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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作为天宁区三新经济的
主战场，天宁经济开发区一季度发展
稳步前行，主要经济指标实现“开门
红”，其中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指标尤
为亮眼，成为新发力点。

倍科是欧洲知名白色家电品牌，
11年前开始进入中国，今年初，公司
把中国区总部落户天宁经开区，并确
定了“立足常州，打开国内市场”的战
略目标，今年一季度，公司销售额同比
上涨10%，全年预计实现销售7亿元。

倍科电器大中华区总裁宋进平表
示，过去倍科的精力在产品创新和品
牌建设上，更注重线下客户的体验感，

今年起，公司投入更多精力发展线上，希
望能较去年有10倍的成长。

同样把总部迁到天宁经开区的还有
“启伍（KIWOOD）”欧洲木业平台。该
平台专注欧洲木业资源与中国市场的供
给需求匹配，通过对欧洲优质资源的发
掘以及供应链整合优化，服务行业客户
与终端用户，目标成为中国的“找木
网”。目前平台吸引了国外19个国家的
139家供应商，以及国内100多家客户
陆续进驻。

启伍欧洲木业平台总经理王加磊对
当前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表示，受益于全
球大宗期货商品上涨，今年1-4月，平

台整体业务同比增长167%，今年预计
实现销售5亿元。

在常州悦亿网络、常州润源电力建
设、倍科电器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一季
度，天宁区经济开发区规上服务业增势
强劲，106家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0.2亿
元，占全区的56%，同比增幅88%。

据天宁经开区经发局工作人员肖慧
分析，去年经开区新增了94家规模以上
服务业企业，是服务业发力增长的强有
力支撑，同时，新兴动能表现亮眼，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
重点领域实现翻倍增长，势头强劲。

近年来，天宁经开区聚焦“三新”经
济发展，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成效明
显，先后布局了以检验检测认证、工业互
联网、智能驾驶、视音频进出口溯源等为
代表的“三新经济”集群，招引了以爱回
收、航天云网、ITS研究院、网博视界等
为生态链企业200多家。今年一季度，
规上工业产值完成46.1亿元，同比增长
13.2%；高新技术产值完成22亿元，同
比增长39.5%；规上工业战略新兴产业
产值完成17.5亿元，同比增长33%。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9.2亿元，同比
增长27.9%。

（宋婧 贡丹芳）

同比增88%

天宁经开区一季度规上服务业成新发力点

本报讯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全力做好民生实事工作，茶山街道
将着力点放在群众最关心的老小区改
造上。这些天，走进丽华一村，很多楼
房的外墙上已经搭建起了脚手架，工
人们在现场忙碌着。

“东至丽华路、南到中吴大道、北
临光华路、西到龙游路，丽华片区的老
小区将进行彻底改造。”在茶山街道老
小区改造临时党支部，茶山街道副主

任徐亚锋指着工程图说，这次改造要进
行外墙维修、停车位改造、雨污水管道铺
设等，可以说是从天到地、从里到外，除
了居民家中都进行了改造。

丽华片区老小区改造工程是天宁老
小区改造项目中体量最大的一个，涉及丽
华一村、朝阳四村共109幢房屋、3894户
群众，总投资9000多万元，预计8月份完
工。街道聘请小区居民担任群众监督员，
参与项目管理、矛盾排解、政策宣传等。

老小区最大的问题就是雨污不分，
造成环境污染。这次改造将完善地下排
水系统，实行雨污分离，污水管接入城市
管网，雨水管由排水管道收集后，就近排
入水体。

临时党支部的大院一角，展示着此
次改造用到的设备。“你看这几个球墨铸
铁管，耐腐蚀，最大的外径为700毫米。
管道更新后，老小区下水道堵塞的问题
就解决了。”徐亚锋介绍，供水主管网这

次也更换一新，同样使用球墨铸铁管，阻
力更小、漏点更少，不会产生铁锈水。

天然气管网更换、弱电入地、供电杆
线迁移……茶山街道联合水、电、气、网
等参建单位，“上天入地”一起参与改造，
降低建设成本。同时拆除存量违建，优
化空间布局，解决老小区突出的停车、充
电和消防难题。

丽华片区老小区改造工程还结合消
防分区设置围墙，将现有小区划分成6个
区域。新划定的独立封闭小区，结合党
建和网格化工作实行区块化管理，在各
分区分别成立物管会，由社工担任物管
会负责人，统一纳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

据悉，茶山老小区主要分布在丽华、
清凉、朝阳片区，将争取在“十四五”期间
全部改造完成。 （凃贤平 陈秋萍）

重点解决外墙、停车、充电、雨污分流和消防难题

天宁最大的老小区改造项目启动

因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成绩突
出，近日，常州被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
扬，而这其中有雕庄街道生动的一
笔。近十年，通过产业转型与城市功
能“双升级”，雕庄街道完成了由“工业
锈带”向“生活秀带”的转变，并借第十
七届中国杜鹃花展，成功打造常州文
旅新地标。

