因执
行过程中未发现该公司有可供执行
的财产，天宁区法院限制该公司及
其主要负责人高消费及非生活、工
作必需的消费行为。同年 8 月 18
日，该公司主动将执行款 6 万元缴
纳至天宁区法院。

（徐佳誉）

借力法院执行

破解行政处罚执行难

本报讯 为丰富辖区内居民精
神文化生活，近日，天宁街道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联合街道团工委、妇联
以及英雄读书会开展了“知寒露，品
重阳，献爱心”的读行活动。

活动当天，来自局前街小学的
小书友们在天宁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共读书籍《原来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系列图书，跟随老师了解节气风俗，
读节气故事，品节气诗词。

重阳将至，小书友们身体力行，
通过亲手制作重阳糕、菊花挂件体
会中国传统节日魅力，活动结束后，
小书友们将冒着热气的重阳糕送到
了兆丰老年公寓爷爷奶奶手中。

（沙杨）

知节气 品重阳 献爱心

本报讯 10 月 10 日晚，在凤
凰公园广场，时装秀、诗朗诵、戏
曲联唱、红色舞蹈、红色电影、大
合唱⋯⋯现场活动精彩纷呈，这是
雕庄街道为居民端出的一份共享
文化大餐。

据 了 解 ，第 二 届“ 多 彩 雕 庄
乐活新城”文化共享月活动自 9 月
30 日启动，持续至 10 月 30 日结
束，将为居民带来 11 场精彩纷呈

的演出。国庆中秋双节期间，文
化共享月已为居民群众展现 7 场
文艺演出。

“多彩雕庄 乐活新城”文化共
享月是雕庄街道群众文化的品牌，
由群众自导自演，活动自开展以来，
活跃了辖区群众文化生活，增强了
社区活力，大大地提升了居民幸福
指数。

（万超 陈琦）

全民共享文化大餐

本报讯 日前，江苏省农业
农村厅、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
苏省商务厅联合公布了江苏省百
道乡土地标菜，常州有八道菜上
榜，其中包括焦溪香糟扣肉。

在天宁区郑陆镇焦溪一带，
香糟扣肉已有上百年历史。焦溪
扣肉的传统做法一般要经煮、切、
洗、蒸等多道工序，因采用食材和
配料的差异，味道也各不相同。焦
溪扣肉的出名，究其原因还在选
材与制作上。

食材上，要选二花脸猪，肉要
煮到7、8分熟，待凉切片。肉的厚
度要适中，不能太薄，也不能太
厚，将肉皮朝下依次排齐，扣入碗
内撒上白糖、酒糟与煨肉原汁，拌
匀铺在肉面上笼蒸约 3 小时，取
出倒扣盆内即可，做好的焦溪香
糟扣肉色泽红润、糟香浓郁、甜中
带咸、入口即化。 （天轩）

焦溪扣肉入选
百道乡土地标菜

本报讯 近日，天宁区高新技术产
业高质量发展若干科技创新政策出炉。
新政从强化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提升企
业科技创新能力、加强科技创新载体建
设 3 个方面加大对企业支持力度，同时
新增了对当年度认定为各级星创天地、
农业科技服务超市的农业创新载体、公
共服务平台的奖励。

在强化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方面，
新政明确，对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
入库企业的奖励额度由 2.5 万元/家增
加至 5 万元/家；对首次认定的高新技
术企业的奖励额度由 7.5 万元/家增加
至 15 万元/家；对再次认定的高新技

术企业的奖励额度由 5 万元/家增加至
10 万元/家。

目前天宁区已发放 2019 年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区级奖励资金 467.5 万元。
今年全区共141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
业，同比增加 90.5%，据区科技局预估，
2020 年下达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区级奖
励资金将超过1800万元。

为降低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成本，
对于全面贯彻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
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研究开发费
用 175%税前加计扣除，以鼓励企业加
大研发新技术、新工艺，开发新产品的投
入。在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对

于国家级、省级、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当年度通过考核验收后分别奖励 5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省级重点实验
室、研究生工作站、院士工作站，当年度
经考核验收后奖励20万元；对当年度获
批省、市新型研发机构的分别奖励20万
元、10 万元。为鼓励企业产学研合作，
对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外国专
家组织开展产学研合作，签订合同金额
在 50 万元以上且实际付款金额在 20 万
元以上的产学研合作项目，一次性给予
3 万元奖励。对获得国家、省重点科技
项目(支持金额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
最高给予50万元奖励。

在加强科技创新载体建设方面，
当年度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孵
化器或加速器的，分别给予 30 万元、
20 万元、10 万元奖励；当年度被认定
为国家级、省级众创空间类，星创天
地、农业科技服务超市的，分别给予 20
万元、10 万元奖励。据了解，天宁区将
进一步发挥“苏科贷”等科技金融功
能，解决中小科技企业贷款难题。同
时将发挥人力资源产业园等人才服务
功能，培育引进创新人才和高端科技
服务业人才，促进区域自主创新能力
及产业竞争力全面提升。

