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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智 夏晨希
许亦皎 图文报道

本报讯“终于拿到了新
房钥匙，激动，开心！”19 日，
随着最后一名村民拿到了芙
蓉湖畔雅苑一期新农宅钥匙，
芙蓉宅改项目首批 166 套新
农宅全部迎到自己的主人。

芙蓉片区位于横山桥镇
东部，水网纵横，有着“十万八
千芙蓉圩”的美誉。记者从常
州经开区住建局获悉，其他宅
改项目如横山桥镇周刘家村，
横林镇狄坂村、双蓉村，遥观
镇渔庄美丽乡村等，目前均在
有序推进中，计划改善农宅近
1500 户。

农居焕新，擦亮江
南水乡名片

17 日，芙蓉片区梁家桥村
村民梁正兴领到新房钥匙 。
三层楼房占地 140 平方米，建
筑面积达 350 平方米，全家六
口人住着很宽敞。门口还有
花园，配有两个停车位，“从住
了 40 多年的老房子搬进‘洋
房’，我们现在住得比城里人
还好”。

芙蓉宅改北集聚区总用
地面积 287.44 亩，将建设 491
套中式风格房屋，是目前常
州经开区规模最大的宅改项
目，主要用于沿江高铁新建
项目所涉及的芙蓉各村宅基
地改革。本次交付的是一期
项目，共 166 套，建筑面积在
200—350 平方米之间。经过
2 年多精雕细琢，这里实现了
从一片藕塘到美丽乡村典范
的嬗变。

仅一水之隔的周刘家村，
也在进行一场美丽变革。该
村包括 6 个村组、218 户农户，
三面环水，河塘众多，且村内
无一家工业企业。为扩大宅
改政策红利覆盖面，村党总支
多方争取后，周刘家村农房翻
建工程成功纳入常州经开区
美丽乡村建设“六个一”示范
项目，将打造常州经开区首个
在原址范围翻建的“宅改样

板”。
“坚持‘保留芙蓉水乡原

始风貌’的翻建原则。”梁家桥
村党总支书记梁晓东表示，村
庄原有的路网、桥梁、河塘、古
树等依旧保留，打造“看得见
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
江南水乡意境。

政策出新，实现民
居人居环境“双提升”

打造宅改集聚点，实现民
居品质和人居环境“双提升”，
安置成本和土地资源“双节
约”。横山桥镇党委副书记程
金介绍，在宅改模式下安置村
民，政府可节约建房成本约
1400 元/平方米，节约下来的
资金全部投入校舍改建、医院
提档、道路提升等民生领域，
带动芙蓉片区综合提升。周
刘家村项目实施后，户均建筑
面 积 由 180 平 方 米 提 至 240
平方米，村庄建设用地面积则
由 113 亩减至 80 余亩。

农 房 怎 么 建 ，百 姓 说 了
算。在宅改中，一个特殊的村
民自治组织——宅改议事会
建立起来，成员全部由百姓投
票选出。宣传发动、政策制
定、方案设计等农房翻建全过
程，由议事会深度参与。

“ 以 改 革 唤 醒 沉 睡 的 资
源。”程金说，将打造芙蓉宅改
北集聚区一期 1.0 版本，升级
周刘家村农房翻建项目 2.0 版

本，创新推出蓉湖、双庙、五一
等一批村级农民集聚点项目
3.0 版本，有效实现土地提效、
农房提质、环境提优。

横山桥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姚贺表示，锚定“常州新农
村 建 设 样 板 ”定 位 ，到 2025
年，全镇 3000 户农宅将焕新
提升。

业态上新，打造宜
居宜业宜游地

据了解，在芙蓉湖畔雅苑
小区西侧 1 万平方米的公建
配套区，还融入乡村振兴展示
中心、芙蓉湖畔党群服务中
心，以及非遗展示馆、特色餐
饮、休闲购物等业态，预计年
底开街。

与此同时，芙蓉片区东部
地区规划布点千亩荷塘、千亩
湿地、千亩良田，生态廊道贯
穿南北，串点成线，相映成趣，
尽显农耕之美、田园之美、生
态之美。

“统一规划、先行先试、以
点带面。”姚贺说，年内横山桥
镇将继续稳步推进农村宅基
地制度改革试点，通过“工改+
宅改”双轮驱动，在系统化全
域化推动片区更新的基础上，
融入高标准农田、美丽乡村、
特色田园等建设，努力打造功
能分区更明晰、城乡环境更优
美、百姓生活更富裕的“城乡
融合典范”。

土地提效、农房提质、环境提优

常州经开区农村宅改惠及1500户

■王淑君 赵雯婷

本报讯 昨天上午，钟楼区
永红街道体育花苑居民徐芸作
为单元楼道长，向街道老旧小区
改造指挥部加装电梯咨询室递
交、确认了既有住宅加梯补助金
10万元的所有材料。

