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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品牌，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我已经用了28年，但毁掉一个品
牌却是分分钟的事。”让常州丽华快餐
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蒋建平
一直苦恼的“傍名牌”难题，最近，通过
企业与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党建结
对帮助解决了。

丽华快餐是常州餐饮走向全国的

典型。成立28年来，先后为2008北京
奥运会和残奥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
新中国成立50周年、60周年和70周年
国庆阅兵、2018年上海进博会等提供餐
饮服务，成为共和国众多历史时刻的亲
历者和见证人。在2020年，因抗击疫情
过程中保障供给，勇于逆行，企业被授予

“全国物流行业抗疫先进企业”。
“企业在研发产品、打造品牌过程中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耗费大量的时间和
人力物力。丽华快餐成为具有竞争力的
品牌背后，凝结着企业每一位员工的心
血。”蒋建平说，没想到丽华快餐在打响

自己的知名度时，也引起了“李鬼”们的
注意，“傍名牌”时有发生，给企业发展添

“堵”。通过企业的调查，发现江苏、河南
等地至少有6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侵
权。“企业也想自己维权，但成本太高。”

所谓“傍名牌”，主要指将著名的商标
注册成为自己的公司商号，以便混淆公司
名称与品牌名，试图使消费者误以为著名
的品牌就是该公司生产的，从而扩大销路
获取利润。它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现象，
不但严重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也直接影响到市场经济的良性有序发展。

去年9月，为更好地以党建引领助

力“两个健康”高质量发展，省级机关25
个党支部和天宁区26个民营经济领域
党组织结对共建，开展全方位对接合作，
江苏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与丽华快餐党
组织正式结对。针对困扰丽华快餐多年
的“傍名牌”问题，中心第二支部了解具
体情况后，立即行动，全面调查，借助多
个网络渠道，收集相关证据，并与河南等
地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协作展开维
权。历时2个月，帮助丽华快餐挽回经
济损失300万元。目前，6家涉嫌侵权
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网络销售链接均
已完成整改，其中一家还更改了营业执
照名称，字号中删除了“丽华快餐”字眼。

“用匠心做好一盒饭，将丽华快餐铸
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知名快餐企业，现
在我们对未来更有信心了。”蒋建平说。

凃贤平 熊臻

丽华快餐被“傍名牌”之后

本报讯 清明将至,天宁用好身
边革命先烈红色资源，把现场变课堂，
推动“党史教育第一课”走深走实。

3月27日—28日，天宁经开区前
往溧阳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等地
缅怀革命先烈，大家回顾了党和国家走
过的光辉历程，不仅强化了对党的认
知，更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不忘来时之
路，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3月26日下午，郑陆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开展“缅怀先烈守初心 弘扬
精神担使命”为主题的道德讲堂。现
场观看了百年建党主题片，聆听常州

“三杰”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英勇牺
牲的先进事迹，诵读一首高亢雄壮、震
撼人心的革命诗歌《赤潮曲》，唤起了
群众感恩思源、缅怀先烈的情怀。

3月30日，雕庄街道清溪村党委
联合雕庄幼儿园党支部、清溪村青励
助学会党支部一起开展“童心向党 放
飞希望”风筝节活动。雕庄街道红色
讲师团为小朋友们带来了抗日小英雄
王二小、小萝卜头的故事。小朋友们
听得津津有味，感受到那些小英雄的
勇气与智慧，一颗颗红色的种子在他
们的心里生根发芽。

3月29日上午，青龙街道机关全
体党员在街道革命烈士纪念碑，开启
党史学习教育“第一课”。纪念碑前，
烈士路景荣家属叶伟声情并茂地讲述
外公的英雄事迹，他说：“我们有责任
把老一辈的奋斗经历告诉年轻人，不
能忘记曾经浴血奋战为我们作出牺牲
的烈士们。”

3月26日上午，茶山街道富强村
组织数十名退役老兵、党员代表、村委
干部，举行以“祭英烈、学党史、做表
率”为主题的清明祭扫学党史活动。
3月30日，丽华三村社区党总支书记
顾丽娟带着党员们，在社区实地观摩
航运公司职工的宿舍楼，走访航运公

