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办:
常州日报社
中共常州市天宁区委员会 锦绣天宁

2021年4月8日 星期四

第64期（总第380期）
编辑：凃贤平

新闻热线：69660318
邮箱：tnxwzx@163.com

A8

组版:邵伟东 校对:陆颖

本社地址：和平中路413号报业传媒大厦 邮政编码213004 日报总编办公室86602107 监督举报电话88066053 投递质量监督电话86602046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20401419950001 常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天合路111号 零售价 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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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天宁区召开镇
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区领导许
小波、曹志伟、沈永红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这次领导班子集中
换届，是在“两个大局”交织、“两个
百年”交汇、“两个五年计划”交接的
关键历史节点上进行的，必须要以
更高站位推进换届工作，确保高标
准高质量完成换届各项任务。

就如何做好镇领导班子换届工
作，区委书记许小波要求，要树立鲜
明导向，选出发展需要的优秀干
部。突出政治标准，选配理想信念
坚定的干部；突出能力素质，选配

“七种能力”强的干部；突出工作实
绩，选配善作善成、能打硬仗的干

部；突出群众口碑，选配群众满意、
公认度高的干部。要聚焦优化结
构，增强领导班子的整体功能。强
化专业型干部配备，建设又博又专、
搭配合理的领导班子；着眼长远，在
用好各年龄段干部的同时，加大优
秀年轻干部使用力度；拓宽来源，把
各条块、各领域、各行业的干部人才
资源盘活用好。

许小波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
要扛起政治责任，严肃换届纪律，广
泛开展宣传教育，坚持把严肃换届
纪律的要求贯穿始终。要强化风险
防控意识，及时应对、妥善处置各类
问题，确保换届期间思想更集中、秩
序更有序、工作更精彩。（张也）

天宁全面高质推进
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

本报讯 脱贫之后还得防止返
贫。近日，在区委常委、统战部长、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戴
留春的带领下，天宁区工商联（总商
会）携手爱心企业共赴陕西省安康
市旬阳县开展“光彩基金”结对帮扶
工作，旬阳县委常委、统战部长李
萍，副县长倪云泽出席。

当天上午，天宁区工商联（总商
会）通过华利达教育光彩基金向10
名旬阳贫困大学生捐赠助学金9.6
万元。下午，通过常州四药光彩基
金为当地捐赠15万元的碧根果树
苗，以促进产业发展，不断增强当地
扶贫协作“造血”功能。

在天宁区工商联的引导下，近
年来，天宁的民营企业家积极参与

东西部对口支援、防疫防控、社会公
益慈善事业。据不完全统计，本届
工商联成立以来，商会会员企业共
捐赠爱心善款超亿元。

另外，天宁区光彩事业稳步推
进，截至去年年底，该区光彩基金民
营企业认捐总额超500万元，共成
立四支百万光彩事业基金，分别为

“华利达教育光彩基金”“常州四药
百万光彩基金”“九洲集团天宁疫情
防控百万光彩基金”和“金新百万光
彩基金”。（徐蕾 史梦佳 吴雅芯）

天宁区光彩基金总额超500万元

本报讯 日前，天宁召开尊老
金发放专项整治工作会议，对进一
步规范尊老金发放提出具体要求，
确保惠民政策落地落细落实。

“‘微腐败’看似数额不大,但
是数量多、面广,损害的是老百姓
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
感, 必须打通监督执纪的‘最后
一公里’。”区纪委监委负责人透
露，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区纪委监委将制定下发自查
检查方案，要求对尊老金发放对

象进行逐人梳理，重点查处发放
对象已死亡的隐瞒续领骗取尊老
金等问题。针对在尊老金发放排
查中发现的制度漏洞和薄弱环
节，将督促街道纪委下发纪律检
查建议。针对问题较多的村（社
区），将采取“回头看”。

自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区纪委
监委共发现尊老金领域问题线索
20件，立案12件，党纪政务处分10
人，挽回经济损失20余万元。

（张也 卞涵春）

惩治群众身边“微腐败”

确保尊老金精准发放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红馆”、张太雷纪念馆等天宁红色地标
再次成为“网红”打卡地。 陶怡图文报道

本报讯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近日，
天宁区召开发明专利提质增量推进会，
动员全区上下紧抓创新发展的新时代机
遇，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创造
工作，为建设“长三角三新经济高地、现
代化城乡治理样板”提供强劲的科技支
撑。区领导许小波、曹志伟、周登蓉，市
科教城管委会副主任蒋鹏举出席会议。

