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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这个春天，曾经在革命摇篮
井冈山漫山遍野开放的杜鹃花，盛开
在天宁凤凰新城。第十七届中国杜鹃
花展以花为媒、借花发挥，为天宁走向
全国乃至全世界打开了一扇窗。

4月16日—5月16日，为期一个
月的花展期间，共吸引全国15个省市
50多个城市参展单位及多家德国园
艺公司一起扮靓新城。各参展单位在
同台竞技中展示了城市文化特色，在
文化互鉴中扩大了“朋友圈”。

除了彰显特色、广交朋友，花展的举
办也为当地赢得极大美誉度和知名度。
中央、省、市各级媒体持续关注报道，报、
台、网、端、微多矩阵融合报道传播，图、
文、音、视频立体化多元表达呈现，递出
了一张让天宁走向世界、把世界请进天
宁的闪亮名片。

央视新闻频道的《新闻直播间》栏目
以《江苏常州 第十七届中国杜鹃花展
25万株杜鹃花绽放 城市园艺景观进社
区》为题,报道了花展盛况；央视新闻客
户端以《春天里的中国：第十七届杜鹃花
展举行 看映山红绽放》为题，对花展进
行了44分钟的直播，上线4个小时阅读
量即突破120万；同时网红日本导演竹

内亮、澳大利亚籍主持人安龙的打卡视
频，获得了170万的点击量。

超高人气也带来了超高客流，花展
期间累计接待游客100万人次。

一朵杜鹃花不仅改变了天宁的旅游
格局，也成为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

花展期间，凤凰新城累计签订合同
及达成合作意向20个，总金额5亿元，
同时，每逢周末这里人气爆满，人潮涌
动，同时也带动了餐饮、花卉、商超等行
业消费。

一届永不落幕的展览，也让群众得
到收获；碧水青山处，更为“生态文明、美
丽中国”奉献天宁颜色。

第十七届中国杜鹃花展举办地的凤
凰新城，原本是一个工业企业环聚的老
工业区，近年来，通过转型升级，实现了
从“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的完美蜕
变。为全面展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成
果，本届花展将10里花海延伸至城市景
观道路和小区中，直达百姓身边。推门
见绿、开门见花的公园城市生活，构筑了
凤凰新城百姓的幸福带。

“杜鹃花展每年都将如约举行，本
届国字头杜鹃花展展馆将永久保留。”
雕庄街道办事处主任张璀说，凤凰新城
百姓已相约，每年杜鹃花展开幕日“4
月 16日”就将定为亲朋赏花、做客的

“作节”日。 徐蕾 郑蓓

一朵花的魅力

本报讯 作为全国最大的干燥设
备产业集聚地，郑陆镇现在至少有上
千家干燥企业。要想摆脱“小、散、低”
的困境，郑陆的干燥行业发展正进入
细分化阶段，有的主攻化工行业，有的
进入医药行业，有的专营食品添加剂
行业。

“我们企业在中药配方颗粒、原料
药、固体制剂上表现突出，是中药浸膏
喷雾干燥机领域的标杆企业。”常州一
步干燥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查文浩
说，目前，企业是国家标准《GB-T
32237-2015中药浸膏喷雾干燥器》

的独家起草单位。
2017 年，4 套 ZLG-100 型，2 套

ZLG-200型中药浸膏喷雾干燥机组在
浙江佐力药业有限公司试机成功并交付
客户。“这个订单，当时创下了国内中药
浸膏喷雾单笔合同超千万的纪录。”

去年7月，一步干燥曾经委托常州
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研究院对ZLG型中
药浸膏喷雾干燥机的新品样机进行现场
检测。检测报告显示，ZLG型中药浸膏
喷雾干燥机的核心技术及创新点为国内
首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进入企业5年，查文浩感受最深的

是设备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
升。“我们的产品已经能够做到一键开
机、全自动化生产、全自动清洗，用户操
作简单，还节约人工，产出成品洁净、无
二次污染，符合GMP要求。”

2020年 9月 15日，一步干燥研发
的新一代 ZLG-150 型中药浸膏喷雾
干燥机，在华润三九(雅安)药业医药产
业园试车成功，各项指标均满足客户
要求，收粉率≥98%。该机组的成功运
转，再次刷新了国内新型喷雾干燥设
备的新纪录，实现了全自动化代替人
工。

“中药浸膏喷雾干燥机是企业的主
打产品，每年的产值占到我们年产值的
四分之一。”

