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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池街道荷花池街道：：城市更新城市更新 老城复兴老城复兴
代代相传的文庙、文脉延续的常州府学、曲径通幽的未园，还有传承红色基因、精神永存的瞿秋白纪念馆……这里的每一处都承载着常州古延陵的灵气与脉动，流淌着以文化人、尚

学创新的雅致风尚，这里便是浸润着千年古韵的常州主城核心区之一——荷花池街道。
今年来，怀揣着中心城区的人文情怀，肩负着对创新发展的历史担当，聚焦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荷花池街道围绕钟楼区“重大项目攻坚突破年”和打赢“七大争先仗”总体部

署，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决落实市、区党代会精神，以“清单+专班”为重要抓手，不断创新谋发展，全面推进人文荷花池高质量发展。

东起小河沿，南临延陵路，
西至长江路，北枕沪宁铁路，这
便是荷花池街道4.09平方公
里的范围。它在钟楼区的面积
不大，却是全区、乃至全市老城
厢的重要腹地。为奏响老城复
兴进行曲，荷花池街道有序实
施大庙弄片区等一系列的提升
项目。

“你看，中山堂还是那个样
子。”一直居住在大庙弄片区的
潘女士告诉记者，如今的中山
堂，最初是城隍庙，民国时期改
为“中山纪念堂”，这与她小时候
记忆中的中山堂相差无几。还
有位于大庙弄内的古银杏，距今
已有两百多年历史了；玉佩弄沿
街的5栋建筑也均列为了文物
保护建筑。

保护并不是一动也不能
动。大庙弄片区的改造提升
不仅留住了历史，同时还有对
老城厢商圈的有机更新。三

鲜美食城、常州糕团店、德泰恒
等驰名美食都进行了出新；华
鹰、金店、良贸立面改造基本完
成；目前正加强国有资产归集，
同步与相关单位就合作运营方
案加强磋商。

与此同时，围绕南北大街商
圈融合，中心城区错位竞争，大
庙弄片区的有机更新正引领中
心商圈焕发新生。新世纪商城
立足打造中心城区地标商业综
合体，从内部装修、品牌更换到
商圈活动、营销策划逐一精心打
造；常州金店总店面向青年客群
以Tiffany蓝为基调重塑品牌形
象；老凤祥结合大庙弄方案全面
改造提升；正方京城依托澳娱国
际化资源，打造内街广场灯光娱
乐装置和墙壁彩绘；西横街—正
方京城—玉佩弄，打造活力网红
街区，肖四女、在之间、椿熹铺、
直到日落等网红店铺纷纷入驻，
街区初具形态规模。

“我们要细分网格全要素管
理，不仅要压实队伍主体责任，更
要根据辖区特点，分解长效管理
考核项目，打好城市精细化管理
战优化长效管理模式，不仅有罚
更要有奖，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在连续两次钟楼区长效管理考评
中，荷花池街道都排在前两位，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沈小波表示，为
强化争先进位意识，聚焦问题清
单，抓细抓小，夯实基础，通过“服
务、管理、执法”三步走的方式，全
面整治“脏、乱、差”问题，市容环
境优化效果显著。

针对基础设施破损开展专项
治理，今年以来，街道修复破损道
路100余处，约2000余平方米；
修复人行道板110余处，约1000
平方米；修整树穴60余个；更换
破损井盖130余个，破损围墙修
复粉刷40余处，约3700平方米，
极大提升了市容市貌，畅通了城
市“血液微循环”。

位于街道的华侨城、文锦园
周边城市管理示范区建设推动全
街道城市管理迈上新台阶。坚持
示范引领，8个垃圾分类省级达

标小区（含3个两定一撤小区）创建
工作顺利完成，让垃圾分类成为绿
色生活新时尚。

为进一步规范中心商圈周边
非机动车停车秩序，街道联合交
警、城管开展主要道路的非机动车
停车管理工作，采用“管理+引导”
模式，疏堵结合，巧用“划、宣、劝、
拖”四字诀，通过发放宣传单页、设
置提示牌等引导市民自主规范停
放；通过增设停车点位、拓展增量
资源、充分增容引流；通过志愿劝
说、拖移车辆等对手段对非机动车
违停进行专项整治；老城厢内的市
容环境秩序和道路通行秩序得到
了质的提升。

