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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了不起的““她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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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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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4月 26日上午，是陆苗阳、刘晓
燕、周静3人入职江苏盈天化学有限公
司的第一天。他们原来都是常州龙宇颜
料化学有限公司质检部的检验员。

“原本还担心找工作的事情，没想
到有企业直接联系我们，社保、公积金
都没有出现‘空档期’，收入还比以前
高了些。”陆苗阳说。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长江
大保护推进过程中，常州市坚定做好无
效供给、低端产能的“减法”，对沿江
1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实施关、停、
并、转、拆等腾退措施，一年多来签约
关停45家。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企业的
3000多名员工何去何从？

常州滨开区作为破解“化工围江”
的主阵地，积极研究对策，全力实施职
业技能培训、自主创业扶持、公益性岗
位开发，目前已帮助2700名员工端上
新饭碗。

一

龙宇颜料是常州在推进长江大保护
过程中腾退的沿江化工企业之一。在常
州滨开区点对点对接下，辖区内的盈天
化学主动抛出“橄榄枝”。

盈天化学人力资源负责人蔡志贤告
诉记者，由于企业扩建，去年至今企业
共需增加130人。腾退企业江苏华达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焚烧班组 80%的员
工，都顺利进入盈天化学。“政府提供
名单，我们根据需求对接。”蔡志贤说。

蒋鹏原来是华达化工人事部负责现
场管理的工作人员，如今在盈天化学安
环科工作，主要负责现场作业环境巡
查。他还记得，去年4月他接到蔡志贤
的电话，问他有没有就职意向，“后期
不断进行对接，差不多5月份就入职
了。那时，我手头的工作也正好结束”。

二

“对化工企业，不是一关了之；对
企业员工，也不是一遣了之。政府部门
要搭建平台，帮他们谋出路。”滨开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他们将至少举

办4场专场招聘会，并且设立线上直播
区域，扩大覆盖面，让很多不能到招聘
会现场的求职者可以通过直播与企业人
事专员互动。

3月6日，滨开区首场长江大保护
专场招聘会举行，共吸纳企业169家，
提供就业岗位4000余个，为腾退企业
的员工提供了更多选择。

滨开区还依托信息系统形成人才动
态储备库，通过与企业需求库进行数据
匹配，形成招聘与求职并行的就业服务
模式。

三

为帮助这些员工再就业，滨开区采
取了五大行动。

技能培训展翅行动。对吸纳腾退企
业员工并组织开展技能培训的企业，按
认定的技能等级分别给予企业和个人
500 元/人 （初级）、1000 元/人 （中
级）、1500/人（高级）培训补贴。对
通过“常州人社-常州职业技能培训服
务云平台”自主申请参加培训并符合市

级培训补贴条件的个人，也按认定的技
能等级给予相应的培训补贴。

自主创业引领行动。对符合有关规
定的员工，给予实体创业补贴，一般开
业补贴2000元。创业实体吸纳1人以上
就业的，可申请享受3000元开业补贴。

就业援助攻坚行动。对吸纳腾退企
业员工再就业，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6个月的企业，给予1000元/人的岗位
补贴。

公益岗位保障行动。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着力开发一批公益性岗
位，予以托底安置，确保有就业需求的
零就业家庭至少有1人实现再就业。

就业宣传助力行动。每季开展“春
风行动”巡回招聘会、援企稳岗专场招
聘会、网络招聘会，形成招聘与求职、
线上与线下互动、互补、互通的就业服
务模式，打造优质、高效、便捷的公共
就业服务网。

今年，滨开区计划再签约关停化工
企业10家。滨开区表示，将继续做好
有关服务工作。 辛萱 杨波

常州在推进长江大保护中——

帮助45家被关停化工企业员工端上新饭碗

武进锡剧团创排的锡剧《玉兰花
开》日前在常州保利大剧院上演。此
前，该剧入选“江苏省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

