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社会事业局党工委切实履行主体
责任，强化党风廉政建设，突出抓好三个
重点环节：

一是抓责任落实。局党工委全面落实
主体责任，制定局直属党组织书记党建责
任清单， 并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开
展书记上党课活动和书记抓党建述职评
议考核，全程落实责任，积极履行行业党
建的领导职责，坚持做到把党风廉政建设
与业务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落实。

二是抓制度完善。 充分发挥制度在
规范权力运行、 预防和治理腐败中的保
证作用。加快建章立制，制定下发文件明
确了中小学、卫生院领导职数，推进中小
学教职工员额管理， 细化学校和卫生院
财务管理要求，完善教育、医疗设备采购
和资产处置规定， 规范行政许可网上办

理程序等，从干部、人事、财物等全方位
严明纪律、严格要求，真正形成用制度管
人、按规章办事的有效机制。

三是抓监督检查。 权力行使必须受
到严格监督。招聘教师、医生面试邀请区
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现场监督， 基层单
位采购招标局监察审计室的人员到场监
督， 每年组织对全区中小学和医院进行
财务检查， 对单位离任领导开展经济责
任审计。近期，组织开展“远离回扣、廉洁
行医”、违规吃请和公款吃喝问题、腐败
易发多发重点领域等多个专项整治，认
真抓好巡察和审计中发现问题的整改，
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党组
书记是领导者、执行者、推动者，要做到
“既挂帅、又出征”，始终把主体责任记心
里、扛肩上、抓手上，把牢重点，筑牢防
线，切实做到四个到位。

责任链条构建到位。 晒出局党组班
子主体、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党组班
子成员“一岗双责”清单，年初分层级签
订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将责任细化、
硬化、具体化到人，一级管一级，一级对
一级。

教育管理开展到位。 定期召开会议
分析部署、专题研讨、集中学习，每季度
组织开展“廉政教育我聆听”活动；一把
手和班子成员、 处室负责人、 新调整干
部、年轻干部廉政谈话；加强廉政文化建
设，与区检察院共同签订《在新孟河等重

点水利工程建设中共同预防职务犯罪的
协议》，通过全方位、立体式宣传教育，引
导局全体人员把手中权力变成为民服务
实力。

制度规范落实到位。 严格执行党组
议事决策规则和“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
策制度，建立重点工程监督制度，完善局
财务管理专项制度， 开展廉政风险点排
查并制定防范措施，实现重大事项、工程
项目痕迹化管理、全过程监督。

检查考核实施到位。将党风廉政建
设纳入局机关年度考核方案，在明晰责
任内容、厘清责任边界的基础上，定期
组织检查考核，长态化开展局机关作风
效能建设督查， 切实发挥责任清单的

“施工图”、“考核表” 和“问责尺”作
用。

本报讯 25 日，2017 年“高新区
讲堂” 第七次专题报告会围绕创新驱
动和成果转化主题， 组织全区领导干
部开展集中学习。 区四套班子有关领
导参加。

报告会特邀电力电子应用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主任、 浙江大学工业技术
转化研究院院长赵荣祥教授作专题辅
导报告。 赵院长目前主要从事电机及
其控制、 储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
的研究， 负责并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 国家 863 计划项目、浙

江省重大科技专项等项目， 积极参与
产学研工作。

赵院长围绕《实施创新驱动，推动
成果转化》这一主题，从创新现状、产
学研创新要素、 科技成果转化三个方
面，通过丰富的案例和详实的数据，分
享了其在创新驱动和成果转化方面的
丰富经验和研究成果， 对帮助高新区
将产业集群快速转变为创新集群，打
造常州市创新标杆乃至江苏省智造高
地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王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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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来， 住在孟河镇孟城
片的村民看到了一个喜人的变化:老
338 省道两旁、 村子里乱停放的渣交
车好像一夜之间失踪了。 宽阔的马路
不再尘土飞扬， 家家户户门前也瞬间
敞亮起来…原来， 是孟河镇政府重拳
出击、 多措并举， 全面开展交通大整
治、 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建设所取得的
成效。

首先规范停车场秩序。 由镇城建
局牵头，对停车场进行集中整理，划好
停车线，规范停车程序，引进专门机构
进行规范管理。对老孟城地区，部分区
域内道路禁止拖拉机（农用车）通行。
设置货车禁行区， 由孟河交警中队牵
头， 对小河集镇区等区域实行货运车
辆和拖拉机限时通行。