司退休的老船工，她边走边讲几代船工
们不懈拼搏、勤劳奋斗的岁月故事，给党
员们上了一堂生动形象、新颖独特的“行
走的党史课”。

近期，红梅街道盛世名门社区党总
支书记俞杨带领党员们回顾了从一大到
十九大，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光辉历
史，党课结合影像、图片等资料，生动的
党课带给全体党员一次精神的洗礼。针
对习惯读报看书或是行动不便的党员，

社区党总支还自制剪报送学上门。
3月29日，天宁街道怡康花园社区

党总支组织党员前往溧阳市新四军江南
指挥部纪念馆，参观新四军第六师十六
旅司令部、政治部和苏皖区党委旧址、塘
马战斗纪念广场实景教育基地等地。通
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红色走读”
活动，让党员们重读英雄故事、缅
怀革命先烈，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

3月31日，兰陵街道依托“天安红
色直播厅”，邀请连云港市党史办原主
任，采取“线上直播+线下学习”的形式,
举办一期以“开创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新
局面（中共一大—中共五大）”为主题的
党史讲座。 （葛街轩）

祭英烈 学党史

本报讯 近日，在红梅街道金
百社区，花甲老人丁金林用一枚枚
小小的钱币，为社区里的孩子们上
了一堂特别的党史教育课。

丁金林特别展示了7枚钱币，
分别印着“红军战士高举着中国共
产党党旗前进”“井冈山龙源口石
拱桥”“延安宝塔山”“56个民族齐
欢呼”等图案。每一枚钱币背后都
饱含着故事，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
百年奋斗历程。

丁金林是一位钱币收藏达
人，也是一位历史爱好者。1990
年开始，他每周来往于上海、南京
的钱币市场，30多年来，一共收藏
了 70 余枚。“当时一个月的工资
才70多元，一枚需要花费一百多
元，我只能偷偷地收藏，不敢让家
人知道。”据丁金林介绍，他收藏
中最贵的一枚钱币花费了上万
元，因为印制的数量非常少，又由
于各种原因没有真正流通，市面
上几乎找不到。“别看它小小的、
旧旧的，但是它产生的前因后果

是段长长的故事，历久弥新。”
“现在来看，这些珍藏是一份宝

贵的精神财富。”丁金林指着钱币对
孩子们说，“只要大家喜欢，我愿意向

所有人分享我的收藏故事，也让更多
的人重温党的历史，在党的优良传统
和精神中汲取养分。”

（宋婧 祝正图文报道）

一枚钱币背后就是一段党史故事

本报讯 4 月 16 日—5月 16
日，第十七届中国杜鹃花展将在常
州市天宁区举办，届时，室外展区

“一园”（凤凰公园常州精品园）、“四
区”（“七彩常州”“梦创家园”“红色
旋律”“印象江南”）将全面亮相。

临近开幕，组委会发起招募令，

诚邀广大普通市民化身杜鹃花守护
者，主要负责花展的导览介绍、秩序维
护、咨询服务、现场讲解以及花展主办
方安排的其他服务工作。

对应不同区域，共有6款守护角色
可供选择，分别是凤凰公园——菲菲、红
色旋律——那兔、红色旋律——团宝、

印象江南——哪吒、七彩常州——娇
娇龙、梦创空间——熊猫泰山。

具体要求，凡年满18周岁的个人
或较成熟的社会组织，具备吃苦耐劳、
乐于奉献精神皆可报名，活动期间，须
遵纪守法，听从主办方统一安排，认真
学习岗位培训内容。

报名者可联系：天宁团团，联系电
话 0519- 89893675，联 系 邮 箱
2649073939@qq.com。 （天轩）

第十七届中国杜鹃花展招募“护花使者”

本报讯 芳菲四月春风暖，距
离第十七届中国杜鹃花展的脚步
越来越近了。目前展馆建设接近
尾声，花艺布展已经启动，“20余
万株杜鹃花苗将广泛运用于杜鹃
花场馆、市政道路、社区绿化、口
袋公园等环境布置，把凤凰新城
装点一新。”第十七届中国杜鹃花
展指挥部展览组组长洑建春说。

