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长三角三新经济高地打造长三角三新经济高地 现代化城乡治理样板现代化城乡治理样板

锦绣天宁 新闻热线：69660318
邮箱：tnxwzx@163.com

AA88
2021年10月28日 星期四
第92期（总第408期）
责任编辑：凃贤平
组版:邵伟东 校对:陆颖

社址：和平中路413号报业传媒大厦 / 邮政编码213004 / 监督举报电话88066053 / 投递质量监督电话86602046 /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20401419950001 / 常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天合路111号 / 零售价 2.00元

本报讯（陈凝 陶怡 吴曙艳）金
秋十月，江淮之间、巢湖岸畔，天宁奔
赴大湖名城合肥开展“名城名校合作
行 创新创业赢未来”活动。

10月19日—20日，短短两天的行
程中，推介会、招聘会、高校产学研对接
会密集开展，每一场活动中，天宁诚挚递
上“会客、人文、智造、活力、幸福”5张名
片，以“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之姿
态，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叠加交汇的时
代大势下，在天宁乘势而上建设“长三角
三新经济高地、现代化城乡治理样板”的

关键时期，发出招才引智最强音。
区委书记许小波在“龙城英才计

划”合肥推介会上送上了“三份请柬”。
第一份，诚邀各位专家学者来天宁

共划蓝图。当前，天宁正在积极创建省
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快建设一批
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和博士工作
站。深切期盼各位高校学者、行业专家
与天宁共同开展产学研合作，让创新活
力竞相迸发、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第二份，诚邀各路企业精英来天
宁共谋发展。天宁不仅有秀美的风
光、灿烂的文化、繁荣的经济，更有无

限的商机。热忱欢迎广大企业家走进天
宁、感知天宁、投资天宁，共同谱写高质
量发展的精彩篇章。

第三份，诚邀各方青年才俊来天宁
共创未来。天宁准备了1万套温馨舒
适、现代时尚的人才公寓，制定了一系列
安心、贴心、舒心的人才政策，真心希望
各位青年才俊能来天宁就业创业，在天
宁实现人生理想和价值。

推介会上，“复杂电子产品诱导装配
系统的联合研发”“新一代物联网绿色智
能工厂建设”等5个项目集中签约。

活动期间，37家来自常州的企事业

单位带着807个岗位走进合肥高校，现
场240名学子与天宁用人单位达成初步
意向，平均工资在5000元/月左右，最高
的达到10000元以上。

19日下午，天宁代表团一行前往中
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参观全超导
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稳态强磁场
实验装置两个国家大科学装置。20日
上午，代表团一行前往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参观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同步辐射国家重点实验室。企业代表与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专家教授开展了产
学研对接交流，为后续合作奠定了基础。

“名城名校合作行 创新创业赢未来”合肥站活动成果丰硕

天宁在巢湖岸畔送上“三份请柬”

本报讯（张也） 10月24日下午，
区长张凯奇带队督查大板房选房现
场，实地察看大板房居民选房进展情
况。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人民
至上，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全力以赴
将民生工程打造成品质工程，切实为
安置群众提供安全舒适的住房条件。
副区长杨康成参加督查。

“您选到的是几号房？位置、面积
都还满意吧？”在选房现房，张凯奇与
居民亲切交流，深入了解大板房选房
工作落实情况。

张凯奇指出，群众的满意度是衡量

政府工作的最终标尺，在推动选房工作
进程中，各相关单位要多征求群众意
见，多听取群众诉求，多回应群众关切，
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老
百姓切实享受到改造的可喜成果。同
时各级部门要注重安置房的安全性、功
能性、舒适性，统筹做好精细化管理，以
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高品质，建设人
民群众满意的幸福家园，切实增强人民
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

据悉，前期天宁区大板房居民通
过两轮抽签的形式，排定了各自的选
房顺序。10月22日下午开始，原住

丽华一村、浦北新村、北环新村的大板房
居民分批赶到常瑞宾馆，开始了集中选
房这个“重头戏”。截至24日晚上，全区
三个板块的大板房居民全部完成选房工
作，向住有所居、住有宜居的安居梦想又
迈进了一大步。

