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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宋婧 天政轩）“没想到这
么方便，这么快。”近日，户籍地在云南的
孟女士在青龙街道为民服务中心办理了
残疾人证四级，“原来办理残疾人证需要
回到户籍地，这对于我们身体不方便的
人来说很麻烦。”同一天下午，闻先生也
跨省办理了残疾人十年换证。

这是青龙街道行政审批局推出“助
残一件事”后，继续延伸服务，打破时间
和地域限制，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
技术支持，为弱势群体送上的便捷、及
时、贴心的服务。

异地办证不用跑，跨省通办暖人心。
近年来，天宁区不断拓宽“跨域通办”朋
友圈，健全完善“跨域通办”清单化管理

和更新机制，搭建了跨区域、跨部门、跨
层级的“跨域通办”模式。目前已先后与
安康市旬阳市、无锡市锡山区、盐城市亭
湖区等16个区县签订跨域通办合作协
议，并在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姑苏专
窗”“省内通办”“跨省通办”专窗，配合打
造74项“跨省通办”、101项长三角“一
网通办”应用场景，实现一批通办事项，
最大限度满足企业、群众异地办事需求，
解决“多地跑”“折返跑”难题。

“天宁区政务服务品牌‘宁好办’，谐音
‘您好办’，这是鞭策我们要以‘您好·好办·
办好’为宗旨，致力于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全
面规范、公开公平、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
天宁区行政审批局局长经海涛表示。

“好办”不仅体现在办事“便利”，更
体现在服务“快捷”。今年1—6月，全区新
增市场主体7678家，完成全流程开办的
企业平均用时0.52个工作日，96.86%的

企业已实现0.5个工作日开办最优化的
目标，比去年同期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天宁区从企业群众办
事实际需求出发，以“减时间、减环节、减
材料、减跑动”为要求，进一步加强线上
线下融合，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事项网上
办理比率，拓展网上办事深度。

开设预约“帮代办”服务，群众只需
在江苏政务服务网上预约，工作人员将
会主动对接联系，提供填报指导和帮办
代办服务；优化企业线上流程，进一步
发挥“企业全链通”新平台作用，申请人
通过平台系统一次性填报企业相关信
息，实现企业开办事项全流程网上闭环
管理；升级“政银合作”，天宁区行政审
批局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
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江南农村商
业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7家银行
签订合作协议，推行“互联网+政务服

务+金融服务”；拓展“家门口办好事”
项目，将企业全链条服务延伸至经济开
发区，让企业开办、变更、注销、迁移不
出开发区；推进政务服务进园区，设立
了中欧（常州）检验检测产业园政务服
务便利站，实现了企业办事不出园区，
打通了服务企业的最后一米；贯彻落实

“1+N”注销套餐办改革，探索企业歇
业、迁移一件事改革，进一步推进企业
注销、歇业、迁移便利化。

把企业服务放在离市场最近的地
方，把民生服务放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
促进企业群众好办事。下一步，天宁区将
继续强化“网上办、一窗办”，深化“一次
办、掌上办”，探索“自助办、跨域办”，细
化“就近办、帮代办”，大力度推进业务畅
通、平台畅通、数据畅通，构建职责清晰、
上下贯通、沟通顺畅、运转高效的三级政
务服务体系，全力打造“15分钟便民圈”。

“宁好办”“您”好办

天宁96.86%企业开办仅需0.5个工作日 按照区委巡察工作统一部署，
十一届区委第四轮巡察自2022年
8月2日起，区委3个巡察组对雕庄
街道及所辖村（社区）党组织与区工
业和信息化局、区司法局、区农业农
村局、区总工会党组开展为期两个
月左右的巡察。

本轮巡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
贯彻巡视工作方针，精准落实政治
巡察要求，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
政治任务，紧扣被巡察党组织职能
责任，聚焦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
基层的落实情况、聚焦群众身边腐
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以及群众反映强
烈的问题、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着
力发现和推动解决存在的突出问
题。同时，把落实巡察、审计等监督
整改情况作为检查重要内容，实现
巡察监督、整改、治理有机贯通，为
天宁打造“长三角三新经济高地、现
代化城乡治理样板”提供坚强政治
保证。