据介绍，杜鹃花园艺品种传统
分类分为五大类，即毛鹃、东鹃、夏
鹃、西鹃和高山杜鹃，细分的话，世界
上则存活着900多种，中国占了500
多种，本次杜鹃花展将展示大半，堪
称一部活的“杜鹃花百科全书”。

“目前，一部分杜鹃花苗已先行
到达，被寄养在临时花卉基地中，既
有来自贵州毕节百里的原生高山杜
鹃，也有来自欧洲的人工培育的高山
杜鹃，还有辽宁丹东的造型杜鹃，福
建紫花桩形杜鹃以及安徽、江西等地
映山红和双季开花美国四季杜鹃。”
洑建春说，其余参展城市也将在4月
10日前将杜鹃花运抵花展现场，杜
鹃精品园、欧洲馆、中国馆等三个场
馆主要展示高山杜鹃等名贵品种。

杜鹃花“娇贵”，只因其原生环
境跟城市大气候相差较大，为了让
杜鹃花能更广泛应用于园林市政
绿化，此前，凤凰新城已进行了大
量的基础研究工作，包括种植方
式、养护方式、浇灌进行改良。目
前，位于雕庄街道的凤凰公园已
成为全市唯一一处以杜鹃花为特
色的主题公园，也是全市范围内种
植杜鹃花品种最多最丰富的公园。

（徐蕾 郑蓓 王锐图文报道）

堪称一部活的“杜鹃花百科全书”
20余万株杜鹃花苗将争艳凤凰新城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放心消
费创建活动办公室、江苏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联合下发通报，对2020年
度全省放心消费创建示范、先进单
位进行了表彰，天宁区2家单位上
榜，翠竹大道入选省放心消费创建
示范街区，江苏佳尔科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入选省放心消费创建示
范单位，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和常州市新世纪
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入选省放心消费
创建先进单位。

翠竹大道有商业经营户 148
户，主要从事服装、超市、餐饮、美容
美发等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经营
活动。近年来，翠竹大道为了营造
良好的放心消费环境, 建立健全消

费维权和投诉工作机制，建有专门的
消费维权和投诉处理部门，对消费者
有效投诉处理率达到100%，满意率
达到80%以上。

佳尔科药业是专业从事甾体类原
料药、中间体以及破壁灵芝孢子粉胶
囊、超微羊肚菌胶囊等营养保健食品
研发、生产与销售的生物医药企业。
公司成立28年来，原料药及中间体产
品90%以上出口美国、欧洲、东南亚
等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较
高的知名度。先后通过了中国NM-
PA、美国FDA、日本PMDA、墨西哥
等官方GMP现场检查，以及环境管
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获得了欧盟COS证书。

（王肖俊 彭庆 祝正）

天宁区4家单位入选

2020年度全省放心消费
创建示范、先进单位出炉

本报讯 3月 20日，在“创未
来 掌时代”2021天宁区三新经济
精英人才招聘会上，吸引了包括亚
玛顿、天正工业、车联天下、汉武智
能等23家区内重点企业参会，提供
了招商总监、机械工程师、研发工程
师等近70个紧缺型中高端技术和
管理岗位，其中“三新”企业及岗位
占到90%以上。

这次招聘会，是为了贯彻区委、
区政府全力推进天宁区“长三角三
新经济高地、现代化城乡治理样板”
建设总目标，满足“三新”经济企业
对中高端人才需求而精心准备的一
场招聘会。

为提升企业招聘效率和成功
率，招聘会之前已根据企业需求

通过人才数据库为每个招聘岗位按
1:2或1:3定向邀约精英人才，达成
初步意向后邀请候选人到活动现场
与企业深度沟通，基本实现“猎头
式”精准匹配。活动共邀约近85名
中高端人才到场,现场发放录取通
知书31份，对接成功率超35%。

