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5月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凃贤平 组版:王宏伟 校对:陆颖 A7锦绣天锦绣天宁宁

温暖在身边温暖在身边

本报讯 中国工业互联网正步入
快速成长期，其短板逐渐从缺市场、缺
技术、缺政策，转移到了缺人才。昨
天，记者从常州天正技工学校了解到，
该校正在规划建设全省首个工业互联
网产教融合基地，批量培养新一代蓝
领人才。

此前，经省人社厅批准，常州天正
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郑陆镇成立
了天正技工学校。这所技校面向工业
互联网领域，重点建设“工业互联网与
大数据”“计算机网络”“电气自动化”
三大特色专业，逐步培养“既能操作工
业设备，又懂运用信息工具”的新一代
蓝领人才，为常州制造业转型升级提
供更多的综合性人才。

目前，学校已与10余家院所、30
余家企业展开合作，为2000多名学
生提供多种就业通道。“学生特别紧
俏，每个学生平均有5家单位上门抢
订。”天正技工学校校长、常州天正
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翀
昊说。

由于场地受限，在天宁区支持下，
学校在郑陆镇规划建设新校区，即工
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基地，这也是全省
首个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基地。按照
计划，新校区规划用地252亩，将职业

教育与制造、软件、信息三类业务，在统
一的校区中进行有机结合，实现“将产业
融入教育，让教育面向产业”。

新校区预计年内动工，总投资12亿
元，工期3年，建设两大教育板块、两大
实训板块，建成后预计容纳在校生7000

人以上，现场培训能力超3万人次/年，
线上培训能力超过30万人次/年。

工业互联网涉及到物联网、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一系列前沿产业，作为“常
州模式”的探索者，天宁正在努力建设
长三角三新经济高地。张翀昊说，新校

区建成后，将批量培养工业互联网领域
的新一代蓝领人才，逐步解决本行业基
础人才短缺的问题，帮助优质企业在常
州加速发展，对本地区产业汇聚、招商引
资、人才集聚等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
义。 （凃贤平 谢宁 徐佳誉）

批量培养新一代蓝领人才

全省首个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基地落户天宁

本报讯 天气晴朗的日子，清凉
小学过渡校区内，学生全都跑到户外
的人工草坪上，跳跃、翻滚，玩得不亦
乐乎。本月，画上线、装上球门，一片
五人制的非标足球场就将建成。

“今年给清凉小学捐了近1000平
方米的人工草坪，总价值30万元，南
面区域建一个非标足球场，北面则是
自由活动区域。”4月29日，常州劲友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晓亮在
现场，给记者介绍了人工草坪的功能
规划。

据了解，这是劲友新材料自启动“我
的足球梦”公益项目以来，为天宁捐献的
第3片非标足球场了，分别是在清凉小学、
博爱小学、清凉小学过渡校区。“我们的公
益初心，是让更多的常州孩子体验足球运
动的乐趣，并为他们的健康打下基础。”

足球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但现实的
问题是，很多学校并没有足球场。“国际
足联规定的标准足球场，长105米，宽
68米，面积为7140平方米，学校一般运
动场地仅有一两千平方米，我们考虑建
一个五人制非标足球场比较适合。”

人造足球草坪使用频率高，所以要更
耐磨。劲友新材料今年捐建的人工草坪，
草比之前的更密、更短、更软，也更耐磨。

据了解，以往捐建的足球场，均是按
国际足协的标准，草是充了颗粒进去的，
每一根草都能立着，脚踩下去很软，但现
在的草不需要充颗粒，它自带曲丝，一根
立着的草下面有很多弯的曲丝，更适合
中小学的操场。

“这个产品是全国首创，工艺上更复
杂，成本更高，也更环保。”金晓亮说，原
来的人工草坪搬家比较麻烦，现在的人

工草坪铺装容易，回收容易，直接拆开一
卷就能拿走。即使使用多年后做不了足
球场地的草，还可以重复利用，做成景观
草、围挡草等。

劲友新材料位于天宁经济开发区，
专门从事人造草坪和足球场地的材料生
产、销售及场地建设、场地维护。这两
年，为青海国家青少年训练基地、广州番
禺恒大足球训练基地、上海迪士尼、上海
浦东新区张江足球公园、大连理工大学
等建设了数十块足球场地。

（凃贤平 宋小屏 杜明）

让常州孩子体验足球运动

劲友每年捐一片非标足球场

“没有白费的努力，芝加哥大厦完
工在即。”这是郑陆镇华艺建设工程公
司总经理羌磊发布的最新一条朋友
圈。“芝加哥大厦是公司去年接下的一
个重要项目，拓展国外市场是华艺迈
出的重要一步。”