其次加强智能化建设。以建设“智
慧城市”为契机，推进“智能交通”更新
发展计划。 在全镇辖区省道、 快速道
路、 乡镇主干道建设相关智能交通设

施和新型电子警察系统， 高效整治机
动车违法停车、驾车拨打手机、不系安
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 在农村道路布
建严密的交通智能监控系统， 实现对
路面车辆全方位、全时空的实时监控，
全面提升交通管理指挥疏导能力。 严
管道路实施记分罚款制。 对于孟河大
道等 11 条交通拥堵路段， 实行违停
扣 3 分、罚 100 元的措施，坚持分类
分批次开展专项整治， 打造一批交通
管理责任区示范点。

此外，采取疏堵结合的方法，最大
限度提供公共交通资源。加强公共停车
场（库）整体规划、建设和管理，逐步解
决“停车难”问题。最大限度挖掘各类停
车资源，如路边停车位的设置，系统规
划建设公共停车设施，合理布建一批公
共停车场、临时停车场和住宅区停车配
套设施，完善各类停车场停放、诱导设
施，推进停车信息化建设，缓解停车供
需矛盾。 （郑月莲 郭明珍）

孟河镇多措并举开展交通大整治

本报讯 为了发扬爱心互助精
神， 增强新桥镇青年志愿者和党员义
工的爱心意识，24 日上午， 新桥镇的
青年志愿团队至常州市福利院开展爱
心志愿服务。

来到福利院，志愿者们分成两队，

一队负责将带来的日用品、 食品等搬
下车交给院方， 一队把新鲜出炉的手
工制作点心分发给他们。 志愿者们还
为福利院的孩子和老人献上了精心准
备的小合唱。

（许娟 黄霏）

新桥青年志愿者走进福利院

本报讯 7 月，常州机场实现旅
客吞吐量 22.63 万人次， 同比增长
28.47%， 为开航以来历史最高水平；
完成航班运输起降 1833 架次， 同比
增长 18.18%。 其中，国际（地区）航班
的旅客吞吐量 2.36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01%。 完成货邮吞吐量 1000.8 吨，
同比增长 24.18%。

面对传统暑运旺季的到来， 常州
机场提前规划， 强化与航空公司沟通，

争取运力投放。 7月份，机场共通航 28
个境内外城市，与去年同期相比，国内
方面增加了福州、赣州、张家界；国际方
面增加了芽庄和普吉岛，其中普吉岛航
班为机场首次使用宽体机运营航班。从
航线运营情况来看，国内方面，北京、深
圳、广州、重庆、成都等传统的地区主要
城市航线依旧保持了 80%—88%的客
座率。 物流方面， 机场进一步做好 24
小时提货、订舱服务。 （吕翠）

常州机场７月客流创新高

集中开工项目介绍

总部经济区东至长江路、北至红河路、西至崇义路、南至云河路，具体由 E1-E5
五个地块组成，目前在建项目包括 E1 宇洋达大厦、E2 新桥大厦、E4 新阳科技集团总
部大厦。 总部经济区二期包括 E3 智慧数字谷和 E5 常高新加速器两个地块，分别由
新桥镇和常高新集团进行开发。

包括新建长江路和乐山路出场站匝道。 长江路匝道西起南二路与南四路交叉口
东侧，向东汇入长江路跨沪蓉高速跨线桥，全长 270.2 米，单向双车道，标准段车行道
宽 8 米、桥宽 9 米。 乐山路匝道东起客运中心以西南二路，向西下穿乐山路跨沪蓉高
速跨线桥桥孔后汇入乐山路，全长 611.9 米，单向双车道，标准段车行道宽 8 米。

荨总部经济区二期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建设年限

市政道路 包括印刷电子产业园配套道路、乐山路（辽河路 - 嫩江路）、华山路（新科路 - 新竹路）（淮河路 - 北海路）、新科路、崇仁大街、
明勋西街、北海路、嫩江路等 10条道路，共计 7.81 公里。 2017-2019

水系调整 乐山路西侧河道、龙须路北侧河道、新桥大街北侧河道这 3 条河道，共计 2.15 公里。 2017-2018

生态环境提升

按新龙国际商务区“滨河十里入画、烂漫百花竞妍”的整体景观设计原则，对重点区公共环境艺术进行设计，整体提升区域内绿
化景观、标志标识系统。 近期重点打造新桥大街北侧滨水绿地，建设成具有科普性、文化性、健身性的商务区重点示范滨水绿
地，同时考虑临时效果与投入成本，针对 2019年前出让地块，采用草籽地被处理，2019 年以后出让地块，采用大树加草坡处理
方式，力求在实施过程中建设成绿色、低碳、宜居的商务区特色环境。

