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王云华 版式 姜樱子 校对 丁立 2019年6月28日 星期五 城事 情报站· 5本版电话：88066306 86632072

去年10月份，常州经开区创
建“经开先锋”党建联盟，该联盟
在“五彩”党建联盟等基层党建
品牌的推动下，不断提升基层党
组织的组织力，助推着常州经开
区高质量发展。

搭建平台载体，“五
彩”党建联盟成基层党建
最美风景

去年 10 月 16 日，常州经开

区举行“经开先锋”党建联盟建
设推进会暨花溪党建文化公园
开园仪式，打响“经开先锋”党建
联盟区域化党建品牌。

在推进“经开先锋”党建联盟
建设过程中，遥观镇率先成立了
全市首家上市公司党建联盟——

“上市红”，推动上市企业强强联
合、以大带小，实现党建工作高水
平和企业发展高质量。戚墅堰街
道牵头成立的“公益橙”联盟，整
合区域内各方面力量，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弘扬社会正能量。常

州经开区经济发展局牵头成立
的“工业蓝”联盟，展示常州工业
明星、旅游明星城市两张名片，
实现工业旅游线与党建示范线
有机融合。横林镇牵头成立“生
态绿”联盟，带动区域内绿色家
居产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常
州经开区金融发展局牵头成立

“阳光金”联盟，优化银行、投融
资机构资源配置，解决企业发展
融资难问题。

如今，“红橙蓝绿金”“五彩”
党建联盟成为经开区打造基层
党建的最美风景。

强化引领作用，“经
开先锋”品牌化让党建工
作落到实处

在“五彩”党建联盟的推动
下，如今，“经开先锋”已成为一
个靓丽的党建品牌。

经开区有760多个基层党组
织、1.5万名党员。为让党建工作
落到实处，一方面常州经开区党
工委当好“设计师”，机关部门当
好“店小二”，镇、街道当好“护航
员”，着力构建全方位助企机制，
推动服务企业效能变革。另一
方面，常州经开区以创新作为提

升企业党组织组织力，以人才培
育提升党员队伍内生动力，以区
域协同助推非公党建提质升级，
从而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推动
企业发展动能变革。

自建设“经开先锋”党建品
牌以来，常州经开区各级各部门
在服务方式上逐步从“坐堂行
医”向“上门送诊”转变，在服务
企业的效果上逐步从“授人以
鱼”向“授人以渔”转变。

活动中，部门征集到企业关
于税收、科技、人才等需求 357
项。党建已经成为集聚资源的
纽带，金融、科技、人才等各类资
源涌向企业、服务发展，党建工
作更加务实。

创新举措，“网红课
堂”助力干部能力素质
提升

区域要发展，干部是关键因
素。常州经开区成立以来，创新
举措，通过“经开大学堂”“今天
我来讲”等形式，打造出了一支
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连续
举办4年，该平台已成为“网红课
堂”，人气满满。

“经开大学堂”先后与复旦

大学、新加坡新华教育集团合作
办学，围绕“现代产业发展与园
区建设”“深化改革与创新管理”

“产业创新发展与生态文明建
设”等专题展开。每期研修班设
有 160 多个学时，培训周期长达
半年，实现了“干部不离家门，汲
取全球智慧”。

去年 5 月，常州经开区又推
出了“今天我来讲”领导干部上
讲台活动，要求各级各单位干部
全部参与，既倒逼干部以讲促
学，又让干部在讲课中展现能力
水平。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是地区
发展、队伍建设、干部成长先导
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重要环
节，开办‘经开大学堂’和推出

‘今天我来讲’，实现了经开区干
部培训多样性和实效性的和谐
统一。”武进区委副书记、经开区
党工委书记顾伟国表示。

戴 彩 莲 刘 吉 林 吕 洪 涛
图文报道

常州经开区提升党组织凝聚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如今，“经开先锋”已成为靓丽的党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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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党组织凝聚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常州经开区成立“经
开先锋”党建联盟。

本报讯 6月27日《常州晚报》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常州市本级

（新北区、天宁区、钟楼区）从7月1
日起调整社会保险缴费基数。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当期缴费年度），参
加市本级企业社会保险的用人单
位及其职工社会保险月缴费基数
上限为16842元，下限为3368元。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市本级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月缴费基