程”。
创排于2017年的《玉兰花开》，以

“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民警陈静的
故事为素材，自首次公演起就反响强

烈，获得第三届江苏省文华奖 3 项大
奖。6 月 10 日，将在昆山大剧院演
出。今年夏天，将“走进”常武地区的
多个社区。王可人 谢书韵图文报道

武进锡剧团《玉兰花开》首演4年后再度“花开”

“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我们进一
步扩大水稻种植，面积达300亩了。”
天宁经济开发区花园村党总支书记黄
洪清日前说，多亏了江苏武进不锈股
份有限公司的“你种植、我收购”模式，
让村里没有后顾之忧。

花园村去年对460亩土地进行复
耕后，村委决定引进水稻品种南粳

46，首次试验种植
195 亩，生长期长
达160天以上，亩
产约1350斤。

好水产好稻。
花园村的水稻灌溉

水源来自草塘浜，这条长6.47公里的
河，沿线几乎没有工业，与居住区也相
隔一段距离。2019年，天宁经开区通
过河道整治，让草塘浜成为原生态的
景观河，成为垂钓者的打卡地。

在水稻丰收时，花园村举办首次
新米试尝会。米饭晶莹剔透，清香满
溢，口感柔软滑韧，参与试尝的村内企

业负责人和村民齐声称赞。
上市企业武进不锈正是试尝企

业之一。企业现有员工1500多人，
自有食堂对优质大米的需求大。在
多次考察后，该公司与花园村签订购
买协议，以每斤 6 元的价格，购买
138280斤。

“光一家企业的购买量，就达到了
花园村水稻产量的九成。经过市场的
检验，大米已经形成较好的口碑，这让
花园村重拾农业更有信心。我们希望
今年以大宗采购作为基础，进一步开
拓客户群。”黄洪清说。

凃贤平 薛建明 唐吕君

小通讯

花 园 村 卖 米

从2015年自主PVDF氟膜投
产，到2016年中国第一块太阳能电
池背板上市，再到现在成为全国唯一
能同时掌握流延和吹膜两种生产工
艺并实现量产，常州回天新材料有限
公司一直走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

“80后”石娜是这条创新路上
的一朵“铿锵玫瑰”。

2007年，石娜从黑龙江省科学
院石油化学研究院高分子物化专业
毕业，进入回天新材上海分部从事
技术研发工作。2011年，常州回天
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石娜被派驻
常州公司，担任技术质量经理。当
时，遍地开花的光伏组件已基本实
现国产化，但太阳能电池背板的核
心原材料——氟膜仍依赖进口，严
重制约了国内光伏产业的发展。

“不到1毫米厚的薄膜，既要保
证光伏发电组件高效率吸收太阳能，
又要承受盛夏阳光的炙烤、抵御荒漠
地带的风沙侵袭，还要防止水汽渗透
腐蚀光伏组件，技术难度非常大。”石
娜说。她和团队几乎以实验室为家，
每天加班加点，攻克各类技术难题，
一次次论证、一次次实验，累了就趴
着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干。

2015年，常州回天终于实现了氟
膜自主生产。2016年，中国第一块自
主背板上市，TUV莱茵授予常州回天
新材料有限公司“质胜中国”奖。

如今，常州回天拥有2条世界
顶级PVDF生产线、5条智能背板
生产线，同时掌握流延和吹膜生产
工艺。石娜现在已是常州回天公司
总经理。她说：“创新这条路走得很
艰难，但必须走下去。”2020年，虽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公司产量
比2019年上升了50%。

许梦涵 秋冰/文 胡平/摄

“铿锵玫瑰”与光伏氟膜

石娜在工作。

本报讯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日前公布 2020 年度全国绿色建
筑创新奖获奖名单，江苏城乡建
设职业学院（原常州建设高等职
业技术学校）新校区建设项目摘
得一等奖，成为一等奖中唯一的
学校建筑。

同时获得一等奖的还有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
览会中国馆等15个建筑。

在绿色校园建设过程中，该校
通过建设地源热泵小型区域能源
站、建筑光电一体化分布式光伏系
统、双热源热泵热能循环系统等，显
著降低了校园碳排放强度；通过建

设雨水收集利用和中水系统，非传
统水源利用率达到30%以上，校区
建筑获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面积占比
接近80%。

