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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你好，我们是常州国家高
新区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根据你公司
提交的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今天对
现场是否符合条件开展远程现场踏勘。
请把公司经营的场所向我们展示一下。”
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行政审批局工
作人员日前通过自主开发的“VR云勘
察”系统，在线对常州市乐融人力资源公
司的现场条件进行核查确认。踏勘完成
后5分钟，公司负责人王芳就拿到了劳
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当日受理、当日踏勘、当日办结，高
效审批服务的背后，是常州高新区行政
审批局坚持科技化、创新化、智能化思
维，在全省率先上线的“VR云勘察”智
慧系统。

现场踏勘是审批中的关键环节。以
往，现场踏勘需要工作人员、工作车辆，
部分踏勘现场路程远，评审工作费时费
力，企业获得感不强。今年，该局通过引
入VR、人工智能，推出“常州高新区行
政审批VR云勘察系统”，突破了时空限

制。目前，在劳务派遣许可、商品房预
（销）售许可、施工许可证发放三类高频
事项中可实现“VR云勘察”。

企业只需扫描二维码进入微信小程
序，即可浏览符合现场审查标准的VR
模板，开展相关准备工作，通过在线预
约、远程定位、视频连线方式，行政审批
局工作人员即可实时在线对企业现场条
件进行核查确认，并即时在线生成踏勘
报告，全程仅需耗时10-15分钟。同
时，相较于简单的网络视频连线模式，常

州高新区推出的“VR云勘察”通过建立
符合现场审查标准的VR模板，既能对
申请企业给予事前指导，又能即时录制
并保存视频资料，进一步提升了审批的
标准化和规范化。

下一步，常州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将
依法依规，充分梳理可进行“云勘察”的
审批事项，开发制作更多“VR云勘察”
事项模块，让更多企业享受到线上踏勘
的便利，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
少跑腿。 （吴燕翎 董逸 沈霞）

常州高新区在全省率先推行“VR云勘察”

1946年9月，根据华中分局指示，
中共华中第十地委正式成立，下辖苏常
太、澄武锡等4个工委和镇句县委。坚
持留守在常武地区的党组织十分重视对
党员、武工队员的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
政治素质。

1947年8月，中共武宜工委副书记
钱梦梧在锡西阳山透天洞，组织武南武
工队全体队员20余人进行学习和整风，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俗称“山洞整
风”。该山洞非常隐蔽，洞口很小，只能
容纳一个人进出。

同一时期，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华
中分局和苏中区党委有关坚持江南斗争
的方针、任务、政策和策略等问题的指
示，1947年8月下旬，十地委提出举办

党训班，加强党员教育。
是年冬，中共澄武锡工委在澄西贾

家头和卞家桥地窖举办了2期党训班。
1948年6月下旬，又在卞家桥西、胡家
桥东南澄武交界处的黄天荡芦苇丛中举
办了2期党训班，共40余人参加。这2
期党训班，被称为“芦荡党校”。

芦苇密集，杆粗且高，易于隐蔽，便
于疏散。“芦荡党校”的校舍是二十几张
竹榻，既当课桌，又当卧具。竹榻下面砌
的是二尺来高的砖墩，上面支起帐篷，挂
起用被单做成的“蚊帐”，顶上铺油布，用
来遮阳挡雨。学员的一日三餐由岸上隐
蔽点的群众烧好后在晚上送进去，常常
是咸菜盐汤下饭。

受训学员大多为武工队员，另有一
些秘密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学习内容
大体为形势教育、政策和策略教育、气节
教育等。“芦荡党校”里有一架收音机，可
以收听延安发出的电讯。

在艰苦的环境中，通过“山洞整风”
和“芦荡党校”的学习，党员干部和武工

队员的革命意识和纪律意识得到增强，
为打开澄西地区革命局面、迎接苏南解

放提供了干部保障。
陈娜 吕洪涛

“山洞整风”与“芦荡党校”

———中国共产党在常州—中国共产党在常州100100年年

奋斗的故事奋斗的故事

本栏目由本报与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工委联合主办

这是1948年郑陆黄天荡的芦苇荡。为不被敌人发现，“芦荡党校”就办在这片芦苇荡中。

本报讯 记者3月10日从市
司法局获悉，司法部、民政部命名第
八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
区）”，溧阳市戴埠镇戴南村、武进区
湟里镇西墅村、武进区遥观镇勤新
村和钟楼区邹区镇杨庄村榜上有
名。至此，我市“全国民主法治示范
村（社区）”数量达到14个。

戴南村位于溧阳市南部丘陵山
区。该村把推行民主法治建设与乡
村振兴相结合，依托乡村自然资源，
发展形式多样的休闲产业，实现集

体强、村民富、村庄美。西墅村位于
武进区湟里镇中部。该村始终坚
持民主管理，打造全域法治生态，
建成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法治
轨道”。勤新村位于遥观镇北隅。
该村近年来建设了德法相伴的法
治文化阵地。杨庄村位于邹区镇
南。该村高度重视法治乡村建设，
全面开展和谐（平安、文明）村、法治
乡村创建工作，民主法治建设取得
丰硕成果。