数分为 16842 元、7216 元、4329
元和3368元四档。当期缴费年度
内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在上述 4 档
缴费基数中任选一档缴费。参加
市本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住院
基本医疗保险）的，当期缴费年度
月缴费基数为3368元。市社保中
心提醒，灵活就业参保人员请及时
在社会保险指定代扣的银行账户
内足额存款，避免因存款余额不足
而造成断缴，影响社会保险待遇的

正常享受。
溧阳市和金坛区、武进区也将

于近期按规定发布当地社会保险
缴费基数。

同时，从7月1日起，常州市提
高生育保险一次性营养费补助计发
标准。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
月30日期间，全市女职工生育一次
性营养费补助计发标准为1813元，
较上一计发区间增长135元，惠及全
市129.95万参保人员。 （吕洪涛）

下限3368元，上限16842元

常州市本级2019年度社保月缴费基数确定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我市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7月1日起，

《常州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
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将
正式实施，相比以往，《实施办法》
对 0-14 岁儿童的康复救助进行
了提标、扩面，并进一步规范了操
作流程。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
数据显示，常州市有 24.4 万残疾
人，其中 0-14 岁残疾儿童有 0.6
万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残疾儿童康复工作，制定了一
系列政策措施，早在 2007 年我市
就出台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
经过两次提标扩面，实现了 0-14
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全覆盖，全市
每年均有1000名左右残疾儿童获

得救助。
《实施办法》主要对救助对象、

救助内容、救助标准、救助流程、训
练评估以及经费保障形式作了明
确，其中主要包括三大亮点——

提高救助标准。提标后的标
准是：0-6岁残疾儿童听力语言康
复救助为 1700 元/人/月，智力残
疾、多重残疾康复救助为2300元/
人/月，孤独症、肢体残疾（包括脑
瘫）康复救助为 2200 元/人/月，视
力残疾康复救助为 500 元/人/月；
7-14岁残疾儿童按0-6岁残疾儿
童救助标准的一半实施救助（视力
残疾康复除外）。

扩大补助范围。《实施办法》将
人工耳蜗植入补贴纳入了其中。
0-6 岁听力残疾儿童自费植入人

工耳蜗提供一次性补助，其中低保
和低保边缘家庭补贴 4 万元/人，
其他家庭补贴2万元/人。

规范操作流程，对申请审批、
训练评估、绩效评价和经费结算进
行规范，残疾儿童康复审批权限由
市级调整到辖市（区）级残联，有康
复意愿的 0-14 岁残疾儿童，由其
法定监护人（委托监护人）向户籍
所在地社区（村）提出申请，街道

（乡镇）残联进行审核后，由辖市
（区）残联进行审批，核发《常州市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卡》，救助对象
凭《救助卡》到市或辖市（区）残联
定点的康复机构接受康复训练。
每年年底残联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各定点机构救助项目实施情况进
行绩效评估。（杨洋 吴斐 吴燕翎）

出台一项新办法，0-6岁听力残疾儿童

自费植入人工耳蜗，最高补助4万元/人

6 月 27 日，常州市军休
一所、钟楼区民政局、荷花池
社区在瞿秋白纪念馆联合开
展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主题的建党 98 周年庆祝
活动，军地党员一起重温入
党誓词、诵读红色经典。

感悟红色精神，争做合格党员

近日陈渡村召开七一
党员大会。村委工作人员
还带领党员们用手机下载
学习强国 App，并指导大家
学习。 宛新 图文报道

今年的梅雨季始终保
持着晴雨间隔的节奏，这
不，天晴了两天后，新一轮
强降雨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了。而这次，一直在强降
雨边缘疯狂试探的江苏，
终于也领到了“入场券”。

目前资料分析来看，
今天云系增多，局部可能

有分散小雨，最高气温将
继续上升到32℃-33℃，体
感会非常闷热，大家要注
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预
计29日还有一次较明显的
降雨天气过程，雨量可达
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
小幅下降，有出行计划的
小伙伴要注意了。 尹梦真

强降雨正在赶来

6月27日，常州市军休
一所、钟楼区民政局、荷花
池社区在瞿秋白纪念馆联
合开展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为主题的建党 98 周
年庆祝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