学校联合省内外规划设计与绿
色建筑技术咨询单位，共同编制了
七个绿色生态校园专项规划，在全
国率先探索实践了覆盖规划设计、
建设施工、运行管理到校园文化建
设全过程的“全寿命周期绿色校
园”。同时，依托绿色基础设施资源
开发掌上微课、专业实境课堂等教
学资源，使绿色理念渗透到教育教
学和人才培养全过程。

（周炜炜 裴玮艳 尤佳）

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16个一等奖中——

唯一学校建筑一等奖花落常州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常州日报》原副总编
辑、作家陈弼文集《龙城撷英》，近日
由团结出版社出版。袁行霈、屠岸、
王日曦题词，叶鹏飞题签，唐子黔撰
序。

《龙城撷英》一书分“致敬三杰”
“追思先贤”“艺苑绚烂”“漫议杂记”
四辑，计55万字，生动记述了许多
常州名士、巨擘的光辉业绩与崇高
精神，从一个侧面反映常州人文博
大精深、嘉树长青。

书中收录有中共一大会址图
片，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央人民政府
成立的新华社电讯，周恩来总理与
常州市锡剧团演职员合影，邓小平
同志为瞿秋白同志纪念馆和张太雷
故居题字，李先念同志接见常州籍
著名京剧演员袁英明合影，江泽民
同志为刘海粟十上黄山画展撰序
等。同时，收入瞿秋白、恽代英亲
属、茅盾、刘海粟、梅兰芳、袁晓园、
吴祖光、姜椿芳、艾青、温济泽、陈铁
健、徐中玉、王水照、张骏祥、瞿维、
唐玉虬、郑逸梅、章品镇等的寄语、
题词、大札和多位艺术家的佳作，以

及陶白召见高晓声和陈弼谈话实
录，披露了谢稚柳、李霁野、承名世
等大家的遗闻轶事。全书具有思想
性、文献性、艺术性和可读性。

陈弼1932年出生于武进马杭
桥，16岁赴苏北参加革命，历经渡
江战役南下常州，长期在新闻文化
战线工作，有深挚的家国和人民情
怀。现为中国世界华人作家艺术家
协会理事、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瞿秋
白研究会会员、常州市苏东坡研究
会总顾问。多年来，陈弼著作、编纂
合计28部（含合作），在全国、省、市
多次获奖，诗歌《在瞿秋白故乡》和
《怀霜杂吟》在2011年建党90周年
纪念全国征文中获一等奖，2019年
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
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纪念章。

陈弼文集《龙城撷英》的出版，
了却了老报人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他说：“留下些历史印记和感悟，自
以为是应尽的责任，是对历史一个
真诚的交代，对后人或有所启迪。”

（蒋涌涛 陈磊）

袁行霈等题词

庆祝建党100周年

陈弼文集《龙城撷英》出版

我市第一个长江港口德胜作业区建成。 本报讯 记者4月22日从金
坛区市场监督局获悉，今年一季度
金坛区新设立市场主体2243户，同
比增长165.13%。

在这些新增主体中，新设立有
限公司715户，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加434户，增长154.45%。83.92%
的新设立公司在0.5个工作日内即

完成企业设立。
金坛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通过“窗口办”“网上办”“掌上
办”“邮寄办”，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
政务服务新模式。同时，大力推行
企业开办集成服务，打造完整“企业
服务链”，积极助力全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金市监 殷益峰）

金坛区一季度新设立市场主体
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65.13%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步伐，满足外
贸货物运输需求，江苏港口口岸开放
区逐步由沿海向沿江地区拓展。常州
由于历史因素和地理条件的限制，不
具备独立的出海条件，对外贸易一般
需要经过上海或张家港中转。为改变
在对外经济联系方面的被动局面，常
州提出“以港兴市、连江通海、三区一
线、再造常州”的发展战略，开始规划
建设常州自己的港口。