汩汩运河水、芬芳杜鹃花、茵茵草
地，高耸的塔吊，渐起的高楼，潮涌的
游客……

这是天宁区雕庄街道的环岛路，
第十七届中国杜鹃花展正在这里举
行，50余个参展城市（单位），沿着大
运河沿线装点了25万余株（盆）品种

各异的杜鹃花，开展不到一个月，已迎来
上百万游客。

曾经，这还是一条夹杂着苦、酸、辣等
刺激性气味的“五味路”，几百家“小散乱”
企业集聚于此，周边百姓“临水不见水”。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雕庄
街道依靠先行一步的优势，通过发展乡
镇企业实现经济的第一次腾飞，而与此
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压力。

“‘重生’势在必行”，据雕庄街道党
工委书记李军介绍，2012年，以产城融
合为方向的凤凰新城启动建设，按照“三
年成势、五年成形、十年成城”目标，科学
布局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

生产方面，优化升级传统制造业，重
点发展生物医药、现代纺织、智慧物流三
大产业。目前，以华利达、亚东集团等为
代表的纺织服装产业正激发新动能，以
常州四药、常州制药等为骨干的生命健
康产业持续壮大，销售超百亿元的物流

园区集聚规模以上贸易型企业280家。
未来，还将重点打造“环岛路创新活力产
业带、大明路现代纺织服装产业带、中吴
大道综合服务产业带”三大产业集群和

“天宁生命健康产业园、凤凰新城科创
园、长三角金属智慧物流园”三大百亿级
园区等产业载体。

生活方面，“三横九纵”路网全面建
成，“五馆五中心”建成投用，凤凰公园、
前浪浜体育公园先后开放，局小集团、正
衡中学总部、儿童医院等优质资源前来
入驻，宝龙广场、凤凰世纪大厦等公共服
务项目全面启动，4万居民入住新城，本
地人口与新市民人口达到1:2，板块居
住价值跃居全市前列，实现了当初凤凰
涅槃的愿景。

生态方面，大手笔泼绿，依托林带、
水道河网、环岛路，串联起各类公园、绿
地、林荫片区、居住社区等。

2020年，凤凰新城成功申请第十七

届中国杜鹃花展的举办权，这也是常州
迎来的第二次“国字头”专业类花展。为
更好展示近年来凤凰新城老工业基地调
整改造成果，花展与城市相融，跳出“园
内办展”的局限，以凤凰公园为核心区，
将十里花海布展至城市公共空间中。

日增夜长的城市绿道，也托起了市民
高品质生活圈，沿着环岛路，高规格建设
起了全民健身中心，中心配备了游泳馆、
乒乓馆、健身馆和篮球馆等专业场馆。另
外，花展之后，很多陈设不会拆掉，而是会
长期保留，作为市民休闲观景的公园。

漫步于环岛路，“老雕庄人”汤师傅
感慨不已，从退休前看着那一江“锈带”
暗自伤怀，到如今一家人四世同堂、毗邻
河景享受“秀带”幸福生活，“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在凤凰新城落地生
根、开户结果，作为土生土长的雕庄人，
我很自豪”。

徐蕾 郑蓓

常州文旅增添一处新地标

老工业基地变身网红打卡地

本报讯 从天宁区应急管理局获
悉，近期，常州瑞奇工程有限公司因使
用危险物品但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
施，被依法处罚款人民币3.8万元。

位于郑陆镇黄天荡村的瑞奇公司
从事展览用品的制造、加工，现有一线
员工8名。生产流程包括木质加工、

打磨、喷漆。此前，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
员对该公司执法检查时，发现北面喷漆
室防爆范围内电箱及线路不防爆。

根据生产厂家提供的聚氨酯漆化学
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以及《危险化学品名
录》（2015版），该公司使用的聚氨酯漆
闪点为26℃，属于危险化学品。经查发

现，该公司厂区内设有2个喷漆室，北面
喷漆室进口1.5m处的电箱及线路不防
爆。依据相关行业规范，产生火花或炙
热金属颗粒的设备，在一定距离范围内
的，应是全封闭型或防爆型的。

同时，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

规定，已构成使用危险物品但未采取可靠
的安全措施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依法责
令其限期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3.8万元。

瑞奇公司法定代表人表示，将吸取这
次深刻的教训，认真学习常州市喷涂作业
场所专项整治相关文件，后续会加强对喷
漆作业场所的管理。 （陈亦舒 陈凝）

企业未采取安全措施或被罚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天宁区
教育部门获悉，东青实验学校的女
足小将张馨妍，凭借优秀的足球技
巧、精彩的表现和出色的发挥，踢进
了中国校园足球国家队。年仅12
岁的她，入选的是小学女子乙组，寒
暑假将跟随主教练进行集训拉练。

据了解，校园足球国家队诞生于
2019年，其目标是最大程度的推动
校园足球的发展，并为职业足球搭建
后备平台。这个国家队代表着整个
校园足球各个年龄组最高水平。

踢球3年的张馨妍，司职前锋，
在户外练得皮肤黝黑，被队友亲切
地称为“黑妹”。“第一次接触足球，

就觉得足球很有趣，因为热爱，也就不
觉得苦，现在踢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教练陈思眼里，张馨妍特别能
吃苦，速度快，爆发力强。