下一步，街道将依托城市物业
项目，发挥警城联动作用，创新以街
道为管理主体、万物云城为实施主
体、各服务单位为服务主体的“1+
1+X”标准化城市管理模式，集中力
量攻难点、破堵点、出亮点。严格按
照12个没有、20个有的标准，对标
先进城市要求，补齐短板积极创新，
借力老城厢复兴和老小区改造的东
风夯实基础建设，提升管理成效，真
正实现匠心管理。

社会环境
治理创新治理创新，，绣出精细高颜值绣出精细高颜值

12月1日，荷花池街道法治
文化广场建成。“在改造之前，这
里是一个年久失修的破旧小广
场，随意停车、乱搭乱建、乱堆放
等情况严重，我们都不愿意来。
但现在这里可真的不一样了。”家
住西新桥三村的陈先生表示，街
道和社区为他们当地居民在家门
口建起了一个颜值高、内容实的
法治文化广场。这不仅一改之前
人民群众的不满，更通过广场墙
面、走廊、草坪、河边围栏等载体，
使街道多了一个法治文化阵地，
也使广大居民有了遵法、学法、守
法、用法、护法的新阵地。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为破解老旧小区消防自救能力偏
弱难题，荷花池街道着力打造“3
分钟消防救援圈”，打通生命通
道，用心铺就救援“畅心路”，全力
保障救援“定心水”。衔接供电部
门以及智能充电设备企业，建设

集安全宣传与平价充电于一体的智
能充电桩160个，推动破解老旧小
区电动车楼道停放和飞线充电的老
大难问题。

此外，在通济河岸坡的“三乱”
整治和建成万福桥生态廊道的同
时，街道启动荷花池街道西新桥二
村洼地治理配套河岸整改工程。整
治后的岸坡满足防洪及整治规划要
求，提升了河道水环境，改善了河道
整体面貌。目前，通济河水质达到
Ⅲ至Ⅳ类水标准，并于2021年获评
市级“五好河道”。

其实这些都是为了解决与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实际问题，街道
创新培育民生“微实事”服务品牌。为
认真贯彻落实“学党史 办实事”精神，
街道创立“荷花幸福节”，做实10大类
100件民生“微实事”，积极打造“荷力
办、荷您意”政务服务品牌，让“小荷聊
民生”“青松林”“四邻一心”等社区建
设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我们企业怎么以票管税
到以数控税，这其实是一种思
维的转变。”12月16日，荷花池
街道楼宇经济“荷管家”邀请财
税方面相关专家，为辖区企业
所需做专题税务讲座，细细分
析了15个企业常见税务风险
的解决方案与思维方式，帮助
企业打通财税筹划中的堵点、
难点问题。

楼宇经济“荷管家”，是企
业对街道驻楼员的别称。根据
企业需求，为企业提供法律咨
询、人才招聘、专题讲座等服务
活动，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圈，让
企业深植于此。

据了解，街道辖区的各类型
商务楼宇有28座，总建筑面积
约44万平方米，入驻企业2000
多家。街道给每座楼宇都配备
专门的“荷管家”，通过“定向式”

“管家式”“链条式”服务，擦亮
“荷管家”服务品牌。

今年，更是联合常州市地
方企业征信服务平台，率先
搭建“荷花池街道企业信息
采集系统”，充分利用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以数字化管理
为基础，实现跨部门联动与
数据共享，率先走出数字化
服务新路径。该系统按照辖
区企业名录，分类建立数字
台账，紧密结合基层“荷管
家”的工作流程，实现了企业
走访信息现场填报、统计数
据实时汇总、分析决策动态
支持。

截至11月，“荷管家”们共
走访企业一千七百多家，走访
率达到71％，协调解决各类问
题上百件。街道内十大重点
楼宇税收全年预计2.69亿元，
1000 万以上楼宇 6 幢，其中
5000万以上楼宇1幢，税收超
百万企业40家。