“去年下半年以来，公司业务逐步
回升，公司对嵌入式软件开发人员的
需求就变得比较迫切，但常州软件开
发人员比较稀缺，今天的招聘活动,先
通过简历邀约人才到场，再由我们企
业与他面对面交流,使我们与人才间
的对接更加精准，提高了人岗匹配
率。今后，希望主办方能多组织一些
同类的招聘会。”现场一家知名企业人
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说。 （罗翔）

广招精英人才
做强“三新”经济

本报讯 3月30日，天宁区首
个“绿+”生态环境教育现场教学点
在常州旭荣针织纺织印染公司揭
牌，这标志着“天宁绿+”生态环境
教育专场培训活动正式启动。

据了解，“天宁绿+”生态环境
教育品牌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力
推“理论教学与技能训练融通合一，
能力培养与工作岗位对接合一，实
战训练与工作岗位操练合一”的一
体化生态环境培训实践与探索。

“天宁绿+”生态环境教育培训
将针对全区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区
污染防治攻坚成员单位、乡镇（街
道）综合执法局负责人、乡镇（街道）
网格员、企业法人代表、企业分管领

导（操作工）等6个层面人员分级分类
推行“1+N”生态环境试点培训课程，
课程分为选修课+必修课，课程培训
形式采取课堂教学+实战演练等多种
模式。

“天宁绿+”生态环境教育培训将
依托专业机构力量，采用“评”“听”

“测”开展多维度测评，测评从讲授水
平、授课思路、言语表达、实践收获等
方面予以综合考评，充分避免授课“大
呼隆”“不接地气”等情况发生。

常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
天宁分局局长周菁表示，培训的目的
是希望提高乡镇网格监管单元能力、
企事业生态环境理念及执法人员专业
素质。 （宋婧）

天宁为生态教育
打造“绿+”品牌

本报讯 经过近2年的建设，3
月30日，兰陵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新建大楼正式启用，新址位于九
洲新世界花苑31-1号，这是近年
来天宁区基层医疗机构提档升级工
程中第一个完成的项目，并在疼痛
特色门诊的基础上，设立全区首个
慢病管理中心。

兰陵新院共设四层：负一楼为
1000平方米的体检中心；一楼为全
科诊疗服务区域，包括全科诊室、犬
咬伤门诊、慢病管理中心；二楼为中
医药养生保健服务区；三层设妇女
保健服务区。

“十三五”以来，天宁区以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建设为切入
点和突破口，着力打造“一中心一特

色”，与大医院形成“补位”，努力提升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红梅中心口腔
科、郑陆镇卫生院儿科、雕庄中心烧烫
伤科、青龙中心风湿关节科，皆已成功
创建省级基层特色科室。

“成立慢病管理中心可以说是天
宁区基层医疗‘补位’发展的又一新突
破，慢病管理中心的成立，有助于推
进治疗端口前移，降低居民医疗成
本。”兰陵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
支部书记、主任戴金大说，慢病管理
中心配置动脉硬化检查仪、为糖尿病
患者做眼底筛查的眼底摄像机以及
身高体重体温血样饱和度一体机和
快速血脂检测仪等，助推建立慢病筛
查干预的长效机制。

（徐蕾 林勤萍 田沛）

天宁基层医疗“补位”发展又有新突破

兰陵新院设立全区首个
慢病管理中心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天宁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天宁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初心映山红初心映山红
同庆一百年同庆一百年

创建新时代创建新时代
““两个健康两个健康””先行区先行区

工人通过控温、控湿，控制杜鹃花花期

率先抵达的辽宁丹东品种

菱溪社区已开启花艺布展工作

花艺布展区一角

本报讯 日前，常州市北环路
小学新校建设进入室内收尾阶段，预
计今年9月投入使用，学校将进行整
体搬迁。

新校址位于火车站北广场东北
侧，占地面积13000多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20000平方米，建有4500多
平方米的地下接送中心。

新校不仅有一流的校舍建筑，还
配备国内先进的校园智能化系统，互
联网、局域网、程控电话、闭路电视、
门禁、语音、可视广播于一体，Pc端
和移动终端能进行校园智能化管
理。这些硬件设施将为学校的可持
续发展、特色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 （陶怡）

北环路小学新校
9月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