驻点巡察期间设专门值班电话
（工作日 9：00—17：00）、电子邮
箱、意见箱接受群众来电来信来访
举报。依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
条例》规定，区委巡察组主要受理反
映被巡察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
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
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
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
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
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
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
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有关
部门认真处理。具体安排如下：

区委第一巡察组巡察区农业农
村局、区 总 工会 。联 系 电 话 ：
18806127272（可接收短信）。邮政

信箱：常州邮政183号专用信箱第
一巡察组收，邮编：213002。电子
邮箱：cztndyxcz@126.com。联系
信箱设置地点，区农业农村局：常州
市天宁区竹林北路256号天宁科技
促进中心16楼中庭，常州市天宁区
郑陆镇迎宾路12号郑陆畜牧兽医
站大门口，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镇
南路17号便民服务中心一楼大门
口（郑陆水利站）；区总工会：常州市
天宁区竹林北路256号天宁科技促
进中心19楼中庭。

区委第二巡察组巡察区工业和
信息化局、区司法局。联系电话：
18806127373（可接收短信）。邮政
信箱：常州邮政183号专用信箱第
二巡察组收，邮编：213002。电子
邮箱：cztndexcz@126.com。联系
信箱设置地点，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常州市天宁区竹林北路256号天宁
科技促进中心1215办公室西侧；区
司法局：常州市天宁区竹林北路
256号天宁科技促进中心1217办
公室东侧，常州市天宁区关河东路
66 号九洲环宇 1707 办公室门口
（天宁公证处），同时在各镇（街道）
司法所显著位置张贴巡察公告。

区委第三巡察组巡察雕庄街
道及所辖团结村、清溪村、朝阳村、
朝阳花园社区、菱溪社区、采菱社
区 、水 岸 社 区 。 联 系 电 话 ：
18761180229（可接收短信）。邮
政信箱：常州邮政183号专用信箱
第 三 巡 察 组 收 ，邮 政 编 码 ：
213002。电子信箱：cztndsxcz@
126.com。联系信箱设置地点：常
州市天宁区中吴大道700号天宁
区雕庄街道办事处大门口及所辖
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外墙，
同时在各自然村显著位置张贴巡
察公告。

十一届区委第四轮巡察公告

本报讯（陶怡） 7月29日上午，天
宁区四套班子领导走访慰问了驻常部队
官兵、消防救援指战员等，与他们共叙鱼
水深情，同时走访了公安民警、交警、城
管队员、环卫工人等，感谢他们冒着酷暑
为城市发展和民生保障作出的贡献。区
领导许小波、张凯奇、沈月芬、魏敏、沈永
红、金明杰参加走访慰问。

区委书记许小波一行首先看望慰
问了消防救援指战员，感谢大家为保障
城市安全付出的努力。许小波希望，广
大消防救援指战员既要练好本领，不断
提升自身能力和科技装备水平，也要注
意自身防护，继续发扬不畏酷暑的战斗
精神、担当奉献的作风形象和枕戈待旦
的战备状态，为天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群众安居乐业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
防线。

第九〇四医院常州医疗区，在今年
3月疫情期间，共投入100多名医护人
员，参与全市核酸检测采样等疫情防控
工作。此外，还坚持用实际行动践行为
民服务的宗旨，积极开展心理辅导、健康
讲座、义诊志愿服务等形式多样的军民
共建活动。许小波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
付出，希望大家继续发扬“见到红旗能
扛、给到任务能冲、遇到困难能解”的战
斗精神，以精湛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更
好服务百姓高品质生活、助推地方高质
量发展。

在位于罗汉路8号的环卫处、城管

执法大队，许小波一行看望慰问在一线
工作的环卫工人、城管队员，仔细询问了
当前路段环卫保洁工作安排情况，并为
他们送上防暑降温用品。

许小波表示，“三伏天”骄阳似火，各
有关部门要把防暑降温工作落到实处，
在市容环境整洁的同时，增强作业人员
防暑降温意识，尽量避免最高温时段作
业，合理安排工作时间，确保一线人员的
健康和安全。