老城复兴
有机更新有机更新，，城市城市品质新提升品质新提升

民生实事
细节着手细节着手，，幸福底色更鲜亮幸福底色更鲜亮

聚焦城市型经济发力点，在
提升商贸服务业、外资到账、精致
型产业项目等竞争力上迈出坚实
步伐。近日，钟楼区前三季度经
济数据“出炉”，荷花池街道拿出
的答卷成绩亮眼。截至11月，街
道超额完成实际到账外资目标；
重 点 服 务 业 营 收 同 比 增 长
41.6%；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增长28.4%，新建重点项
目开工率100%，投资总额超时
序进度17个百分点。

据了解，今年无论是区里还
是市里，外资到账任务的压力都
很重。但荷花池街道能超额完
成，依靠的是良好服务、做优环
境。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吸引
外资不仅要靠政策、靠优惠，更
要靠服务、靠营商环境。让营商

“软”环境培育街道发展“硬”实
力，街道经济口子的工作人员在
疫情防控、周边环境建设、荣誉
申报等各个方面都给企业提供
最大的服务，积极地走访企业，
了解企业情况，不断拉进和企业

之间的距离。街道有家企业在预
计年内有外资到账可能时，其负责
人第一时间主动告知。街道积极
与钟楼区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工商
注册、银行开户各类手续同步推
进，在全市整体外资完成相对艰难
的背景之下，提前超额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

肖四女乐山跷脚牛肉店作为首
店首牌一进常州便生意火爆，吸引了
大批食客慕名前来，这背后也离不开
街道的尽心服务。由于各种因素限
制，该店所在的正方汇街区招商困
难，街道经发局在了解情况后，主动
担当，会同市场监管荷花分局、街道
综合执法局、行政审批局等相关部
门，对于符合环保、消防等各方面要
求的品牌店铺，开展联合上门审批，
确保项目能够顺利落户开业。

与此同时，荷花池街道鼓励传
统商贸企业加速转型，支持大华从
出口为主向优出优进并重转型，积
极探索尝试B2C的电商零售模式，
推动企业从流通向制造、设计延伸，
培育新优势。

营商环境
全力做优，力争指标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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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忙碌了一天的
谢女士骑着电动车回家，以往
她总要为一个停车位在小区
附近转半天，但如今荷花池老
大楼的闲置绿化带在听取居
民建议后，已部分改为非机动
车停车位。不远处，在天皇堂
弄小区散步的杨女士，对小区
环境改造后大有提升表示认
可，她说：“就几个月的时间，
小区有焕然一新的感觉，不仅
外墙翻新、绿化更靓，而且累
了还有专门设置的休憩座椅、
坐凳。”

另一边，西横街北弄也成
为荷花池街道老旧小区改造
后“人在景中走，如在画中游”
的缩影。经过改造后的西横
街北弄，老房子修旧如旧，家
长里短、柴米油盐、烟火气息
依旧；搭建文化空间，设置主
题活动，传承延续数百年的传
统习俗，让市民走在小巷就能
邂逅古老旋律……

其实这些都是街道在旧改
实施前期，和社区组成工作组，
利用晚上下班和周末休息时间，
开展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电话
沟通以及座谈会，认真听取居民

诉求和合理建议，形成的让众多居
民切实满意的改造提升。

为确保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品质，街道充分依靠居民智慧和
力量，以小区为单位成立居民监
督小组4个，成立项目临时党支
部1个，积极同建设、监理等单位
沟通，要求施工方严格对照项目
清单，严把施工质量关，以专业
的素养、精工细活出精品的态
度，让改造成果经得起时间的验
证，赢得居民口碑。例如，对外
墙颜色选取、材料采购送检、工
艺程序设定等各个环节从严把
关，打造居民满意工程。

目前，街道邮电路小区、西
横街北弄、玉带路小区、天皇弄
单号楼以及双号楼等5个老旧小
区改造一期项目已全部完工，共
涉及46幢、覆盖1079户，改造后
的老小区面貌焕然一新。玉带
公寓、荷花池社区散居楼2个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二期目前土建
已基本完工，市政景观已完成过
半。今年10月份压茬推进荷花
池公寓、北大街社区散居楼、西
新桥一村散居楼3个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三期，目前土建施工已完
成过半。

老旧改造
居有所宜，小区旧貌换新颜

楼宇经济
升级重塑升级重塑，，做优做好做优做好““荷管荷管家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