“这真是一个惊喜，我们的
电梯是2019年申请，2020年就
安装使用。加装电梯给我们带
来便利和房产升值，想不到还能
享受补助资金。这真是为我们
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实事。”徐芸
高兴地说，她所在楼是整个小区
第一个加装电梯的单元楼。

据了解，钟楼首批发放加装
电梯财政补助金共计185万元，
涉及电梯 19 部，目前全部进入
最后审定发放阶段。

徐芸告诉记者，从提出申
请、准备材料到最后的确定，就
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去过受理专
窗两次，第一次是咨询如何申请
补助，第二次就是交材料。按照
之前业主们商定的分配方式，这
笔钱一部分将作为电梯未来维
修、保养、年检的专项资金，另一
部分将作为电费缴纳金。

根据常州市和钟楼区的相
关规定，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采取

先建后补的原则给予财政资金
补助，六层及六层以上住宅每台
补贴 10 万元，五层住宅补贴 9
万元，四层及以下住宅补贴8万
元。

“每台加梯补助金都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提交分配方案。”钟
楼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杨斌表示，
该政策还适用于办法施行前经
批准已实施投入使用的电梯加
装项目。

“目前街道已接到了8台电
梯的相关申请材料，正在加紧材
料审核、办理，争取 6 月底就将
加梯补助金发给业主们。”永红
街道相关部门负责人称，真金白
银的补助金、便捷优化的申请流
程，让很多居民来主动咨询和申
请电梯加装事宜。

据了解，钟楼区将加装电梯
作为老旧小区改造中的重要一
环，在小区环境改造中对相关专
业管线迁移、预留。涉及管线迁
移的所有事项，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由政府部门统筹协调相关
单位现场勘查，节省老旧小区居
民加装电梯的成本。

今年以来，钟楼区进一步开
展加梯审批工作，已发放25份加
梯项目备案书。对标“开工 44
台、竣工44台电梯”的年度目标，
后续将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力争年内开工44台、竣工44台电梯

钟楼区将发放加梯补助金

■蒋琪 蔡晓丹 秋冰

本报讯 17 日，由市城管
局公园管理中心负责筹建的荆
川家风传习馆落成，并向市民
游客免费开放。这是市城管局
组织开展荆川先生家风传承与
研究、推动荆川家风实践应用
转化的成果，也是我市“文化育
廉”的又一新阵地。

毗陵唐氏是常州传承久
远的世家大族，人才辈出。唐
氏家族的精神标杆唐荆川，无
论居家还是入仕，皆以生民为
念、报国为本，清白做人、忠恕
任事。受荆川先生精神的浸
染，后代子孙发展完善了唐氏
家风家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荆川家风传习馆以荆川
先生家风家训为载体，运用丰

富的史料展示形式，生动诠释
荆川先生这一毗陵先贤清正
廉洁、勤政务实的德行本色，
一心为民、淡泊名利的无私情
怀。以古鉴今，存史资政。家
风建设作为党员和领导干部
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纯正家
风的涵养将清朗党风政风，促
进修身律己、廉洁齐家，并转
化为遵纪守法、廉洁从政的自
觉行动。

荆川家风传习馆建成开放

■侯正萍 徐蕾
唐楠 图文报道

本报讯 18日，新北区三井
街道衡山社区联合新北区恩悦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新城樾隽
幼儿园开展“爱驻我家·美好相
伴”阳光家庭风采展示暨父亲
节亲子运动会活动。现场，父
子、父女齐上阵，通过“两人三
足 ”“投石问路 ”“亲子跳绳 ”

“东南西北跑”等趣味比赛项
目，让孩子们感受父爱，迎接
父亲节。

活动伊始，先由衡山社区
优秀家庭进行风采展示，由亲
子家庭为大家带来舞蹈、诗朗
诵、手势舞、走秀等精彩表演。
为表彰这些积极参与社区志愿

服务和公益活动的优秀家庭，
衡山社区为他们颁发“阳光家
庭”荣誉证书。

亲子运动会中，孩子们在
父母的陪伴下参赛，比赛中孩
子们童趣十足的表现让人忍俊
不禁，赛场里一片欢声笑语。
活动结束后，衡山社区根据亲
子家庭在各运动项目中的总分
评选出运动达人家庭，并为他
们颁发证书和奖品。

本次运动通过趣味亲子游
戏，将浓浓的亲情和欢乐的童
趣贯穿其中。活动主办方表
示，在这样的特殊日子里为大
人与小孩提供了亲子互动契
机，让孩子们从小把对父亲的
爱根植于心中，也希望通过活
动展现文明美好家庭风范，树
立榜样家庭力量。

趣味运动，浓浓父爱

芙蓉新农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