在青龙高速卡口，许小波一行向坚
守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一线人员表示崇
高的敬意，感谢他们日夜坚守、辛勤付

出，为全市人民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
许小波强调，要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时刻紧绷这根弦，严格关注重点
地区来常车辆、人员的检查。各部门要
多关心一线工作人员，在坚守岗位的同
时，加强个人防护，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和
轮班制度，做好防暑降温和劳逸结合，以
良好的状态投入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区领导还前往天宁区人武部、公安
天宁分局、公安交通治安分局（火车站北
广场综合警务服务工作站）、天宁交警大
队、常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送去节日的问
候和亲切的慰问。

区领导开展“八一”及高温慰问

本报讯（罗翔） 7月 31日至8月1
日，旬阳市委副书记、市长罗本军率党政
代表团到天宁区考察交流。

在天宁区——旬阳市东西部协作与
经济合作联席会上，双方共叙友情、共商
合作、共谋发展，携手开创合作发展新局
面。天宁与旬阳开展对口协作6年来，
双方齐心协力、和衷共济，在产业发展、
教育医疗、人才交流等方面深入合作，成
果越来越丰硕、交往越来越密切、情谊越
来越深厚。

天宁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凯奇表示，
天宁将本着更加积极、更加主动、更加务
实的精神，与旬阳的广大干部群众一道，
强化两地沟通交流，务实推进项目合作，
全面提升工作水平。进一步深化协作机

制，切实提升对口协作工作的覆盖面。进
一步深化产业协作，更大力度鼓励支持有
条件的企业前往旬阳投资兴业，通过产业
转移、产业链延伸、产业配套等方式，推动
优质项目落户旬阳。积极探索“线上+线
下”新模式，让旬阳更多的特色优质产品
走进天宁的千家万户、走向更大市场。进
一步深化人才交流，继续选派懂经济、懂
产业、懂技术的干部到旬阳挂职锻炼，创
新支农、支教、支医的方式和内容，不断增
强旬阳群众自我发展能力。

罗本军表示，近年来，旬阳的城市面
貌和发展环境明显改善，城市竞争力显

著提升。站在新的起点，希望双方能开
启新一轮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交流
合作。将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学习天宁
在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方
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既看到差距补短
板，又坚定信心谋发展，解放思想、开阔
视野、跟紧跟进、提能提效，努力把所学
运用到旬阳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去，拿出
更多新举措新办法，实现争先进位。同
时，希望天宁继续关心支持旬阳发展，加
强互动沟通，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
将更多好项目好企业落户旬阳，努力打
造东西部协作的样板。

会上，旬阳市人社局、农业农村局、
林业局分别与相关企业签订招商引资协
议。两地企业签署旬阳市苗木花卉交易
中心项目合作协议。

其间，代表团实地参观未来智慧城、
云制造先导中心、中欧（常州）检验检测
认证产业园、牟家村、丰北村等地，见证
天宁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围绕城市发展
规划、产城融合、产业转型升级、乡村振
兴等工作进行考察学习。

旬阳市领导吴新峰、梁辉侠、张涛、
吕晓静，区领导沈月芬、魏敏、方力、黄新
江、赵明出席活动。

旬阳市党政代表团来天宁考察交流

努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样板

□□陶怡陶怡 姚建国姚建国

近日近日，，苏南智城苏南智城————江苏常州网江苏常州网
络视听游戏产业园已完工并完成验收络视听游戏产业园已完工并完成验收。。

园区于园区于20192019年年88月开工月开工，，地处青地处青
龙高速道口和高架边龙高速道口和高架边，，其致力于打造其致力于打造
的数字文化产业集群将汇聚全国龙头的数字文化产业集群将汇聚全国龙头
企业企业，，铸就长三角铸就长三角““三新三新””经济产业新经济产业新
高地高地，，成为百亿级苏南新地标成为百亿级苏南新地标。。

园区有园区有““颜颜””更有更有““智智””