刚刚过去的“十三五”，天宁区以强
化知识产权创造为根本，充分发挥知识

产权对创新驱动的基础保障和重要支撑
作用，万人有效发明专利量由2015年的
15.27件提升至2020年的26.42件。全
区拥有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2家，示
范企业1家，国家专利金奖企业1家。
2020年天宁区成功申报并获批建设江
苏省知识产权强省示范单位，天宁经济
开发区获批建设省知识产权示范园区。

就下一步如何做好知识产权工作，
区委书记许小波要求，知识产权工作是
创新的诉求，更是天宁发展的需求，今
年2月，市、区相继召开了“创新发展大
会”，把创新创造放在了极其重要的地
位，而知识产权就是创新成果的重要体
现，发明专利就是创新成果的硬核力量

和看家本领，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
创新。

许小波指出，要解放思想，坚持“数
量布局、质量取胜”的理念，加大“研发中
心”“重点实验室”等载体建设，突出三新
经济、数字经济等产业带动作用，加强上
游研发合作和招才引智，不断推动知识
产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实现良性
互动、提供有力支撑。要多方发力，积极
营造知识产权工作的良好环境，搭好台，
借好力，用好法。

4月26日，是第21个世界知识产权
日，今年的主题是“知识产权和中小企
业：把创意推向市场”。一直以来，天宁
区将鼓励和保护知识产权作为持续推动

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
去年，天宁区出台《关于进一步提升天宁
区发明专利拥有量和质量的实施意见》，
明确到2022年规模以上企业发明专利
持有率将达到100%，每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到31件以上。

同时，在天宁区规上企业、高新技术
企业和创新基础好、发展潜力大、重点骨
干企业、行业龙头企业、“隐形冠军”“小
巨人”企业中开展发明专利“至少持一
件”活动，已持有发明专利的要做到“至
少增一件”，未持有发明专利的要做到

“至少备一件”，通过自主持有发明专利
为企业自身进步和行业发展打基础。

（罗翔）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十三五”期间，天宁万人有效发明专利量稳健攀升

本报讯 日前，在华利达集团举办
的纺织服装行业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高峰论坛上，全省首家纺织服装行业二
级节点——华利达二级节点正式上线，
这是华利达参与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体系建设的探索，也是企业实现传统产
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更是天宁区推进

“新基建”、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的
一个里程碑，对天宁实现“长三角三新
经济高地”的发展愿景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标识解析体系节点被认为是工业
互联网“基础中的基础”，是支撑工业互
联网互联互通的神经枢纽，其作用类似
于 互 联 网 领 域 的 域 名 解 析 系 统
（DNS）。标识解析体系包含了“根”节

点、国家顶级节点、二级节点、企业节点
4个层级。

其中，二级节点作为推动标识产业
应用规模性发展的主要抓手，向上对接
国家顶级节点，向下对接企业节点及应
用系统，担负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是
推动工业互联网应用发展和产业生态构
建的核心环节，在国家“新基建”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中承担着关键作用。

全省纺织服装行业首个二级节点在
华利达正式上线，2020年8月，华利达
集团积极响应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建设发展规划，启动了纺织服装行业标
识解析二级节点建设工作，同年11月，
得到了省工信厅同意建设的批复。目前
平台已经接入常州亿灵伟业纤维制造有
限公司、顶呱呱彩棉服饰有限公司等8
家企业，上海清川服装辅料有限公司、昆

山协优人造皮革有限公司等60多家企
业也在预备接入中，标识注册量已经达
到了一千一百多万个。

下一步，华利达集团将围绕二级节
点建设，以全球化视野布局所在领域，积
极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参与标识
产业生态建设，为纺织服装行业转型升
级赋能。

（陈凝）

全省首家

华利达纺织服装二级节点上线

还有 9 天，第十七届中国杜鹃花
展就将开幕，目前展区建设已开启加
速度模式，园艺工人紧锣密鼓地种植
着杜鹃花，1000多平方米的花海将把
花艺生活带入寻常百姓家。

为保证花展顺利举办，凤凰岛北
路（白家桥——东枢纽段）和凤凰公园
将实行封闭式管理模式。凤凰岛北路
封闭管理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7 日至
2021 年 5 月 16 日，期间禁止机动车、
非机动车车辆通行；凤凰公园则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中午 12 点至次日中
午 11 点闭园施工，暂不接待游客参
观。 徐蕾 郑蓓 王锐图文报道

