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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天宁区深入贯彻落实党
史学习教育部署安排，创新采用集中
学习、集中研讨、集中备课“三集中”形
式，推动全区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走深走实。

4月17日，天宁区组织党史学习
教育第二次集中学习，邀请市委宣讲
团成员、市委党史工委主任李亚雄作
《明理增信、崇德力行》专题辅导。

同天上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专题
学习会，集中研讨习近平《论中国共产
党历史》。区委书记许小波作了领
学。会上，各常委就党的百年奋斗历
程，紧密联系本职岗位和工作实际，做
了党史学习体会分享。区四套班子领
导出席会议。

4月16日，天宁区举行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宣讲工作集中备课会，对党史
学习教育宣讲工作进行专题辅导和部
署。会上，党史学习教育市委宣讲团成
员、常州大学教授丁恒龙为宣讲团成员
对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工作作了说课辅
导。

在集中学习会上，许小波提出，既要
唯实唯先，筑牢思想根基，也要善作善
成，勇于创新。4月16日，第十七届中
国杜鹃花展正式开幕，活动得到了各级
领导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
价。这次花展恰逢党的百年华诞，在谋
划时就把主题确定为“初心映山红、同庆
一百年”，在办展理念和形式上，深度融
入党建、城市、产业、民生等元素。这种
将点上工作与面上工作、整体工作一体
谋划、一体推进的做法，既办好了杜鹃花

展，又讲出了天宁故事，值得进一步总
结、运用和推广。

许小波强调，在刚刚反馈的全市
2020年综合考核中，天宁获评第一等
次，这份成绩来之不易，但全区上下要时
刻保持翻篇归零心态，围绕“长三角三新
经济高地、现代化城乡治理样板”的发展
定位，提速新兴产业集聚壮大，加快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统筹抓好城市更新、乡村
振兴、民生保障等各方面工作，把党史学
习教育激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闯”的
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在一季
度“开门红”的基础上，实现“半年
红”“全年红”，切实担负起“争当
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光
荣使命。

在党史学习教育学习方法

上，许小波鼓励各级各部门可广泛采取
有讲有评、知识问答、讨论沙龙等不同形
式，用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资源，让
学习生动起来、活泼起来。要广泛运用
新媒体形式，大力宣传党史学习教育中
涌现出来的新经验、新做法，在全区上下
持续掀起学习教育热潮。

下一步，宣讲团将深入企业、农村、
机关、校园、社区等地，开展分众化、互动
化、接地气的宣讲。天宁区党史学习教
育宣讲团由退役老兵、百姓名嘴、思政课
老师等组成。 罗翔

天宁以“三集中”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
造，打造现代化城乡治理样板，17日下
午，区领导许小波、张凯奇、郑亚赴多
个老旧小区，专题调研相关改造工作。

区委书记许小波一行先后来到红
梅西村、工人新村、丽华一村、东苑小
区、武进小区，他们边走边看边询问，
了解各小区改造工作的推进情况。

红梅西村始建于上个世纪90年

代，是当时全市住宅小区的样板，曾荣获
中国建筑最高奖“鲁班奖”。现如今，外
墙、管线、道路等基础设施在经年累月的
使用中日渐受损。目前该小区改造项目
正在可研报批中。红梅街道武进小区涉
及64幢房屋1745户居民，总建筑面积
10.64万平方米。该项目于去年11月开
工，预计今年6月完工。

工人新村项目位于兰陵街道，涉及
99幢房屋2166户居民。目前已进场施
工，预计今年8月完工。许小波一行察
看了已经完工的样板楼栋，为了照顾老
年居民，楼栋标识全部放大处理，让人一
目了然，许小波对此表示肯定。

茶山街道老小区改造工程涉及丽华
一村92幢房屋共3189户居民，朝阳四
村17幢房屋共705户居民。项目于今
年3月启动，预计今年8月中旬完工。
在茶山街道项目指挥部，建设单位提供
了楼体外墙颜色的多种选择方案并公示
上墙，让老百姓自己投票选择。许小波
对这一做法表示赞赏。