江苏常州网络视听游戏产业园位江苏常州网络视听游戏产业园位
于创客路于创客路2828号号，，紧邻青龙高速道口与紧邻青龙高速道口与
青洋路高架青洋路高架，，车行车行55分钟即可上高速分钟即可上高速、、
连高架连高架，，通达四方通达四方。。

高空俯瞰高空俯瞰，，产业园像一颗饱满的产业园像一颗饱满的
榛子榛子，，但内有乾坤但内有乾坤：：3838幢独立办公楼幢独立办公楼

宇宇、、77幢高层写字楼幢高层写字楼、、11栋数据中心栋数据中心，，并并
配套下沉式城市商业广场配套下沉式城市商业广场，，总建筑面总建筑面
积达积达4747..77万平方米万平方米。。

步入园区步入园区，，金属质地的金属质地的LogoLogo““ee””
熠熠闪光熠熠闪光；；视线中央视线中央，，遮风挡雨的白色遮风挡雨的白色
连廊与两侧浅色线条装饰的建筑遥相连廊与两侧浅色线条装饰的建筑遥相
呼应呼应；；地面地面，，流线型水池倒映着蓝天白流线型水池倒映着蓝天白
云和成片的楼宇云和成片的楼宇，，波光粼粼而又现代波光粼粼而又现代
感十足感十足。。

园区还营造了精英绿坡园区还营造了精英绿坡、、雨水花雨水花
园园、、景观汇流水廊景观汇流水廊、、水滴浮岛悦动步道水滴浮岛悦动步道
等精致小景等精致小景；；并栽种榉树并栽种榉树、、银杏银杏、、金桂金桂、、
广玉兰等绿色植物广玉兰等绿色植物，，使花木相生使花木相生、、四季四季

可赏可赏。。
为让园区由外而内地为让园区由外而内地““绿绿””起来起来，，

建设者还积极引进建设者还积极引进““EODEOD””（（生态环境生态环境
导向的开发导向的开发））理念理念，，在二结构砌筑过程在二结构砌筑过程
中中，，面临总量多达面临总量多达3700037000平方米的砌平方米的砌
筑体量筑体量，，创新发明了创新发明了““蒸压加气块免开蒸压加气块免开
槽布管槽布管””的施工工法的施工工法，，在降低施工成本在降低施工成本
的同时的同时，，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

硬件软件迎合年轻人的需求硬件软件迎合年轻人的需求

从事数字文化产业的大多是国家从事数字文化产业的大多是国家
的的““新生力量新生力量””，，考虑到这一点考虑到这一点，，该园区该园区
入住的将是一群富有创造性入住的将是一群富有创造性、、想象力想象力

的年轻一代的年轻一代。。为迎合年轻人的需求为迎合年轻人的需求，，
园区在硬件和软件设施上不断努力园区在硬件和软件设施上不断努力。。

产业园内产业园内，，建设建设1000010000平方米的平方米的
人才公寓人才公寓，，配备配备2424小时安保服务小时安保服务，，设设
有咖啡吧有咖啡吧、、休闲阅读区休闲阅读区、、运动区运动区、、党建党建
活动室……园区外活动室……园区外，，青韵人才公寓距青韵人才公寓距
离不足离不足800800米米，，单人间单人间、、双人间双人间、、多人多人
间间，，户型自主可选户型自主可选。。

园区还设计有下沉式商业广场园区还设计有下沉式商业广场，，
不仅配套员工食堂不仅配套员工食堂，，还将打造美食街还将打造美食街
区区，，增设滑梯步道增设滑梯步道、、中庭休息区中庭休息区。。夜晚夜晚
灯火璀璨灯火璀璨，，足以让你足以让你““逛吃逛吃逛吃逛吃””，，流连流连
忘返忘返。。

据悉据悉，，园区内园区内3939号和号和4040号楼还号楼还
将规划酒店将规划酒店、、银行银行、、高端餐饮高端餐饮、、咖啡茶咖啡茶
座座、、全品超市等功能齐全的生活设全品超市等功能齐全的生活设
施施。。同时配建同时配建1313万平方米地下车库万平方米地下车库，，
解决解决““停车难停车难””的难题的难题。。