2017-2018

新龙国际商务区区域
供冷供热能源站

主要建设集中的供冷供热能源站，提供新龙国际商务城 6 平方公里内所有新建建筑的供冷供热服务，供能范围主要考虑枢纽
智芯、科创水镇、双创社区等片区，总供能面积 210万㎡，按子母站模式建设。其中母站位于仁和路与新桥大街交叉口西北角绿
地，建筑面积 7000㎡。 子站位于长江路与新桥大街交叉口西北角绿地，建筑面积 2500㎡，服务范围为两馆两中心、新龙湖东侧
酒店、总部经济区 E3、E5 等，服务总建筑面积约为 40万㎡。

2017-2020

综合管廊 同步建设新龙三路和云河路道路及管廊工程，其中新龙三路（嫩江路—辽河路）长约 1.52km，云河路(新龙二路—乐山路)长约
0.70km，总长度为 2.22km，含管廊控制中心一座，位于新龙三路和新桥大街交叉口的东北侧，占地面积约为 1500平方米。 2017-2019

新常工院以东房地产
项目

地块位于新龙二路以东，辽河路以北，新桥大街以南，用地性质为商住混合用地（RB）,将与保利、万科合力打造成区域标杆项
目。 2017-2020

宇洋达大厦 位于崇义路以东、红河路以南，由 23 层办公楼和 3 层商业裙房构成。 项目总建筑面积 5.7 万㎡，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4 万㎡、地
下建筑面积 1.7 万㎡ 2017-2018

新阳大厦
位于长江路以西、云河路以北，由为 5A 级写字办公楼和商业裙楼构成，其中塔楼地上 23 层，裙楼 3 层，总建筑面积约为 5.41
万㎡，其中地上 3.77 万㎡、地下 1.64 万㎡，计划于 2019 年 9 月建成投运。 新阳科技集团将以该总部大厦为载体，加速发展投
资、贸易及金融业务。

2017-2019

新龙湖幼儿园 位于龙六路以西、云河路以北，新景花苑四期以东，红河路以南。 幼儿园办学规模为 24班，总建筑面积 1.43 万㎡。 2017-2019

新桥第二小学 位于华山路以西、新科路以北，为 10�轨 60�班小学。 由 6 幢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为 4.08 万㎡，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3.74 万
㎡，地下建筑面积为 0.34万㎡。 2017-2018

常高技实训中心 位于新龙八路以西，云台山路以东，新科路以南，原国际学校以北，总建筑面积约 6.74 万㎡，容积率 0.783，建筑密度 22.2%，绿
地率≥35%，师生人数 11000人。 2017-2019

常州第四人民医院新
北分院二期工程 位于已建成的四院北侧，由内科楼、综合楼及配套用房、两层地下室组成，建筑面积约为 11万㎡。 2017-2019

三江口公园

公园定位为融合文化、娱乐、体育、休闲、生态于一体的综合城市公园，总用地面积约 1378 亩，其中水域面积 298 亩。 本次开工
建设的二期工程（云河路以北核心区）总面积约 4.8 万㎡，总体设计思想是以“半岛公园”为主题特色，融入“生态湿地”的设计理
念，通过亲水台阶构成一个以水为核心的滨水景观，沿河设置不同的滨水活动来带动和激发整体公园的活力和人气，具体由门
户展示区、亲水生态湿地区和台地花园三个区域组成。

2017-2018

新龙生态林二期
二期东至长江路，南至北海路，西至龙江路，北至规划 S122�省道，用地面积 2194亩。 项目以建设生态防护林为依托，按照常州
植物园要求嵌入规划的重点植物专类区和精品园区，配套工程有管理服务中心、园区管理用房等建筑物，同步实施园区供电、
供水、消防、综合布线、景观照明、指示标识系统、休息设施等。

2017-2018

新桥中学及周边改造
工程

项目主要由三个工程组成：一、新桥中学老校区内部五栋楼改造，建筑面积 1.99 万㎡，改造后将承担区域公共服务功能；二、新
建老校区周边崇义路、崇信路、崇德路、崇仁大街四条规划道路及三座桥梁，道路总长 1.6 公里，规划宽度 16-20 米；三、周边空
置地块绿化提升，以草籽 + 大树的形式按照海绵、低碳的要求进行整理。

2017-2018

两馆两中心

两馆两中心即档案馆、规划馆、行政服务中心、社会管理服务中心，位于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以南，崇仁大街以北，崇义路以东，
长江北路以西。 主要建设 1幢 22 层（局部 3 层、4层）综合楼，总建筑面积 10.74万㎡，规划地上计容建筑面积 6.62 万㎡，其中
档案馆建筑面积 3.83 万㎡、规划馆建筑面积 0.58 万㎡、行政服务中心建筑面积 1.62 万㎡、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建筑面积 0.4 万
㎡、数据中心建筑面积 0.18 万㎡；地下建筑面积 4.08 万㎡，主要用于机动车停车及设备用房。