天宁街道东苑小区位于小东门路北
侧，关河东路南侧，毗邻红梅公园，房屋
建于1999年。此次改造中，除了基础设
施出新，还对小区门卫室、社区居民图书
阅览活动中心、居民议事长廊等进行了
提档升级，目前改造工作已进入尾声。

许小波强调，老旧小区改造要综合思考，
统筹推进；不仅要提升小区基础设施，还
要不断提升文化内涵，打造出群众满意
的精品特色小区。

今年天宁区将对33个老旧小区进
行改造工作，总投资10.3亿元，目前，老
城厢范围内老旧小区改造（一期）工程涉
及10个老旧小区，已进场施工，整体计
划于7月底全面完工。老城厢范围内老
旧小区改造（二期）工程涉及15个老旧
小区，正进行设计方案修改工作。另外
8个小区中，五角场西村、东苑小区接近
完工，武进小区、丽华一村、工人新村已
进场施工，朝阳三村、红梅东村、红梅西
村等也已完成了相关工作。

在调研中，许小波要求老旧小区改
造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
精细化水平，绣出老旧小区的效果品质，
既要提升小区颜值关注“面子”，更要关
注短板“里子”，重点完善基础配套，优先
解决民生问题，结合公园城市理念，实现
安全实用、宜居美观的效果。 （宋婧）

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打造现代化城乡治理样板

本报讯 4月18日上午，区委书
记许小波来到龙游河水环境综合整治
现场，实地督查龙游河水环境综合整
治工程进展情况。

四月的龙游河，水清河美，鸟语花
香，碎石慢道、口袋公园、栏杆护坡，经
过一年多的综合治理，已颇有成效，成

为了市民心中名副其实的“样板段”。
许小波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嘱托，

“口袋公园和沿岸墙体的打磨一定要细
上加细，既要追求进度，更要保证精度，
要用绣花般的精神将每一处景观和设施
打造的舒适、美观、实用，真正让老百姓
感受到民生工程发展带来的切实成效。”

在之后的座谈会上，许小波对龙
游河一年来的综合整治进度和成效
表示肯定。他强调，作为天宁区为民
办实事工程，龙游河的综合整治要严
格把控质量管理，同时要在系统治
理、长效管护上狠下功夫，努力展现
水清河畅景美的综合整治效果，让广

大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发展
带来的切实成果。

龙游河纵贯天宁区茶山街道全域，
由刘塘浜、三宝浜等水系支流组成，全长
6.1公里。此次整治以“水清、路通、景
美、功能配套”为目标，共实施“无证建
筑拆除、房屋征收、雨污分流及截污、
清淤驳岸、景观及业态提升”五大工
程。在龙游河项目中，天宁还通过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式，丰富沿河业
态布局，实现文商旅融合的经济生态
圈和体验链。目前，桥梁新建和改造工
程正在施工进程中，整体基础建设预计
6月底前完工。 （张也）

整体基础建设预计6月底前完工

龙游河综合整治又有新进展

本报讯 近日，天宁区推进高质
量考核各项指标发布，其中，文化建设
高质量考核中全民阅读指数位列全市
第一。记者获悉，为了更好推动书香
社会建设，营造良好文化氛围，今年天
宁区将全力打造“青果书香”阅读品
牌，各项系列活动将于4月23日正式
启动。

为了创建“青果书香”读书品
牌活动，打造具有天宁特色的文化

名片。天宁区着力推出两大系列活
动，分别是：阅读的力量·青果思享会
和红色经典永流传——全民阅读系
列活动。

在阅读的力量·青果思享会中，通过
“遇见大师”“对话中吴”系列活动，让龙
城市民在家门口与大师进行心灵对话，
享受一场场精神文化盛宴。

红色经典永流传——全民阅读活动
中，将面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

中深入开展“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系
列读书活动；面向基层社区、村和群众中
广泛开展“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系列
读书活动；面向家庭、学校和未成年人中
大力开展“大手牵小手，携手共阅读”亲
子阅读活动。