（张杨 王淑君）

我市又有4个村成为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本报讯 3月10日，我市首个
劳模工匠传习馆在中车常州车辆有
限公司成立。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
会主席徐伟南出席揭牌仪式并讲话。

该劳模工匠传习馆是以劳模
（工匠）创新工作室为平台，围绕工
作过程中的重点、难点、关键点，开
展管理创新、方法创新、服务创新和
技术创新，提升管理水平和工作效
率，优化流程、解决问题、降本增效，
促进企业发展。

中车车辆公司现有杨福才、沈
海全、赵成富等7个劳模（工匠）创
新工作室，每年为企业解决各类疑
难问题数百个，为企业降本增效近
千万元。

又讯 当天，市总工会直属单
位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盟大会
召开。徐伟南出席并讲话。

该联盟拥有16家直属单位的

40个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通过
劳模工匠人才跨地区、跨行业、跨企
业切磋技艺，成为解决生产技术难
题的“攻关站”、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的“孵化器”、培养高技能人才的“练
兵场”，为企业创新赋能。

据悉，今年市总工会还将建立
100个产改培训基地，组建由100名
劳模工匠组成的师资库，培育更多工
匠人才。

记者还获悉，中车戚墅堰机车
有限公司“潘德昌技能大师工作室”
日前获得“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称
号，并获得10万元工作室建设补助
资金。这是我市2020年度唯一入
选者，也是戚墅堰公司继“张忠国家
技能大师工作室”后又一个“国家技
能大师工作室”。至此，我市已有

“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7个。
（市总宣 刘璇 孙宏斌 秋冰 胡平）

我市成立首个劳模工匠传习馆

本报讯 3月 10日，全省首家“产
业链+法律服务”联盟在常州国家高新
区（新北区）生命健康产业园区（薛家
镇）举行揭牌启动仪式。江苏云崖律师
事务所等4家律师事务所分别与生命
健康产业园区（薛家镇）以及常州恒邦
药业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签署法律服务
备忘录，为产业强链三年行动增添强劲
法治动能。

据介绍，生命健康产业园区（薛家
镇）是常州生物医药及新型医疗器械产
业集群建设的主阵地，现有医药医疗企
业48家。前期调研显示，企业主要在生
产、销售、供应、招投标、投融资等环节对
合同审核、纠纷化解、劳资矛盾、知识产
权保护等法律服务需求明显。

此次在生命健康产业园区（薛家镇）
创立全省首家“产业链+法律服务”联
盟，旨在为医药医疗企业量身定制对口
法律服务新平台，引法强链精准对接供
需两端，努力为其提供全方位、全链条、
全覆盖及定制化、常态化、嵌入式的法律
服务，提升产业整体自主创新能力和核
心竞争力，让法治营商更赢商。

未来，薛家镇还将依托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总枢纽，借力“公共法律服务进
园区”“三官一律”进网格等载体，组建

“薛家蒲公英法律服务团”等服务团队，
主动做好“送菜”服务，完善“产业链+
法律服务”联盟运行机制。市、区两级
也将以“产业链+法律服务”联盟成立
为契机，着力构建新型法企关系，为企
业释放“法治红利”，打造一流的法治化
营商环境。

（何嫄 巢旭娟 王瑞睿）

全省第一家“产业链+
法律服务”联盟——

落户薛家
本报讯 恐龙园集团日前启动

“主题公园标准体系”修编及扩大评审
工作，邀请中国文旅业界专家与知名
学者，共同对恐龙园集团现有“主题公
园标准体系”进行研究修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本次评审
修编工作将重点对体系框架、结构内
容、技术参数、案例支撑等方面进行完
善，同时融入恐龙园集团最新提出的
绿色发展理念，聚焦新技术、新产品、
新模式的标准创新，让已完成的“主题
公园标准体系”更符合当前主题公园
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需求。此后，恐龙
园集团还将逐步完成包含特色小镇、
城市客厅、水公园、温泉、家庭娱乐中

心、主题酒店、旅游演艺等全系列文化
旅游产品标准体系编制工作。

多年来，恐龙园集团将标准化
作为企业开发战略重点工作进行部
署。团队不断将经验转化为知识、
沉淀为标准，并与业务实操、行业研
究、战略发展、持续提升相结合，以
标准化建设助推文旅产品及业务输
出高质量发展。2011年恐龙园负责
起草的国家标准《主题公园服务规
范》通过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审核并
发布实施，成为主题公园业界首个
国家标准。