通过了解，会发现身边的很多建
筑，都有华艺幕墙参与的身影，比如武
进凤凰谷大剧院、九洲花园大酒店，

“这两个项目还有幸被评为中国建设
工程鲁班奖。”羌磊自豪地说，目前公
司已累计获得鲁班奖工程6个，国家

优质工程18个。
创建于1986年的华艺，目前已成为

拥有700余名员工，年产20万平方米单
元式幕墙和50万平方米框架幕墙生产
能力的常州幕墙龙头企业。

回望公司的发展轨迹，羌磊颇为感
慨：“不敢说引以为豪，但足够欣慰。”这
种欣慰来源于公司做出的每一次尝试都
没有白费。

2016年是华艺的关键年。在顺风
顺水的发展中，羌磊看到了企业的一个
致命弱点——过度依赖本地市场。“当时

公司80%的项目服务常州市场，万一有
个风吹草动，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是很低
的。”羌磊当即决定，一定要“走出去”开
拓市场。

2018年3月，华艺终于在杭州接到
了第一单项目：万科杭州公司3300万元
的幕墙配套项目。距离他“走出去”的决
定已经过了近2年时间。

“走出去”拓宽了华艺的眼界，和业
界大公司的竞争让华艺明显感受到自身
的短板——没有单元体幕墙的生产能力
和技术。于是，华艺苦练内功，投入数千

万元改造厂房、从国外引进设备，为招到
单元幕墙方面的人才，更是在上海设立
直属公司。

努力没有白费，截至目前，华艺已经
和万科、龙湖、新加坡仁恒等国内一线房
产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业务得到
了充分的保障。

和2016年相比，华艺抗风险能力大大
增强，形成了稳固的“352”客户分布，即
30%本地客户、50%的超大型房产企业客
户、20%国外客户。“任何一边市场暂时有
问题，华艺也不会受到致命打击。”羌磊说。

今年，华艺产值将达到 8 亿元左
右，较去年增长三成。面对未来五年的
发展，羌磊给公司定了一个小目标：努
力完成年产值15亿元，争取走上资本
市场。 宋婧 王肖俊

努力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人员、降尘设备都就位了吧？”“设
计方案优化还有要补充的吗？”5月1日
一早，天宁区教育局基建科科长范峰宁
就如往常一样来到常州市北环路小学
项目建设工地，不厌其烦地检查每一个
建设环节。确保一切无误后，他针对施
工难点，与现场人员展开探讨。

临近中午，范峰宁来不及吃饭，匆
匆赶往另一所在建学校……

今年，是范峰宁从事教育工作
的第5个年头，也是天宁区校园建设

发展的“爆发年”，目前有 6个项目进
入施工阶段。负责教育基建工作的范
峰宁，带领一支仅3名成员的团队，从
项目审批、征地等前期工作，到建设、
验收交付，再到备案、跟踪保修等后期
扫尾，全程参与其中，提供全面的“一
条龙”服务。

范峰宁曾是一名军人，拥有5年的
军旅生涯，2004年12月从军区司令部
退役，转业至天宁区教育局基建科。

为了尽快熟悉工作，范峰宁经常拜

师请教，为保障修建校区高标准建设，他
几乎全年无休奔波于各个工地，这一习
惯一保持就是4年。

“既要懂得基建知识，还得做好各方
协调工作，另外基建项目的申报和手续
办理也是颇为繁琐。”

2017年，光华学校希望改扩建南大
楼，但因产权问题，改造工程一度搁置。
范峰宁得知情况后，积极与市区相关部
门协商、调解，却吃了十多次闭门羹。

“有几次，差点就想放弃，但一想到

孩子们渴盼的眼神，我想着咬咬牙再试
一试。”

当年8月，学校的房屋产权证终于
成功办下来，范峰宁比谁都激动。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虹景小学道路施
工改造、香梅小学为教师解决停车难题、东
坡小学西门口提升改造中，校长们都由衷
地感慨：“有困难，找范科，总没错！”

“能让孩子们早一天享受到这些教
育资源，再辛苦也值得！”去年，范峰宁获
评天宁最美退役军人。 陶怡

范峰宁:退役不褪志

本报讯 五一前，天宁区“‘政
居务分离+社区营造’赋能社区治理
创新”成果被确定为2019—2020年
度江苏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奖，
聚力打造现代化城乡治理样板。

据了解，2020年，天宁区在深
化“政居务”分离优化社区治理结
构试点工作基础上，针对试点过程
中发现的居民自治能力不足、人际

关系疏离等社区治理症结，重点探
索实施“政居务分离+社区营造”
项目实践，启动“城乡社区可持续
营造行动”，年内建成全市首家“社
区营造学院”，培育社区营造人才，
引领社造项目实践，打造“社造样
板”，层层推进，着力营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熟人社区”，取得良好
成效。 （郑晨）

天宁一项目获
江苏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奖

本报讯 现在，走进东青片区
的花园村，不但环境优美，而且秩序
井然。“改变从解决了‘垃圾入桶难’
问题开始。”花园村党总支书记黄洪
清说，今年花园村扎实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全力做好民生实事工作，着
力点就放在村民这些年最关心的村
居环境改善上。

花园村地理位置优越，40多家
民企集聚于此，沪宁高速公路上的
芳茂山服务区也坐落在这儿，企业
的外来员工和服务区的服务人员大
多数租房在村上。据黄洪清介绍，
花园村户籍人口3000多人，外来流
动人口就有1000多人。

