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蕾 杨明晖 文
王锐 张海韵 摄

本报讯“月亮像一个大圆
饼一样挂在夜空，地上的动物
们瞪着双眼看着它，都想知道
月亮的味道，小朋友你们觉得
月亮是什么味道的呢？”8 日晚
7点，新北区三井街道衡山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二楼灯火通明，
不时传来孩子们活跃的答题声
和欢笑声。为迎中秋，当天，一
场新就业群体专场活动正在这
里举行。来自辖区的 5 组新就
业群体家庭共享了《月亮的味
道》故事会、深度体验了古风花
草纸灯笼制作。

今年以来，衡山社区聚焦
辖区电子商务、快递物流、网约
车、外卖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新

就业群体速增的态势，不断在
强化管理、提升服务、整合资源
等方面下功夫，推动新兴领域
党建工作迸发新活力。

强化排查摸底，下好管理
服务“先手棋”。按照“边摸排、
边组建、边巩固”的思路，社区
联合常州市快递协会，依托社
区网格员、志愿者等力量，对辖
区物流快递企业、外卖驿站开
展“地毯式”摸底排查，摸清数
据，为全面推进新就业群体群
团组织建设工作奠定扎实基
础。

优化活动阵地，拓展关心
关爱“服务圈”。关注新就业群
体诉求，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
心，打造街道首个暖“新”驿站，
配备微波炉、饮水机、多用充电
端口、医护药箱、阅读书架等设
施，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息饮

水、简易医疗、阅读交流等暖心
服务。

打造“新候鸟计划”，共建
共享“新”式生活。为了让新就
业群体真正融入城市，衡山社
区进一步将关心关爱向新就业
群体家庭延伸，推出“新候鸟计
划”，开展系列研学活动，以线
上互动、线下参观的方式，丰富
孩子课余生活，并提供子女托
管等生活帮助。

三井街道

“新候鸟计划”温暖新就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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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懿 张舒逸 朱元洁 图文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 8 日召开的
常州经开区“教育强区”建设 2 周
年汇报会暨第 38 个教师节庆祝
大会上获悉，我市工业龙头企业
中天钢铁再度倾力支持，向常州
经开区教育发展专项基金一次性
捐助 4000 万元，支持常州经开区
教育事业发展。

今年 3 月 24 日，中天钢铁集
团向常州市红十字会一次性捐款
人民币 1000 万元，用于全市疫情
防控工作，成为今年疫情期间全
市最大一笔单项捐助。当时，中
天钢铁集团还承诺，在该轮疫情
结束后，将一次性捐助遥观、横林
两镇各 2000 万元用于发展地方
教育事业。

此次，中天钢铁集团董事局兑
现承诺，向常州经开区教育发展专
项基金捐赠4000万元，用于遥观、
横林两镇基础教育事业建设，进一
步提升区域教育综合实力。

今年以来，中天钢铁牢牢抓
住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机遇，深
化“一总部、多基地”战略布局，现
已形成常州、南通、淮安三大生产

基地。常州基地是全球单体最大
的优特钢棒线材精品基地；南通
基地建设一期 800 万吨、远期规
划 2000 万吨的世界级高端绿色
临港钢铁产业园；淮安基地一期
一厂年内建成，全部投产后将成
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超高强精品钢
帘线基地。在刚刚发布的 2022
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中，集团以
139 名连续 18 年荣列榜单，较去
年提升27位。

创业 21 年来，中天钢铁集团
累计上缴各类税收近 300 亿元，
襄助慈善公益事业超 8 亿元，惠
及乡村振兴、抗震救灾、医疗卫
生、教育体育、疫情防控等多个领
域，同时企业员工收入保持年均
10%的涨幅。在今年 9 月 5 日江
苏省第六届“江苏慈善奖”表彰大
会上，企业继 2011 年后第二次获
评全省慈善领域最高荣誉。

“对国家多贡献、对社会多奉
献、让员工增收入，是中天钢铁创
业发展的宗旨。”集团董事局主
席、总裁、党委书记董才平表示，
中天钢铁作为从常州本地发展起
来的企业，将始终与常州人民共
享发展成果，承担企业应尽的社
会职责。