作为2020年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重
要内容，天宁区举全区之力加快推进大
板房专项治理工作，于当年12月21日
完成100%签约、100%腾空。目前，大
板房置换房源正在抓紧建设之中，预计
于2022年底前完成交付。

下午，张凯奇一行还走进武进不锈，

实地督查重点工业企业的建设发展情
况。在车间一线，张凯奇看现场、问需
求、听进度。

张凯奇指出，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明
确了“国际化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枢
纽”城市定位，区第十一次党代会也锚定
了“长三角三新经济高地、现代化城乡治
理样板”发展目标，企业要积极贯彻落实
有关会议精神，进一步澎湃创新驱动动
能，提升研发水平，勇做行业领头羊；持
续深耕不锈钢管市场，不断加大高端产
品研发投入，做大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为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向住有所居、住有宜居安居梦想迈进

天宁切实为安置群众提供安全舒适的住房条件

本报讯（宋婧 刘伊湄 张莉敏）
10月22日至24日，天宁区完成辖区
内三大板块1210户大板房居民的选
房工作，让百姓住有所居、住有宜居的
安居梦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22日下午，丽华一村的240户居
民成为首批选房群众，现场一共提供
了65、75、90平方米三种房型，共256
套候选房。“为了确保公平，每一个户
型的候选房，都比实际选房人多出几
套，保证最后一户居民仍有房可挑。”
天宁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季卫东表示。

楼层、朝向，是选房群众最关心
的。76岁的黄伯林作为首位选房者，
他毫不犹豫地挑了一套3号楼甲单元
15楼的房子。“和老伴私底下就商量
好了，住了30多年的一楼，阴暗潮湿，
终年不见太阳，这次一定要选高层。”

黄伯林说：“所以选了东边第一幢，有
太阳，采光好，客厅和主卧都朝南，房
间通风极佳，我们都很满意。”

一旁80岁的周志俭老先生选择
了同一单元17楼的房子。“以前住2
楼，现在我想住得高一点，看得远一
点，瞧瞧天宁日新月异的变化，心情多
舒畅啊！”周先生按捺不住喜悦，已经
多次前往新房地块“考察”了。“周边有
翠竹公园、紫荆公园，散步方便，设施
都很新，离区行政中心也很近，听说还

会有很多配套，我很安心。”
据悉，丽华一村和北环新村大板房

产权置换新房地点在董头村二期地块，
即梅亭佳园。新小区共有11幢居民楼，
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总户数为
1352户。目前，所有楼栋都已主体结构
封顶。浦北新村的大板房产权置换新房
地点在红庙头地块即兰蕙佳园，当前2
号房、4号房、6号房、7号房正在紧锣密
鼓地施工中。

“大板房”专项治理工作，是改善城

乡老旧小区居住环境，推进城市更新、提
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举措，作为2020年天
宁区为民办实事工程之一，天宁坚持“两
个聚焦”：一是聚焦“质”，产权置换房屋
完全按照纯商品住宅房屋的建设要求，
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交付，房屋的质
量是绝对保证的；二是聚焦“快”，在确保
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压缩工期，尽
快完工，确保在2022年年底前，让老百
姓高高兴兴地拿到新房钥匙，早日让居
民住上“新房、暖房、安心房”。

推进城市更新 提升城市品质

1210户大板房居民完成选房

本报讯（陈凝）为充分听取群
众意向、了解群众所需、解决群众所
盼，特向全社会公开征集2022年天
宁区民生实事项目，欢迎广大市民
踊跃参与。

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11月26
日，重点围绕教育文体、医疗卫生、
托育养老、食药安全、公共交通、居
住环境、生态环保、就业创业、社会
保障等方面提出项目建议。项目要
符合天宁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
际，具有普惠性、针对性、可行性和
创新性，原则上能在当年内完成。

参与群众可通过政府门户网
站、微信公众号“锦绣天宁”、来信等
方式提出建议意见，并请注明本人
姓名、职业和联系电话。

具体为：登录网站（http://
www.cztn.gov.cn），在首页点击

“2022年民生实事项目征集”浮动图
标，填写相关内容；关注“锦绣天宁”
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2022年民生
实事项目征集”，按提示填写相关内
容；来信请寄：常州市天宁区竹林北
路256号天宁科技促进中心2119
室（邮编：213000，信封正面请注明