此外，天宁经开区、镇、各街道也将
立足本地特色，推出各具亮点的读书活
动，真正实现全民阅读分层、分类多样
化，区域、时空、人群全覆盖。在郑陆镇，

将农家书屋纳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建设，有效提升了以查家湾、牟家村、宁
河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农家书屋建设。青
龙街道紫云苑社区开展的“书香少年、廉
韵童行”活动，通过听、看、读、写，实现了
廉政文化教育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有机
融合。经开区武城村农家书屋积极探索

“定制化图书、点单化服务、多样化活
动”，让农家飘出书香来。

（宋婧 陶怡）

天宁启动“青果书香”全民阅读活动

本报讯 19日下午，区委书记
许小波会见国家能源集团江苏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蔡元宗一行，双
方就加强项目建设、扩大新能源运
用等进行深入交流，并达成广泛共
识。当天，天宁区人民政府与国能
常州发电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
议，副区长周登蓉出席。

许小波对协议的签订表示祝
贺，对国能长期以来给予天宁发展
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在
推进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天宁乐于
先行先试，持续探索，力争加快能源
结构优化调整。

他强调，在下一步的合作中，双
方要抓住发展机遇、拓展发展空间、
落实好协议的内容，将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贯彻其中，竭尽所能
利用好资源、搭建好平台，确保合作取
得实实在在成效。

据了解，国家能源江苏公司近年
来着力向综合能源服务商和绿色低碳
能源供应端转变。

根据协议，双方将合作推动经济
社会绿色发展、绿色消费，建设“多能
互补、源网荷储”一体化的能源应用示
范城区，常州公司将符合国家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产业投资方向、
符合地方产业发展规划的项目优先落
户天宁。天宁也将支持常州公司与辖
区内工业园区开展绿色用能、节能、综
合能源项目开发，支持常州公司与辖
区内企业、院校强强合作，形成共商、
共建、共享的多赢合作路径。（陈凝）

天宁与国能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讯 4月20日下午，区委
书记、区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许
小波就推进全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工作，与区政法单位主要负责人进
行谈心谈话，强调要进一步统一思
想、凝聚共识，扎实推进查纠整改环
节各项工作，确保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走深走实，全面打赢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这场硬仗。

许小波要求各部门主要负责
同志要从五个方面切实抓牢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要提高站位、深化
认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把这一重

大政治任务抓紧抓牢；要压实责任、
拧紧链条，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
责；要认真查纠、严肃整改，集中开展

“6+1+N”顽瘴痼疾整治，做到“减存
量”与“控增量”双管齐下，“查、改、
治、建”一体推进；要铸魂塑警、建强
队伍，补齐依法履职的短板弱项，加
强内部安全隐患排查，确保队伍不出
任何问题；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充
分发挥一把手“头雁效应”，敢于拿自
己开刀，深入查摆顽瘴痼疾，以上率下
抓好整改落实。

（张也）

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谈心谈话

本报讯 今年，试用期员工、非
全日制用工或者超龄人员三类人员
可以单独参加工伤保险，这意味着

“外卖小哥”“退休返聘”等人员的工
伤权益有了制度保障。目前，天宁
区该项政策正在全力推进中，自上
线2个多月来，单独工伤参保人员
达到260人。

天宁一龙头快餐企业有骑手
200人，前几年因无法缴工伤，每
年因交通事故企业支出赔偿金超
百万，后缴了商业雇主险，人均

1500 元/年，全年支出就是 30 万
元。最近，该企业 200 名骑手都参
加了单独工伤险，人均 192 元/年，
全年支出 3.84 万元，光保费就少支
出 26.16 万元，大大降低了企业的
用工成本。