近年来，花园村全力建设美丽
乡村。“虽然保洁员每天都有出动，
但是环境脏乱差现象依然突出。”黄
洪清说。

村庄管理需要人人参与，才能
家家受益。为此，花园村制订了《村
民自治章程》，其中第八条，不仅村
民，企业和租房户都应做好门前“三
包”，垃圾及时入桶。

随着垃圾房的建造，村民垃圾

随处随时乱扔的不良习惯得到进一
步纠正。老家在安徽、在花园村开
了10多年超市的夏四高，也感受到
了村里的变化。乱扔垃圾的现象少
了，环境变美了，住着也舒服，他家
干脆在花园村买了民房，由租房户
转为村民。

如何保持环境长期干净整洁？
花园村今年提出“谁受益谁付费”，
开始向企业、商铺和租房人员收取
卫生费。企业、商铺每年收费
300—5000元不等，租房人员每人
每年收费50元。

收取卫生费后，花园村又增加
了服务内容，比如，在各个企业门口
放置垃圾桶，专门收生活垃圾；对租
房户房前屋后加强服务，及时清运
生活垃圾……

“租房户对村上的环境卫生有
意见和建议，都可以跟我们提，有了
话语权，他们也就更主动。”黄洪清
说，服务好外来人口，让他们爱村如
家，这对本村居民也会有触动，更加
提高自身素质。

（凃贤平 贡丹芳）

垃圾入桶 改变了花园村

本报讯 为了让孩子们感受节
日氛围，亲历劳动之美，“五一”期
间，华润国际社区开展了“巧手绘五
一”主题亲子活动。

“加油，加油！”在大家的加油声
中，飞毯接力赛首先拉开了帷幕。
小朋友们分成三组，手拿沙包坐在
飞毯中，由家长拖动飞毯，将沙包运
送至指定地点。在热烈的氛围中，
大家彼此之间熟悉了起来。

热身过后，便正式进入为油纸
伞涂鸦创作环节。在家长的帮助

下，孩子们拿起画笔，沾取五颜六
色的颜料，在白色的油纸伞上涂鸦
创作。不一会儿，可爱的小马、飞
翔的小鸟、憨态可掬的小熊便跃然

“纸”上，孩子开心地高举着作品与
其他同伴分享。

据悉，常态化的亲子活动已成
为华润国际社区的一张特色名片，
同时也为创建儿童友好型社区夯
实了服务基础。今后，社区将进
一步整合辖区资源，丰富亲子活
动内容。 （林婕）

展亲子活动促儿童友好

本报讯 昨天，从区教育部门
获悉，为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聚焦“更好的教育”，天宁区将统筹
安排区域各类教育资源，持续增加
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自2020年起，天宁用三年时
间集中新建、改扩建清凉幼儿园、
北环路小学等30所学校，期内完
工23所。在青龙片区已规划新增
常州市一中天宁分校、教育小镇
一体化项目和青少年活动中心，
东青片区已规划新增未来智慧城

一体化项目，雕庄片区已新增正
衡总部、异地新建正衡中学天宁
分校，今年起对兰陵片区的教育
资源布局进行重新规划。

根据天宁区政府的计划，今年
将开建未来智慧城幼儿园、未来智
慧城小学、未来智慧城初中、舜新幼
儿园、天宁区实验幼儿园分园、常青
小学等，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
优质教育的需求，进一步促进天宁
教育高位优质均衡发展。

（杜明）

兰陵片区教育资源布局
将重新规划

本报讯 为帮助老年人解决日
常生活所遇到的“智慧”难题，共享
信息化发展红利，近日，同济桥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了“智慧助
老，拥抱数字生活”培训活动，近30
名老人参加。

培训活动主要围绕“智慧就
医”进行。活动现场，社区社工通过
手机实时投屏、PPT相结合的方式，
图文并茂地讲解了从下载常州人社
APP到安装注册，再到各模块的具体

操作步骤。“学员们”则全神贯注，有
的拿出手机拍摄下授课视频，有的拿
出纸笔详细记录实际操作的步骤和
注意事项。

一节课下来，“学员们”纷纷表
示，此次“智慧就医”实操指导课针
对性强，十分切合老同志的需求，通
过此次培训，掌握了网上预约挂号、
就医结算等操作，真正感受到了网
络时代的便利，希望这样的培训多
办几期。 （杨芸）

助力老人跨越智慧就医“坎”

本报讯 为加深广大青年对党
史知识的学习,激发爱党爱国热情,4
月29日下午，雕庄街道团工委、朝阳
花园社区团委联合正衡中学天宁分
校开展五四青年节学党史知识竞赛，
正衡中学天宁分校青年团员踊跃
参与。

竞赛现场共组成六支参赛队
伍，队员皆来自八年级组。此次
竞赛分为必答题、抢答题和风险

题三个环节，竞赛内容围绕党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等基本知识。

比赛过程中，6 支参赛队伍
斗志昂扬，比赛分数你追我赶，
计分器上分数起起落落，选手们
精彩的表现赢得了台下观众阵
阵掌声。

（陈琦）

知史爱党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