“2022年民生实事项目征集”）。
对所提建议意见，区政府将集

中研究处理，恕不一一回复。民生
实事项目将在明年区人代会上由全
体人大代表差额票决选出，确定后
将在“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门户
网站”（http://www.cztn.gov.cn）
上公布。

天宁区征集
2022年民生实事项目

本报讯（陈凝 吴曙艳 袁峰） 在
10月 18日—21日举办的第十届中国
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
汽车、节能环保全国赛中，天宁区企业
常州汉韦聚合物有限公司经过激烈的
比拼，成功晋级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总决赛。晋级全国总决赛的企业将
入选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创新创
业50强”。

据了解，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37个赛区共有33289家企业报名
参赛，经过地区初赛，约1500家优秀企
业最终入围全国赛。其中，新材料、新
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全国赛共
有452家企业入围。

常州汉韦聚合物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业从事先进聚合物材料创制与应用
的研发和生产的创新型科技企业。基
于目前全球90%以上的光伏封装胶膜
由中国提供，但胶膜原材基本依赖国
外进口这一现状，该公司引进两位长
江学者担任企业研发领队，同时配有
一支能力强、经验丰富、搭配合理的技
术人才队伍。通过对先进聚合物及绿
色制造工艺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采
用国产聚合物为基础原材料，创制出
高性能太阳能光伏组件用封装胶膜
（SPO）。

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8 日成立至
今，已获得“2020年度‘三新’经济示范
企业”“2020年度天宁区优秀领军人才
创业企业”“2020年度科技创新奖”等荣
誉；于2020年入选“江苏省‘双创计划’
创业类—创业人才项目”，于2021年入
选“江苏省‘双创计划’双创团队—企业
创新类项目”。

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

天宁区企业晋级

本报讯（陶怡 陆春滟）今年，天
宁计划在去年创建成功的25个省级
达标小区的基础上，再创建60个省级
垃圾分类示范小区，覆盖6个街道。

据了解，垃圾投放模式今年有了新
变化，全面实施“两定一撤”，即撤销单
元垃圾桶，开展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此
外，“四桶”齐全的垃圾分类投放点也已
取代了之前的三分类垃圾桶。四分类
就是在原来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

垃圾的基础上，分离出厨余垃圾单独投
放，并配套相应垃圾分类设施。

朝阳花园小区内的垃圾分类设施
目前已全部建成。为帮助居民改变之
前的投放习惯，每个定时定点垃圾分
类投放点都配备了桶边督导员进行分
类指导。“每处有2名垃圾分类督导
员。”朝阳花园社区书记高晓燕介绍，
为引导居民分类投放，社区通过招募
志愿者来实现“人盯桶”。

每天早上6点半，志愿者高丽萍
都会准时来到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
点，指导居民对垃圾进行分类。“上午
值守 3 个小时，下午再值守 3 个小
时。”3个月以来，高丽萍感觉垃圾分
类能分对的居民渐渐多了起来。

据悉，今年天宁区在每个生活垃圾
定时投放点位，还配备了160个洗手
池，每个小区还有65个分类桶清洗枪，
便于居民投放后洗手及分类桶的清洗。

引入社会力量引导垃圾分类

天宁今年将创60个省级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本报讯（凃贤平 周鹏） 老旧
小区改造、口袋公园建设、干道综
合整治、河道沿线治理、弱势群体
帮扶……今年，兰陵街道突出城市
更新这个主题，推出16项民生实
事，目前已经完成7件，另外9件也
在有序推进中。

兰陵街道作为老城区，这些年
始终走在城市更新之路上。九洲新
世界、富邦广场、万都广场……一座
座大型城市综合体的拔地而起，实
现了辖区内居民们提升城市生活品
质的梦想。

“新时代下，为建设美好的人居
环境，城市更新内涵更加丰富。”兰
陵街道党工委书记陈一锋说，它涵
盖完善城市空间结构、塑造城市风
貌、加强居住社区建设、加强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加强老旧小区改造等
方方面面。

城市更新，要重构城市的“新功
能”。街道今年对兰陵锦轩西侧绿
地进行打造，形成以月季为主的花
境形式，以乔木为框架，结合花廊、
座凳、文化石、党政宣传相结合的口
袋公园，并增设儿童游乐、休闲健身
广场等设施。通过口袋公园的建