兑现承诺，倾力支持常州经开区教育发展

中天钢铁一次性捐款4000万元

■龚青轩 秋冰 胡平

本报讯 我市 9 日在“常州
三杰”青少年主题空间举办网
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主题
活动，同步启动全市网络安全
青春行活动，推动青少年网络
安全系列活动进企业、进社区、
进农村、进校园、进家庭，为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风
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在全市网络安全青春行活
动中，团市委集结青年好网民、
青年医护人员、青年志愿者、青
年社工等青年代表，组建网络安

全“宣传员”、网络教育“辅导
员”、网络侵害“观察员”和网络
健康“护航员”四支青少年网络
安全服务队伍，广泛开展青春宣
讲、网络护航等活动，让网络安
全教育浸润青少年心田。

为进一步维护青少年网络
安全，动员全社会共同努力筑
牢网络安全屏障，围绕青少年
身心特点与成长需求，我市还
成立了青少年网络安全侵害

“护航”联盟，网信、团委、教育、
公安、检察等联盟单位成员将
围绕业务领域，突出走访调研、
家校协同、部门联动，携手为青
少年网络安全保驾护航。

活动现场，局前街小学师
生开设了网络安全公开课——

“正确打开短视频”。天宁区检
察、公安系统青年代表以案说
法，为青少年及家长宣讲青少
年网络安全侵害及犯罪预防；
组织青少年代表参观“常州三
杰”青少年主题学习空间，并沉
浸式、互动式开展网络安全知
识问答PK赛。

全市网络安全青春行活动同步启动

我市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主题活动

■郑雨露 李萍 文 夏晨希 摄

本报讯 9 日晚，“喜迎二十
大 幸福连万家”系列群文广场
演出来到前黄镇寨桥村，为村
民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表
演。演出涵盖了舞蹈、越剧、小
品、黄梅戏等，赢得了村民们的
阵阵掌声。

为聚焦迎接庆祝党的二十
大的胜利召开，今年，市委宣传
部与各辖市（区）委宣传部、常
州经开区党群工作部共同主办
了“喜迎二十大 幸福连万家”
系列群文广场演出，组织 100
支群众文艺团队在全市范围内

配送 1000 场高质量的群文广
场演出。同时，今年的群文广
场演出也作为省紫金文化艺术
节群众文化活动和常州中吴文

化艺术节中社会面涉及最广、
最易彰显阵地文化的活动之
一，积极探索服务市民、服务基
层文化建设新路径。

群文广场演出走进寨桥村进寨桥村

■其相 庄奕

本报讯 中秋小长假期间，我
市晴好相伴，气温宜人。但节后
第一天，台风“梅花”就将杀到，随
之而来的就是大风大雨。

今年第 12 号台风“梅花”（台
风级）的中心在12日14点位于浙
江省舟山市南偏东方向约 610 公
里 洋 面 上（北 纬 24.7 度 、东 经
124.0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
13 级（40 米/秒），中心最低气压
为 960 百帕。预计“梅花”将以每
小时 5—10 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
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
向浙江东北部沿海靠近，并可能
于 14 日夜间至 15 日白天登陆或
擦过上述沿海地区。

受台风“梅花”影响，我市将出
现明显的风雨过程。预计 9 月 12
日夜到 16 日过程累计雨量可达

80—120 毫米，局部 150 毫米以
上，陆上最大风力可达7—9级，江
湖水面10—11级。预计从9月12
日夜里至14日白天，受台风外围雨
带影响，我市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
到暴雨，东北风逐渐增大至5到6级
阵风7级，江湖水面8—9级；14日
夜里至16日，受台风本体影响，全
市阴有大到暴雨，偏北风7级阵风8
到9级，江湖水面10—11级。

今年入夏以来（6 月 1 日—9
月 11 日），全 市 平 均 降 水 量 为
261.1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5.5
成，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中等至
重度气象干旱。台风“梅花”将对
水位回涨、水库蓄水、旱情缓解等
带来有益影响。建议加强田间管
理，做好蓄水保墒工作。

台风“梅花”移动路径尚存在
不确定性，我市气象部门将密切
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提供后续的
气象服务信息。

大风大雨即将杀到

台风“梅花”将北上影响我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