2020年恐龙园集团一方面对外
扩大创新投拓业务，对内深耕本地游、

周边游、重复游，一方面成立标准化办
公室，专门负责标准制定工作，提升标
准化建设的系统性、全面性、专业性和
可复制性。

在一年时间里，恐龙园集团通过
对中华恐龙园的成果“复盘”，完成了
一套富有恐龙园特色且具有行业指导
性的主题公园标准化文件，形成了包
括主题公园规划设计、工程建设、运营
管理、综合保障四大体系共7个篇章
889个文件的全链条标准系统手册，
累计132.2万字，强化了恐龙园创新
业务输出产品服务的标准和品质，为
集团拓展业务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刘忻奇 周洁）

恐龙园启动修编工作

“主题公园标准体系”要与时俱进

本报讯 市部分退役士兵社会
保险接续工作专班办公室日前召开
推进会，加快推进今年我市部分退
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开展。

会议传达了中央和省关于部分
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指示精
神，针对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
续工作中存在的职工医疗保险补缴
退费、职工医疗保险退休办理、医疗

保险补缴月份认定等5个方面问题
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完善了部门间
的沟通交流和经办机制，对接续工
作中个别问题进行了协商。

市专班办、财政局、人社局、退役
军人事务局、医保局、税务局、医保中
心及新北、天宁、钟楼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相关业务负责人参加会议。

（刘一珉 徐凯 王亚迪）

我市推进部分退役士兵
社保接续工作

（上接A1版）
“龙城小外滩，最忆三堡街。三

堡街是目前市中心最长的仍保留原
住民的沿河历史地段，改造后将成

为常州全域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星街道负责人介绍，此次改造由
政府主导，居民及使用者主动参
与。街道为此成立了整治专班，对

符合业态要求的沿街店铺纳入整体
设计方案，对不符合业态的统一收
回并重新布局。

（吴同品 陈丽云）

三堡街历史地段改造开工

（上接A1版）集聚了武进曲棍球基
地、奇峰水上运动俱乐部、米兰游
艇俱乐部、DS赛车场等体育旅游
体验项目；落成了刘海粟夏伊乔
艺术馆、油灯博物馆、陈履生美术

馆等一批文化载体；形成了西太
湖半程马拉松、西太湖国际音乐
节等品牌活动，年接待游客超过
100万人次。

（王可人 诸丽琴）

西太湖万丽酒店明年5月将投用

三堡街历史地段改造后的效果图（局部）。

右边一幢最高的大楼就是万丽酒店，目前正在进行内部装修。

（上接A1版）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等方
面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全力推动发展由
投资拉动转向投资拉动与创新驱动并
举。

金坛将大力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
色基因。大力弘扬“苦干实干、正气大
气”的时代精神，引导全区党员干部树立

“干则一流、出则精品”标准，在工作中争
第一、创唯一，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中勇
作为。

（赵鹤茂）

金坛区召开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会

（上接A1版）
其中，明确学生在校违规使用手

机的惩戒措施成为新规的重点内
容。现在，如发现学生违规携带、使
用手机：第一次，班主任暂时收管手
机，放学时交还本人，并及时和家长
沟通；第二次，由班主任暂为收管，并
及时告知家长到校领取；第三次，由
班主任代为保管一周，同时关注学生
情绪，及时告知家长，到期后家长到
校领回。

“此前学校要求不带手机，但并没

有惩戒措施，这次形成规章制度，让老
师日常管理有规可依。”局小教育集团
华润小学副校长张燕表示，将把学生
使用手机情况与期末评优评先挂钩，
通过“奖惩”举措，帮助学生自律。

目前，佩戴电话手表的学生也越
来越多。新规还将小学生使用“电话
手表”也纳入管理范畴，在校时间段，
电子手表必须被设为禁用模式。家长
如需联系学生，可通过QQ、微信、拨
打班主任或任课老师电话；学生如需
联系家长，可使用办公室座机或学校

教职员工手机拨打电话。
记者了解到，此次局小教育集团

对手机管理的新规更加注重“家校配
合”，明确建议学生在校外周一至周五
无特殊情况不使用手机；周末假期单
次使用不超过半小时，两天总计不超
过2小时；长假期间，每周使用手机不
超过3小时。

同时，局小教育集团还建议家长
做好榜样示范，并且在孩子使用手机
时间较长时及时介入和干预。

局小教育集团目前有3个学校执
行这一规定，它们是局前街小学、华润
小学、凤凰新城实验小学。

（凃贤平 罗翔 杜明）

学生不得把手机带进校园

（上接A1版）
五年中，我市累计减免税费

2674亿元，办理出口退（免）税超千
亿元，其中2020年新增减税降费

210亿元；有力有序开展疫情防控，
倾力服务“六稳”“六保”大局，积极发
挥税收职能作用，助力全市经济回到
高质量发展轨道。（常税轩 殷益峰）

我市税务局荣获
省五一劳动奖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