设，为周边居民增加休闲游憩空间，
也增强了城市活力。

城市更新，要打造空间的“新
意境”。兰陵街道结合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契机，充分运用
现有红色资源，联合辖区党建共同
体单位，创造性地改造了中吴大道
与兰陵路地下交通过道，实施红色
阵地工程，打造出“星火辉煌追梦
路”红色时光廊道。目前廊道已建
设完成。

城市更新，要应用智慧的“新科
技”。针对工人新村第二社区进行
老旧小区改造，在今年年底前不但
要配备老年服务用房，还要完善适
老设施、停车设施、安防设施、消防
设施、便民服务设施等，通过智慧元
素的注入，让老小区更智慧。自
2021年4月施工单位进场施工，目
前已完成施工总进度90%左右。

据悉，为提高“为群众办实事”
的服务质效，街道党工委引领“一
办六局”党支部，所属村、社区党组
织，辖区“两新”组织党组织全参
与、齐挑担，推动各级各类党组织
将党史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成效、
服务实效。

围绕城市更新主题

兰陵街道今年推出16项民生实事

本报讯（董逸 蒋云峰） 记者
昨天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天宁
分局了解到，日前，天宁区以最坚
决的态度、最强有力的措施，率先
在全市完成违法用地“清零行动”
整治任务，22宗违法用地全面整
改完成，恢复耕地面积56.74亩,完
成率达100％。

整改过程采用座谈、走访、发
放限期拆除通知书等多种形式，
向违法当事人宣传相关政策，鼓
励违法主体腾清场地、主动拆
除。对于不符合完善手续要求的
违法用地，坚决做到应拆尽拆、不

留隐患。对拒不自行整改的，拟
定拆除方案，组织力量协助拆除，
按时清零。

为确保全区新增违法用地为
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天宁分局
坚决立足事前防范，持续强化“疏
治结合”，积极指导全区用地企业
及时掌握最新政策，依法合法用
地，协助相关企业加快用地及建设
手续办理，尽早开工建设；以“网格
化”+“智慧查”为抓手，集中力量，
多点多面循环往复排查,对违法用
地“露头就打”，坚决维护土地管理
良好秩序。

天宁区率先在全市

完成“清零行动”整改任务

本报讯（董逸 虞新伟） 10月
22日—29日，第十一届全国残运会
暨第八届全国特奥会举行。由常州
市光华学校4位学生组成的代表江
苏省参赛的唯一游泳队，已取得了
一金一铜的好成绩。

7月19日，接到市残联委托组
建特奥游泳队的通知后，常州市光
华学校随即从各班筛选符合参赛条
件的人选。7月20日，确定参赛运
动员名单，组建了光华学校特奥游
泳队。选手为三男一女，年龄为
13—18岁，均为智力残疾人。3名
男孩小恺、钧钧、垚垚（均为化名）都
有游泳基础，女孩小慧（化名）虽没
有基础，但接受能力很强。

按年龄组别，他们分别参加50米
自由泳、50米蛙泳、50米仰泳等比赛。

这群特殊的孩子，也有属于自
己的体育竞技梦想。垚垚学习游

泳已经有6年多，前期的训练又让
他的成绩突飞猛进。他最擅长的
泳姿是蛙泳，比赛前上报的成绩是
1 分 40 秒，最快能游到 1 分 05
秒。“教练跟我说，我已经很厉害
了，希望我在比赛中能更加稳定一
些。于是，她就教我用蛙泳的手姿
和自由泳的腿姿，更多地让自己的
身体漂在水面上。”垚垚的梦想，
就是做一名游泳运动员，这次比
赛，他希望自己能为学校争光。

“给学生一个机会，他会给你
一个奇迹。学校组建一支征战全
国特奥会的游泳队就是为学生创
设另一种可能。”光华学校学生发
展部主任沈苏雯说。据悉，该校是

“全国特奥工作先进集体”，自
2005年起，学校就开始打造“扬特
奥精神，做自强少年”为主题的德
育特色工程。

光华学校4位学生参加全国残运会暨特奥会

已摘得一金一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