1986年，常州开始进行港口工程
可行性研究，计划在当时的武进县魏
村镇新华村与录安洲（俗称江心洲）之
间的夹江畔建设作业区。

常州港德胜作业区一期工程于
1990年正式开工建设，历时一年半，
于1991年11月3日竣工投运。

作业区码头前沿水深12米，建有
1500吨级浮码头1座、连结水陆场地
的钢引桥2座，货场总面积2万平方
米，并配有2台5吨25米变幅吊机和
10台(套)装卸机械，日装卸能力逾
2000吨，年吞吐能力达76万吨。在
绝大部分水位期，3000吨级以下货驳
船可进港装卸作业，是杂货、散货、集
装箱装卸中转的理想港口。

常州港德胜作业区成为常武地

区第一座3000吨级的长江码头。它
的建成，打开了常州通江入海的门
户，结束了常武地区没有长江港口的
历史。

此后，常州在常州港德胜作业区
的基础上强化规划布局，加强建设和

运营。2015年，常州港录安洲码头4
号泊位运行，成为常州首个可以停泊
10万吨级以下货轮的码头。到2019
年，常州港货运吞吐量超过5000万
吨，成为常州对外开放贸易的重要通
道。 汪旭东 吕洪涛图文报道

我市第一个长江港口建成

（上接A1版）未雨绸缪，提前采取针对性
措施，做好支流支浜监测预警、应急清
淤、污水处置等工作，全力打好汛期水质
保障提升攻坚战；要狠抓太湖水环境治
理，抓紧抓实太湖治理各项重点工作，在
蓝藻打捞上确保日产日清、不发生大面
积湖泛，严格落实饮用水安全保障措施，
确保太湖安全度夏；要狠抓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重点围绕实现农户覆盖率和设
施正常运行率“两提升”目标，抓好项目
建设、已建设施“回头看”、环境监管、农
村黑臭水体协同治理等重点工作。

（朱雅萍 常环宣）

我市部署二季度治污攻坚
暨太湖水环境治理工作

（上接A1版）快速交通的纽带、绿水青山
的绿带将“一地六县”汇聚在一起。“一地
六县”精品走心之旅共11条线路。

发布会上，“一地六县”同城待遇景区
合作正式签约。天目湖景区、宜兴善卷洞
景区、安吉竹博园、长兴县小浦银杏长廊
景区、广德市太极洞景区、郎溪县观天下
景区、上海白茅岭农场等精品景区（点），
让“一地六县”居民到区域内其他城市游
览签约景区（点），享受当地市民待遇。

活动现场，溧阳高端休闲经济办公
室发出有关招商邀请。（郏燕波 李金堂）

“一地六县”居民
旅游“同享待遇”

（上接A1版）
依托便捷的交通条件，该村还从苏

州引进鸡头米，从宝应引进龙虾苗，快速
落地生根。去年，6亩大水塘收获1200
斤鸡头米。鸡头米种植，成了村民们增
收的新门道。

专家技术进得来，优质产品出得去，
产业越来越兴旺。两年多来，武城村新
增村级固定资产1080万元，村级年经营
性收入达200万元。

乡村振兴美景，让更多的年轻人回
得来、留得住。“95后”小伙牟涵杰去年
从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毕业后，便回
乡进入稻米加工厂工作。他说：“现在村
里经济好了，干农活都是机械化操作，像
我这样的年轻人学起来很快，也干得很
有成就感。”

像牟涵杰这样的年轻人，在武城村，
现在已有很多。2019年开始，天宁区推
出了着眼培育村（社区）后备干部的“十
百千朝阳计划”。待遇的提升、组织的关
注，大大提升了农村工作岗位的吸引
力。不到两年时间，武城村先后回来了
5名年轻人。村干部队伍中，“85后”达
60%以上，“年轻、专业”成了他们最显眼
的身份标签。返乡不仅有事可干，而且
还能大有作为。从这些年轻人的身上，
能看到的不只是武城村幸福的今天，更
是充满希望的明天。 宋婧 贡丹芳

破解农户“空巢”
农村“空心”
农业“空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