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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1版）
张耀钢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
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提出“为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要求，今年年初，市
委召开全市创新发展大会，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核心战略，激励全市上下奋
进新征程、创新再出发，努力推动国
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走在前列。

市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全市创
新发展大会的部署，今年“一号议
案”聚焦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推动市

委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张耀钢强
调，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以办理好“一
号议案”为契机，把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摆上全市工作的核心位置，进
一步抢抓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苏
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等重大机
遇，倾力打造一批国内国际一流专业
化创新平台，助推常州经济高质量发
展。要继续深入实施“龙城英才计划”
升级版，集聚各路人才，坚持人才发展
和产业提升相互融合。要加大政策宣
传阐释，提高政策知晓度，推动相关政
策落实见效。 （刘一珉 陈陈）

市人大常委会督办“一号议案”

（上接A1版）完善公共设施，不断提
升活动空间品质；要提升“高铁新
城”城市建设的文化艺术感，充分挖
掘利用我市独特的历史名人文化，

通过对道路、桥梁、广场、学校等进行
命名，让常州的历史文化不再沉睡在
博物馆、纪念馆，提升城市文化品
位。 （黄钰 王晓兰）

高铁新城项目建设取得多方面进展

（上接A1版）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相关人员告

诉记者，自龙城金谷成立以来，该局
围绕“聚在龙城”“创在龙城”“融在
龙城”“学在龙城”“成在龙城”五大
创新资本对接品牌，先后举办“龙城
资本创新企业家高级研修班”、科创
后备企业知识产权申报绿色通道推
进会、“龙城星火”创新企业项目路
演等各类投融资对接活动。

据悉，4月27日，常州资本市场
标尺“龙城指数”——中证常州指数
（931665.CSI）正式上线，并在龙城金
谷北区展厅实现动态展示。上海证券
交易所资本市场服务（常州）基地、深
圳证券交易所常州路演中心、长三角
资本市场服务基地常州分中心分别挂
牌。三大资本服务平台的先后落地，
标志着龙城金谷基金产业生态圈正持
续完善。 （常金融 张琛）

龙城金谷基金产业集群正在壮大

如何统筹推进乡镇和城乡社区治
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武进区牛塘镇
的探索是：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搭建
镇、村（社区）、网格三级“红盟”。

把资源引入党建“红盟”
牛塘镇党委以打造“金牛红盟”

为着力点，通过党组织联建共建形
式，不断扩大基层治理“朋友圈”。与
比邻而居的江苏理工学院党建共建，
推出精品理论课程，通过加入视频、
音乐等元素的多媒体党课，不断加强
对党员群众的理想信念教育；与武进
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资源共享，不断
培育和输送优质的社会组织力量，推
进“三社联动”，助力社区治理；与银

行、证券公司、项目管理公司、环保服务
机构等共谋发展，协助基层村（社区）不
断提高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优化营商
环境……

据介绍，目前，牛塘镇已有32家盟
友单位加入“金牛红盟”，涉及民主党派、
机关单位、高等院校、社会组织、企业等
五大领域。

把伙伴介绍给基层社区
牛塘镇共有13个村（社区）。为了

真正把力量下沉，做到村（社区）吹哨，党
员来报到，牛塘镇编制了共建单位清单
和服务项目清单，不仅涵盖32家盟友单
位，还把全镇34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
党组织一并纳入其中，由村（社区）根据
实际需求“点菜”。

为了让工业园区内的企业职工能安
心工作，青云村与江理工外国语学院、牛
塘初级中学、牛塘中心小学共建，打造校
外活动实践基地，在节假日统一组织孩
子们学习、活动，为家长“减负”，为学生

“添彩”；高家村为畅通民意成立“四方联
席会”，与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星火爱
心学社等结对，在协商议事中让基层治
理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把作用发挥在治理网格
只有让党员深入网格，才能真正发

挥参与“共治”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此，
牛塘镇把13个村（社区）分为了59个基
层治理网格。

丫河村打破了传统的支部设置模
式，把支部建到网格上，给每一位党员划

分了“责任田”，让政策宣讲传达、环境长
效管理、矛盾协调处理成了他们的“分内
事”；共建单位党员则以周末网格员、网
格志愿者等身份参与其中。

面对疫情，卢家巷村立足治理网格，
在广大党员的带领下，于两小时内就迅
速组建了一支15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
并用“大数据+铁脚板”，经过36小时的
逐户走访，就完成了5829户住户和800
余户企业、商铺的人员排查，为重点人员
的精准管控、重点场所的特别防控打下
了坚实基础。

以三级“红盟”体系为载体，牛塘镇
持续激发党组织团结凝聚人民群众的原
动力，开创出基层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
享的生动局面。