2017-2019

海绵城市
海绵城市试点总面积为 6.7 平方公里，三年内实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75%的目标，试点区至少 60%以上面积达到目标。包括新
地块开发、公园建设，老小区整治，道路、绿化、河道功能性改造等，计划 2017 年启动 10 个海绵建设项目建设，年底完成 5 个项
目的海绵建设。

2017-2018

北部新城绿道工程
实施范围北至 S122 省道、西至薛冶路、东至江阴界、南至新北区界，构建“四纵八横九环”的绿道系统，分 2017-2019 年三年实
施，计划新增 103 公里绿道。其中在新龙国际商务区范围内道路及有条件的绿化带两侧增设慢行步道和自行车道，向南与高新
区核心区、藻江河沿线已建绿道系统、街头绿地、公园等贯通，建成步道贯通、功能完善的北部新城生态绿道系统。

2017-2019

▲高铁周边道路优化
本报讯 22 日，高新区召开全区

“五项行动”推进暨“263”专项行动点
评会。 区领导严俊、季晓东、李小平等
参加会议。

“五项行动”是针对普通国省道、
高速公路、铁路、航道、港口码头交通
干线沿线开展的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也是落实省、市“263”专项行动的重
要举措。 高新区涉及普通国省道 8
条、高速公路 2 条、三级航道 2 条、铁
路 2 条，各项累计 237.4 公里，三大港
区涉及企业码头 56 家。 自今年 6 月
份启动“五项行动”以来，高新区已全
面铺开了交通干线沿线环境垃圾处
理、违章拆除、洁化绿化美化等综合整
治工作，计划用 3 年时间，使全区交
通干线沿线“脏、乱、差”问题得到全面
整治，违法设施得到全面清理，综合环
境得到全面提升， 保洁水平实现全省
领先。 与此同时，全区上下迅速行动，
集中力量解决了一批突出环境问题，

有效推进了“263”专项行动各项任务
的落实。

会议明确了下阶段“五项行动”的
任务要求： 一是铁路沿线整治今年全
部完成，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二是
普通公路国省道周边清理“脏乱差”现
象，洁化行车环境；三是高速公路桥下
开展空间整治，重要城市出入口、沪宁
高速两侧通道实施绿化提升； 四是干
线航道沿线完成垃圾清理、 碍航设施
和非法违章建筑的拆除； 五是主要港
口码头完成粉尘和水污染治理， 省重
点港区名录下散货码头达到环保要
求。

严俊从三个方面对“263”专项行
动进行了全面部署。一是认清形势，直
面问题，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二是精
准施策，全力以赴，打赢专项行动攻坚
战。 三是压实责任，动真碰硬，确保专
项行动取得实效。

（杨红）

“五项行动”推进暨“263”点评

“高新区讲堂”第七次报告会举行

抓住三个重点环节
区社会事业局党工委书记、局长 张华锋

切实做到四个到位
区农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银龙

书记谈主体责任

本报讯 昨日，“携手起飞 共创
未来” 互联网 O2O 家装服务平
台———住建鸟常州启动发布会召开。

住建鸟 CEO 叶建涨与住建鸟常
州服务商及优选工友代表共同登台启
动激光球， 将住建鸟平台的优质服务
送到龙城市民身边。启动仪式后，会议
介绍了住建鸟的平台优势、运营模式、
服务流程及发展战略。 本次发布会的
召开， 标志着住建鸟正式进入常州市
场，服务广大常州业主，开创龙城家装
行业的新格局！

一贯以“最值得信赖的互联网家
装服务平台” 为发展愿景自勉的住建
鸟平台，在创业伊始就不忘回报社会，
努力践行社会责任。 昨日， 会议宣布
“住建鸟水健康龙城关爱公益行”活动
正式开启，并向社会各界郑重承诺：常

州市独居老人家庭， 均可直接向住建
鸟公益基金申请， 符合安全清洗条件
的申请家庭，将在 7 个工作日内免费
享受到专业的上门清洗水管服务。

据悉， 住建鸟由世丰产业集团旗
下住建鸟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投
入巨资倾力打造。 线上平台住建鸟
APP 于 2017 年 3 月 26 日发布，首家
线下服务体验中心已在常州正式运
营。更多线下服务体验中心，正在全国
范围内加速布局。 住建鸟将依托互联
网科技，科学整合工友、服务商、厂商
资源，为业主提供“三位一体”大平台
服务，创新改造家装行业流通、销售、
施工、验收全流程，让业主可以挑选到
靠谱的工友， 用上优质优价的放心家
装材料， 让整个家装过程充满信任。

（包琳霞）

住建鸟家装龙城公益行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