创建新时代创建新时代
““两个健康两个健康””先行区先行区

本报讯 3月27日，天宁举行首
个党史学习教育集中学习日，区各板
块各条线各企业采取各种形式开展集
中学习，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开展，切实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清明节前，天宁经开区将首个党
史学习教育集中学习日搬到溧阳新四
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内。

郑陆镇乡村振兴学堂创新推出
“名师移动讲堂”和“青陆英才”集训社
两个子品牌，开发建设党性教育特色课
程体系，为培育高素质专业化“领头雁”
队伍、促进基层干部成长提供平台。

雕庄街道第一时间组织辖区内党
员参加党史学习教育“云直播”，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原馆长、上海红色文
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黎明教授作《从

石库门到天安门——回眸党的艰苦创建
和新中国的辉煌成就》专题辅导。

青龙街道机关全体党员在革命烈士
纪念碑前开启党史学习教育集中学习
日。

茶山街道围绕党史学习教育专题，
依托“社区党校”“白扬轩”“古树新亭”等
宣讲阵地，组织党员干部、专家学者、百
姓名嘴广泛开展宣讲，让党史教育“飞入
寻常百姓家”。

红梅街道积极通过老党员领学、
年轻党员上门送学、红色基地
现场教学等多种方式来传承红
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天宁街道邀请江苏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邵鹏宇博士作

《伟大的征程》专题辅导。
兰陵街道联合街道商会，正式启动民

营企业家“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系列
活动，举办“兰陵民营企业家学党史第一
课”，邀请市委宣传部讲师团团长何元劲
作专题辅导。

区纪委、监委组织纪检监察干部，
区编办、司法局、人社局组织全体党员
在线观看直播课程《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回眸党的艰苦创建和新中国的辉煌
成就》。区总工会全体党员齐聚直播室，
观看专题辅导课。

区委宣传部在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
烈，开展现场党史学习教育。区税务局组
织新入职公务员在烈士陵园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集中学习日暨“祭英烈学党史，扬

清风促廉洁”廉政教育现场教学活动。
区发改局组织全体党员参观了新丰

苑党史馆，重温党的历史，传承红色基
因，坚定理想信念，强化政治意识。区教
育局全体机关人员通过直播聆听了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原馆长、现任上海大学
特聘教授、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执行院
长张黎明的专题辅导。

区工信局以“重温党的历史，坚定理
想信念”为主题为全局党员干部上了一堂
专题党课。区卫健局通过组建党史学习教
育微信群，群发最新理论精神和党史学习
资料，组织党员参加线上答题。区应急管
理局组织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赴常
武第一支部纪念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区科技局、民政局、财政局、审计局、

城市管理局、行政审批局、地方金融监管
局、医保天宁分局、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征收办、人防办、残联等部门，通过理论
中心组学习、专题党课、宣讲报告会等多
种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各校党史学习教育同样开展得如火
如荼，并融入思政课堂。局前街小学举行
党史学习“七个一”活动的启动仪式。博
爱小学开展“博爱红领巾党史讲坛”，邀
请抗战英雄季刚芹爷爷讲述当年的英勇
故事。第二实验小学的新竹娃们开展“缅
怀先烈，放飞梦想”的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清凉小学开展“点燃红色星火，献礼
建党百年”系列活动。解放路小学启动

“我们的传家宝”线上党史故事宣讲活
动，目前《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

神》等内容已经上线。朝阳新村第二小学
16名少先队员走进清凉东村社区开展

“寻访红色记忆，听爷爷讲党史”的小队
主题活动。郑陆实验学校三年级全体师
生聆听来自天宁区青少年思想道德宣讲
团的陈秋琴奶奶讲述家乡的英雄故事。

企业的党史学习教育则开展得接地
气、有人气。4月2日，常州金源铜业有限
公司党支部联合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党支
部，赴常州烈士陵园开展清明祭英烈活
动。常州旭荣针织印染有限公司在故事中
感受红色文化。江苏九洲投资集团党委联
合羌家村党委组织开展“学党史，颂党恩，
跟党走”的党史学习教育现场学习。茶山
街道丽华村党总支副书记董涵则将党史
课堂送进常州市毛条厂有限公司的车间,
工人们放下手中的工具、拿起书笔,认真
聆听党史故事。自3月24日起，国网常州
供电公司组织员工开展为期100天的党
史知识学习、问答闯关活动。

据悉，天宁区党史学习教育集中学
习日将每月举行一次。

（葛街轩 葛部轩 葛校轩）

每月举行1次集中学习日

党史学习教育在天宁全面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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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展区上海展区

杭州展区杭州展区 连云港展区连云港展区

淮安展区淮安展区

旬阳展区旬阳展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