（陈凝 潘华阳）

高企培育区级奖励资金将翻番

本报讯 10 月 13 日下午，省作协
会员、常州本土作家尚玉洁带着最新出
炉的第十部长篇小说《爱的呼唤》，走进
常州丽华新村二小，向全校师生分享了
创作背后的故事（如图）。

《爱的呼唤》创作历时 2 年，近 20 万
字，主要描写青年班主任白明与学生、家
长之间发生的故事。在书中，白明对学
生既有一颗慈母般的心，又有一双善于
发现学生长处的慧眼。

早在2018年，尚玉洁便萌生了创作
这个故事的念头，却迟迟没有动笔。“故
事里有孩子、有老师，我希望带着一份社
会责任感，好好创作。”同一年，省作协第
三批“托起梦想的翅膀”儿童文学项目征
集好故事，尚玉洁一举申报成功，《爱的
呼唤》成为全省作协签约作品。

为了贴近生活，引起读者共鸣，尚玉
洁用了3个月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她深
入校园，去多个学校听课，观察不同老师
如何讲课、如何与学生互动、下课后学生
们的状态，她还和家长交流，并到检察院
及看守所收集素材。

“书中的主人公白明就是我采访的多
位老师的结合。”尚玉洁说，自己的每次
创作都带着爱，书中要表达的也是爱的核
心：“一份尊重，一份理解，一次亲切的关
怀，一次真诚的交流，对孩子的影响是不
可估量的，有的甚至能让孩子受益终身。”

作为本土作家，尚玉洁2006年开始
写作，创作儿童文学则是从2011年开始
的。“我也有过童年，童真的乐趣是不可
泯灭的。我希望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多
给他们真善美的教育，让他们带着这样
美好品质健康长大,所以我就想开始写
儿童文学。”

2011年，尚玉洁创作的第一部长篇
童话《神奇的光头鼠》1 出版上市，很快
销售一空。随后，她又创作续集《神奇的
光头鼠》2、3，以及《蓝呱呱与外星鸟》，
在常州校园里收获一众“小粉丝”。爱的
力量是无穷的，每当创作疲累的时候，尚

玉洁便会想起“小粉丝”们热爱阅读、渴
求知识的画面。“有一次去校园讲座，听
到两位学生在一旁窃窃私语，这个《蓝呱

呱和外星鸟》挺好看的，我看了两遍。”还
有一次，尚玉洁收到了一位小学老师的
来信：“尚老师，我儿子特别喜欢看您写

的故事，希望您不要停下创作的步伐，多
给孩子们创作好故事。”

（宋婧 张莉敏/文 王英/摄）

常州作家尚玉洁进校园

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

本报讯 10 月 10 日下午，全
市食育工作观摩活动在龙锦小学隆
重举行。学校针对各年级的学生特
征，制订了符合她们年龄段的食育
主题活动。

一年级孩子制作了“会说话
的月饼”小报；二年级的食育展示
以“缤纷水果”和“果实天地”两大
板块为主题；三年级秉承“识蔬·
时蔬·食蔬”的理念，场馆里摆满

五颜六色的气球蔬菜，孩子们欢
快地为自己喜欢的蔬菜代言；四、
五、六年级的孩子分别围绕“麦
的前世今生”、四季变化食味道和

“锦园私房菜”“老城厢的秋味”等
主题展开探究。

活动最后，餐饮业资深人士龚
剑锋还亲临现场给孩子们带来了一
场关于常州秋味的饕餮盛宴。

（房宁娟/文 陆凌云/摄）

食育，让孩子与食物成为好朋友

本报讯 《夺冠》，这部讲述中国女排精神的电影让不少观众
热泪盈眶，在这部电影的演员阵容中，也有常州姑娘的身影，除张
常宁本色出演外，还有饰演上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队员的常州大
学体育老师毛雯。近日，来自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五（4）班的姜
岚同学（左图右一）对她进行了采访。

姜岚说，国庆期间，她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了《夺冠》。“当看到
老女排队员们在大年初一训练累得趴倒在地的时候，我的心揪得
紧紧的。然后教练一声令下‘吃饭！’队员们推开食堂的大门，看到
爸爸妈妈们正在包饺子，她们扑到爸爸妈妈的怀里，泪水里有伤心
也有感动，我的眼泪也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有了对《夺冠》的了解，姜岚采访起来，显得得心应手。“毛姐
姐，你有多高啊？长这么高有什么秘诀吗？在电影里，你们是真的
在打排球还是在表演打排球？你最敬佩中国女排里的哪一个队
员？”姜岚边问边记，俨然一副“记者”模样。

毛雯在电影中饰演的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老女排队员“铁姑
娘”，而她本身就是一名从小与排球结缘，一直与体育相伴的人。
她说：“女排精神是不服输、拼命练、团结一心，是咬紧牙关、勇往直
前，是齐心协力、顽强拼搏，是迎难而上、永不言败，是最正能量的
中国精神。”这句话也刻在了姜岚的心上。

（罗翔）

二实小学生专访
《夺冠》常州籍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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