武宣 周茜

武进区牛塘镇：

三级“红盟”体系助推基层社会治理 本报讯 “配套提升，体验升
级。”“日常商务洽谈多了好去
处。”……8月2日，随着武进国家高
新区全新自主品牌WIZCOFFEE
在武智沃客正式对外营业，入驻企
业员工纷纷送上好评。

武智沃客位于津通国际工业
园，是一家电子信息领域的专业化
众创空间，前不久刚入选2021年省
级众创空间备案名单。该空间于去
年9月起运营，至今，企业入驻率已
达90%。

“这里交通便利，出门就是地铁
站，员工上下班比较方便。加上配
套齐全，拎包入驻，为企业节省了很
多运营成本。”入驻企业常州嘉可企
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胡王鑫
说，武智沃客针对企业实际情况给
予的房租抵扣奖励，以及为员工提
供的创业培训、学历提升培训、医疗
等相关福利举措非常贴心。

常州武智沃客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杨莉莉介绍，以做好政府各部

门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为目标，武智沃客
充分发挥政策优势，提供科技、金融等
多方面对接服务，并根据各企业的不同
状况和不同产业导向定制个性化优惠
政策方案，同时，设立中小企业专项发
展基金，助力入驻企业又快又稳又好地
发展。运营以来，武智沃客已先后孵化
创业企业和团队32个，其中入选常州
市“龙城英才计划”项目3个；通过对接
外部资源以及开展双创活动等方式，为
300余家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
和一站式创新创业服务。

武智沃客是武进国家高新区不断
擦亮营商环境品牌的代表之一。近年
来，武进国家高新区在引进一批国内
知名孵化平台陆续落地的同时，自主
培育本土孵化载体快速崛起，进一步
完善了园区双创载体产业布局。各载
体全力当好企业服务的“急郎中”，以

“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服务最优、信誉
最好、回报最多”为服务目标，全力以
赴为企业创造最优环境，为实现园区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周茜 王晓）

武高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武智沃客一年孵化32个创业企业和团队

本报讯 记者8月6日从新北区
获悉，该区罗溪镇青莲社区居民陈玉
娟当选为最新一期“中国好人”。

陈玉娟出生于1963年。七八年
前，因老房子拆迁，作为迁居户的陈玉
娟一家租住到了一个自然村上。“村里
有个房客，也是迁居户，患有小儿麻痹
症，一只脚不能动，却做得一手好鞋
子。”陈玉娟说，拆迁后她也没啥事干，
经常去看她做鞋子，渐渐看出了门道，
就跟着她学起来。当时，陈玉娟心里
就有个想法，残疾妇女卖鞋维持生计，
自己绝不能跟她“抢生意”，也正是从
那时起，她坚定了要做公益的心。

从此，陈玉娟用一双巧手温暖着
身边人，也因此被大家称为“棉鞋奶
奶”。每年冬天，她都会给小区里的失
独老人和困难家庭送去崭新的棉鞋、
棉拖鞋。7年来，她制作了近千双棉
鞋，除了赠送给困难群众，还将网上销
售所得全部捐赠给需要帮助的人。

租住的自然村拆迁后，陈玉娟住
进了同心苑。同心苑是罗溪镇最早的
安置小区，汇聚了原汤庄片区的600
多家拆迁户。陈玉娟当上了同心苑
12、13、14幢的楼道长，成了大家贴心

的“大管家”。每当居民们举起大拇指
对她啧啧称赞时，她总是腼腆一笑，说
一句：“不辛苦，应该的。大家有缘才
能相聚在一个小区，大家都开开心心
的，我也开心。”

陈玉娟的无私奉献也感染着她的

家人，他们都默默支持着陈玉娟的温
暖之举：丈夫包揽了所有家务，女儿专
门给她买了智能手机，教她在网上淘
布料。她用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热心
肠，用一双双朴实暖和的棉鞋，践行了
互助互爱的精神。（吴燕翎 赵刚）

罗溪镇“棉鞋奶奶”陈玉娟
当选最新一期中国好人

8月6日一早，国网常州金坛区供电公司员工穿着厚厚的绝缘防护服，紧
张有序地开展了10千伏电缆线江东化工支线的安全消缺工作。

据了解，该线路用户“江东化工”使用的电缆上，桩头存在安全隐患，急需
处理。为尽可能避免用户停电，金坛供电通过现场查勘，采用带电作业方式抢
修电缆，消除隐患，确保安全，避免了该线路后方的重要用户停电。

张立强 夏冰 秋冰 胡平图文报道

高温下，带电抢修

本报讯 昨天，江苏华怡明都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第28家连锁酒店工
程筹建管理合同在明都大饭店签约。

该工程由溧阳市东方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子公司安徽宣城宝骏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投资，按四星级酒店标准设
计建造。该筹建酒店坐落在安徽宣城
宣州高新产业开发园区，毗邻敬亭山
旅游风景区，其商业建筑面积约
15000平方米，地下1层，地上10层，
客房数为150间，建成后将成为宣州
区首家四星级酒店。（刘为民 黄智平）