张馨妍的偶像是中国女足核心王
霜，渴望像她一样，有一天能为国家出战。

常州市东青实验学校是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江苏省足球体育
传统学校，常州市校园足球示范校。在
2019年，学校有2位学生入选校园足球
国家队，13人入选国家集训营。

当天会议上，东青实验学校教练
员恽铮获得 2019 年全国优秀教练
员。 （凃贤平 承微）

12岁的张馨妍
踢进校园足球国家队

本报讯 天宁区正在扎实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并把党
史学习教育同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结
合起来。

5月，万仁大药房要对天宁区所
有门店进行店招升级改造，需要统
一进行更换。万仁大药房在天宁共
有15家连锁分店，涉及多个街道。

“此前，天宁区已将店招审批权
限下放至各街道。但审批权限不是
下放了事，企业怎么方便，我们就怎
么为企业服务。”天宁区城管局党委
书记、局长郭余春说。

当前，天宁城管局已通过局窗
口一次性办理了15家连锁分店店
招的全部更换手续，且把办理时间
由7个工作日简化成3个工作日。

服务一推出，企业特别欢迎。老
百姓药房经理李娜说：“大大节省了企
业的办事时间，提高了办事效率，转变
了以往传统模式，真正站在企业角度，
用实干得人心。”

据了解，今后企业有类似需求，天
宁城管都将提供便利服务。

此外，天宁城管局还将创新推出
“秒办”服务，当事人无需跑到窗口办
理，只需在网络上传资料。近期先由
街道试点，逐步推出户外广告（临时张
挂、张贴宣传品）审批事项。

(陈冬萍 范纯)

审批权限不是下放了事

企业怎么方便 政府就怎么服务

本报讯 5月10日，新城逸境
园社区联合新城逸境幼儿园共同开
展“防范化解灾害风险 筑牢安全发
展基础”防灾减灾日活动。

非常道救援队的孙凌指导员和
社区红十字工作人员，带领大家参
观了防灾减灾馆，讲解面对自然灾
害如何开展自救互救技能，应急避
难场所、应急逃生方法，生动的图片
和讲解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让孩子们学习了如何在地震、火

灾、交通事故中防灾自救。最后，孙指
导现场演示了心肺复苏的方式，并带
领孩子们进行动手实践和练习。

据了解，新城逸境园社区综合防
灾减灾馆成立于2011年10月，体验
馆由防空馆与防灾馆两部分组成，有
电子应急逃生图、心肺复苏仪、电子触
摸屏、安全用气区、消防器材和各类应
急器材。依托防灾减灾馆，社区每年
教3000人应对灾难和突发事故的自
救技能。 （韩军 孙菁）

每年教3000人自救技能

天宁一社区防灾减灾馆

本报讯 5月20日上午，区人
社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联合举
办“2021·天宁区退役士兵招聘
会”，地点设在中吴大道1287号天
宁区人力资源市场。

为退役士兵开设专场招聘会，
旨在通过服务帮助他们、促进他们
在新岗位上建功立业。

本次招聘为公益性质，现场预设
招聘席位50个，优先提供给登记招用
退役士兵的各类用人单位，目前已邀
约区公安分局、中国电信和天宁经济
开发区部分优秀民营企业到场揽才，
请意向参会企业抓紧时间登记预约，
报名咨询电话：0519-88110088。

（居尔岵 毛立峰）

天宁为退役士兵开设专场招聘会

本报讯 5月7日，绿化工人在
锦绣路、丽华北路试点投放了异色
瓢虫卵卡500余张。市民如果看到
瓢虫卵卡请勿惊慌，因为瓢虫孵化
后可捕食栾多态毛蚜，起到生物防
治作用。

据了解，入夏后，高温多湿的天
气有利于病虫害的滋生、蔓延。寄
生在黄山栾树上的栾多态毛蚜在光
照适宜、25℃左右的温度下非常容
易繁殖，蚜虫附在树叶上吸取汁液，
影响植物生长，且蚜虫的排泄物也

会影响市民生活。
此前，绿化养护人员利用树干注

射药剂消灭蚜虫，效果不太理想。人
工捕杀幼虫费时费力，又会破坏树体，
影响树木美观。

天宁区城管局从生态防治角度出
发，积极探索病虫害的生物防治工作，
尝试用“以虫治虫”的方式，进行行道
树养护。这一举措将改变天宁区单一
使用药物防治病虫害的局面，拓展园
林绿化生物防治科研成果的应用，提
升绿化行业创新水平。（王琳 范纯）

黄山栾树养护

天宁首次使用“以虫治虫”

天宁天宁在行动在行动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整治整治

近日，乾盛兰庭社区联合辖
区民警、兰陵电信支局等单位在
小区中央大道开展“防电信诈骗
宣传活动”，辖区民警向居民们发
放防金融诈骗宣传资料，向居民
宣传防电信诈骗知识。

邱伟 蒋博庆图文报道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5月7日，红梅
新村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与红梅幼
儿园共同开展了

“上好第一堂党课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主题活动。

杨秋燕
朱志萍图文报道

初心映山红初心映山红
同庆一百年同庆一百年

防电信诈骗
宣传活动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