就大家关心的保费问题，天宁区
人社部门按非全日制人员协议期内月
均收入4000元为例，如果企业为二类
行业，工伤缴费费率为0.4%，也就是
保费=4000×0.4%=16元/月。

（张倩倩 季君毅）

“外卖骑手”“退休返聘”等三类人群

可单独参加工伤险

本报讯 近日，雕庄街道菱溪
社区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主题邮票展，以一张张小小的邮
票为素材讲述中国百年党史故事。

邮票展共展出邮票八个系列
205张，分别为党的代表大会、建党
纪念、革命历程、领袖革命家、人民

代表大会、国庆、改革开放和中国梦，
这些邮票皆由菱溪社区居民吴川中花
近50年时间收集而来。

为了此次邮展，吴川中做了大量
准备工作，不仅拿出珍藏已久的邮票，
还制作了展板、撰写了1.8万字的讲
解稿。 （吴玉平 巢卿）

方寸世界“述”党史

本报讯 因为订单“爆棚”，常
州海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现有车间
生产及设备仓储能力皆无法跟上业
务发展，公司负责人找到青龙街
道。在街道的多方协调下，前不久，
该公司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园租
赁到满意厂房。

常州米德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在申报“两化融合”项目初期，信息
化建设不规范。在得知这一情况
后，青龙街道积极介入，为企业出谋
划策，在各方努力下，企业成功申报

“两化融合”项目，并且获得10%的
合同费用补贴，节约了成本，并取得
了较好的发展效益。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龙
街道紧扣“实”字，将党史学习教育与
业务工作不断相融，扎实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在服务企业过程中，按属地贡献、
行业类别、企业规模、发展潜力等要素
将辖区重点企业“五星”分级，并从资
金、人才、市场、技术、第三方平台等七
个方面为企业量身定制派单式服务，
协助企业用活、用足、用好相关政策。

下一步，青龙街道将持续加强创
新，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党史同
总结经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深入开
展具有青龙特色的党史学习教育。

（房宁娟）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

本报讯 发现天然气管道接头
松动，发现疑似水银的物质倾倒在
地面……在茶山，越来越多的网格
员练就“神眼”技能，总能第一时间
发现问题。

近日，丽华一村社区网格长裴
琴香和专职网格员周惠萍在网格走
访中发现一处天然气管道接头松
动，导致天然气大量外泄。情况紧
急，周惠萍在安全处先拨打了天然
气燃气公司的抢险电话，再拨打
110、119报警……最终，专业人士
对燃气泄漏处松动的螺丝进行紧
固，火灾安全隐患消除。

群力村委网格员李斌3月 19

日在网格巡查时，发现后洑村17号门
前地面有水银倾倒在地面。为避免人
员二次伤害，他将围观村民疏散，自己
佩戴好手套、口罩，取来注射器将水银
收集到一个密闭容器中，全部回收后
交环保部门进行处理，并拨打110对
此次事件进行调查。

“为了提升网格员整体的职业素
养，我们今年开展了‘网格员+’行动，让
网格员真走实记，全面细致走访，带‘眼’
观四方排查安全隐患。”昨天，茶山街道
政法和社会综合治理局局长黄穗峰说，
通过每天至少5户居民的走访，现在
159位网格员已经架起与居民之间的

“连心桥”。 （凃贤平 韩军）

茶山网格员练就“神眼”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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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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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及常州解放72周年，清凉一社区党总支联合清凉幼
儿园党支部、清凉一社区妇联、关工委共同开展了“聆听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精神”活动。

4月21日上午9点，87岁抗美援朝老兵顾寿民爷爷身穿军装来到了清凉幼儿
园，为小朋友们讲述了常州解放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小朋友们为迎接顾爷
爷的到来，准备了鲜花，并表演了手势舞《童心向党》。

倪海燕 张红军 戴吴燕图文报道

聆听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