跨省安徽宣城

华怡明都第28家
连琐酒店签约

本报讯 8月6日，由金坛区段玉
裁实验小学教师孔丽执教的“同上一
堂课”《学党史，跟党走——脱贫攻坚
感恩奋进》主题班会，在中国教育电

视台播出，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长安
书院APP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该区教育局组织全区中小学师生在家
收看了本次节目。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金坛区教育局和段玉裁实验小
学联合朱林镇黄金村及“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严清华，共同开展“学党
史，跟党走”主题班会活动。

班会课前期，孔丽带领本班“红领
巾小分队”赴朱林镇黄金村实地寻访，
亲历并感悟了黄金村的发展历史和深
厚底蕴。班会课上，“红领巾小分队”
用自己的方式介绍了对黄金村的认

识，并邀请严清华为大家讲述脱贫攻
坚事例，共同探寻黄金村的脱贫密
码。孩子们深切地感受到，在这场持
久的脱贫攻坚战中共产党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责任担当，纷纷表示要争做新时代
好队员，努力学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石磊 吴良辉 赵鹤茂）

金坛教师主题班会课亮相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报讯 8月5日，溧阳一名棋牌
室老板因疫情期间违规营业，被警方
行政处罚。

当天晚上，溧阳城中派出所民警
在巡查中发现，辖区某棋牌室正在营
业，有4桌人正在搓麻将，其中还有人
未戴口罩。民警当场对聚集人员进行
批评教育，并传唤棋牌室老板石某接
受调查。

经查，石某明知疫情期间的相关规
定，辖区民警及社区管理人员也曾上门
通知其暂停运营，可为了赚钱，他仍聚
集人员打麻将，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人
民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据
此，溧阳市公安局依法对其作出罚款
200元的行政处罚。（芮伟芬 张亮）

棋牌室聚众搓麻将
违规老板被处罚

本报讯 7月28日，家住溧阳市
戴埠镇新桥村的韩女士来到溧阳城发
集团下属客运公司，向驾驶员张忠平
送上一面锦旗，感谢他拾金不昧。

7月27日晚5点35分，韩女士从
溧阳乘公交车回戴埠，当时车厢内乘
客不多，座位宽松，她便将手机和包放
在邻座上后眯了一会儿。恍惚间听到
司机提醒到站，她赶紧起身，抓了包便
下车，将手机落在了座位上。张忠平
关上车门继续行驶，无意间从后视镜
里看到后排座位上有部手机，便请乘
客递给自己。

到站后已是晚上6点多，失主还
没打电话来寻找，而车站工作人员又
下班了，张忠平在工作群里说明情况
后将手机带回了家。当晚8点多，韩
女士才发现手机不见了，急得立即拨
打自己的电话，得知手机在司机那里
才放下心来。

第二天上午，韩女士拿回手机后，
立即来到客运公司送上锦旗。

（王婷 费娇 芮伟芬）

一觉醒来冲下车
手机落在座位上

本报讯 8月3日，随着最后一名
嫌疑人张某被溧阳警方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一起利用高科技手段设赌局诈
骗的案件顺利告破，6名嫌疑人全部
到案。

今年5月18日，缪某到溧阳市公
安局城中派出所报警，称怀疑被人设
赌局诈骗了4万多元。他称，5月初，
他和周某、董某、高某、涂某等人以“德
州扑克”的形式进行赌博，输了2万余
元。起初，他以为自己运气不好，几天
后，和这几人再战，结果又输了2万余
元。事后，他越想越不对劲，鼓起勇气
报警。

民警展开侦查，以涉嫌赌博传唤
董某、涂某接受调查。董某到案后只
承认赌博，坚称没有设局诈骗。民警
发现涂某神色有些犹疑，便将突破重
点放在了他身上，审讯中略施技巧，涂
某便败下阵来，交代了与高某、周某和
董某合作设赌局诈骗的经过。

5月26日，民警将嫌疑人高某、
周某抓获，但两人拒不承认涉赌诈
骗。民警结合前期掌握的证据，设法
攻破了两人的心理防线。

经查，案发前，高某购买了一部特
制手机、一个隐藏式耳麦和几副装有
芯片的扑克牌，可以通过手机提示哪

家拿到的牌最大。随后，他召集董某、
周某、涂某等人，商定设赌局诈骗，
并向他们演示了这套设备的使用方
法：当牌洗好放在桌上的那一刻，高
某就可以从耳机中接收到提示。另
外，他们还设计了谁拿到最大牌型
的手势，保证在赌局立于不败之地。
随后，他们摆了3次赌局，诈骗缪某、
史某等人10余万元，每次得手后就按
比例分成。

目前，高某、董某、周某、涂某已被
批准逮捕，另外两名同伙被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

（张亮 芮伟芬）

溧阳破获一诈骗团伙

高科技手段设赌局 还没开赌就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