多位盟友进驻园区多位盟友进驻园区

产业园正以网络视听为核心产业园正以网络视听为核心，，围围
绕绕““两平台八中心两平台八中心””开展建设开展建设，，即即““视频视频
进出口平台进出口平台”“”“视频安全保障平台视频安全保障平台””以以
及登记中心及登记中心、、翻译中心翻译中心、、审核中心审核中心、、密密
保中心保中心、、创作中心创作中心、、交易中心交易中心、、结算中结算中
心心、、数据中心数据中心。。

目前目前，，已成功吸引中国搜索已成功吸引中国搜索、、视博视博
云云、、网博视界等网博视界等3030余家数字文化产业关余家数字文化产业关
联企业联企业。。

其中其中，，中国搜索由人民日报中国搜索由人民日报、、新华新华
社社、、中央电视台等七大央媒联手创办中央电视台等七大央媒联手创办，，目目
前已在此建立媒体版权保护联盟区块链前已在此建立媒体版权保护联盟区块链
应用分中心应用分中心，，并搭建媒体融合链分中心并搭建媒体融合链分中心
平台平台，，为相关企业提供平台支持为相关企业提供平台支持。。

视博云视博云，，省潜在独角兽企业省潜在独角兽企业，，国内头国内头
部互动视频云平台系统服务商部互动视频云平台系统服务商，，率先提率先提
出出““云流化云流化””概念概念，，填补了国内云计算领填补了国内云计算领
域底层核心技术的空白域底层核心技术的空白。。公司负责人谷公司负责人谷
俊奇表示俊奇表示，，成为园区第一批入驻企业成为园区第一批入驻企业，，非非
常期待常期待，，希望企业与园区共同成长希望企业与园区共同成长，，成为成为
园区的标杆企业园区的标杆企业。。

网博视界网博视界，，国内媒体行业领先的产国内媒体行业领先的产
品技术及内容运营服务提供商品技术及内容运营服务提供商，，视频媒视频媒
体加工服务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体加工服务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业务业务
覆盖全国各省市电视台覆盖全国各省市电视台、、网络公司网络公司、、行业行业
主流互联网视频公司主流互联网视频公司（（腾讯腾讯、、优酷优酷、、爱奇爱奇
艺艺、、今日头条等今日头条等）。）。

数字文化产业集聚数字文化产业集聚

打造百亿级打造百亿级 ““苏南新地标苏南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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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陈凝 刘铭）军地合力、
军民同心。从日前召开的省委、省政
府第十二届双拥模范城命名暨双拥
模范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获悉，
天宁区获评省双拥模范城（区）称号，
获得“七连冠”，天宁区雕庄街道党工
委获评省双拥模范单位。

近年来，天宁区双拥工作以激
励全社会自觉把爱国拥军、爱民奉
献作为价值取向，创新机制，军民携
手，持续奋斗，以更高的标准、更实
的举措，促进双拥各项工作与时俱
进，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驻区部
队有效履行人民军队使命任务提供
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坚持强基础、利长远，双拥工作
体系更加完善。制定出台《常州市
天宁区双拥工作实施办法》和《天宁
区重点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高

标准解决军人“三后”问题，在全市
首推“三大特色”拥军工作，高标准
建成 131 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站），打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退
役军人服务体系。

坚持创品牌、强载体，双拥工作
特色更加鲜明。开展“寻访老兵 致敬
英雄”系列活动，深化“军民共建道德
讲堂”阵地，涌现出“全国爱国拥军模
范”朱立凤、“江苏省模范退役军人”张
国成等先进典型，建成常州唯一一家
退役军人创业园和“双拥广场”。

坚持办实事、暖民心，双拥工作
成效更加明显。严格制定落实“军
地互办实事”工程，常态化开展走访
慰问驻区部队、军烈属、优抚对象、
困难退役军人。高标准落实优抚优
待政策，高标准搭建就业创业平台，
高标准强化军人荣誉地位。

天宁区获评省双拥模范“七连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