中标衡水以岭药业5套ZLG-200
中药浸膏喷雾干燥机组项目，中标安
徽济人药业 6 套 ZLG-300 中药浸膏
喷雾干燥塔项目，中标红日药业 4套
ZLG-350 型喷雾干燥采购项目……
这些年，一步干燥一直稳步发展，去
年年产值首次超过 2 亿元，并荣获

“2019年中国通用机械行业科技进步
贡献奖”。

今年，一步干燥搬入位于郑陆镇三
河口工业园区的新厂房。占地面积70
亩，拥有 3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车
间。“这是一步干燥1995年建厂以来最
大的一次投资，是企业再次腾飞的起点，
我们的愿景是通过企业的发展，带动干
燥行业高质量发展。”查文浩说。

（凃贤平 王肖俊 李洁）

郑陆干燥行业发展进入细分化阶段

一步干燥成中药浸膏喷雾干燥机领域标杆

本报讯 经过一年多的建
设，近日，东青幼儿园改扩建项目
通过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新
校园将于九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东青幼儿园改扩建项目是天
宁经开区民生实事工程之一，作
为东青片区唯一的幼儿园，辐射
五村一社区的家庭。此次改扩建
项目总投资约2615万元，总建筑
面积约4958.9平方米，新增一栋
四层教学楼，在原有班级数量的
基础上扩大了12个班级，可新增
290个学位。

“新校园里，设置了大型攀
爬设施、大型树屋、沙池等教学
游乐设施，同时新增了1000多
平方米的绿化。”幼儿园园长唐
静表示，东青幼儿园的特色课程
有手指游戏、阳湖南拳、快乐足
球等，东青幼儿园改扩建项目的
交付使用将提升东青片区子女
学前教育条件。

东青幼儿园创建于1952年，
2007年创建江苏省优质幼儿园。
（宋婧 吴怡筠/文 王锐/摄）

今年9月投用
东青幼儿园改扩建完成

无锡夺冠、上海夺冠、海南夺冠、
溧阳夺冠……在王巍洪彩虹城的家
里，最显眼的就是金灿灿的奖杯。

5月1日，他和“艇友”参加在上海
举办的“桨下江南”水上马拉松赛，获
得男双皮划艇冠军，成功卫冕。5月
22日，他又将去苏州参赛。

“我有一股劲，就想做第一。”
49岁的老王，迷上皮划艇这项运

动才5年，就划成王者，划出个人传奇。
2016年第一次接触皮划艇，几公

里下来手上已经有水泡了。“艇友”们
看到他的动作后提醒他，不仅要手划，
还要用脚蹬。

老王首次参赛，就参加了无锡太
湖皮划艇27公里环马山挑战赛。皮
划艇翻了3次，妻子为他准备的牛奶、
茶叶蛋、牛肉等补给，全部翻掉了。最
终，老王第5个上岸，也累瘫在水里。

由于最初几场比赛，老是拿第五
名，圈内笑称老王为“王老五”。

“划长距离的皮划艇，是比马拉松
还累的一个项目，对个人的身体素质
要求高，要一直在水里划，哪怕划不动
都没有别人来救你。”

老王开始加强训练。家门口的北
塘河，是他每天的训练基地。从一个
星期下水一次，现在改为每天下水，每
次10公里以上。

下雨天，他在家里进行体能训
练。“你看，卧室门口加装了单杠，客厅

直接改成了训练房。”
在接触皮划艇这项运动以前，老

王体重高达178斤，还是标准的“三
高”人群。划艇后，他身上的肉基本都

“划”掉了。现在 132 斤，体脂率在
10%以下，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

随着他的苦练，他成了冠军“收割
机”，海南首届皮划艇横渡琼州海峡挑
战赛夺冠，2018泛舟中国·中俄户外
皮划艇大会夺冠，2019无锡太湖皮划
艇环马山27公里挑战赛夺冠……

王巍洪最难忘的是2018—2019
中国皮划艇巡回赛总决赛暨中国首届
桨板公开赛溧阳站，他获得了男子
（45岁以上）6公里皮划艇冠军。这是
中国皮划艇巡回赛总决赛首次在江苏
举办，也是全国皮划艇大赛参与人数
最多的一次。

“我打败了我的偶像，他已经在皮
划艇这个项目上练了10多年。这次
比赛中，他领先了5900米，在最后100
米，我领先他一个艇身冲过终点。”

也就是这一战，奠定了老王业内
的王者地位。

划皮划艇5年，老王还在北塘河里
救过2个人，并受到了天宁区见义勇为
基金会的表彰。他也在北塘河边，建
立了北塘河皮划艇俱乐部，现在已经
有82位“艇友”，也带出了不少冠军。

“我的人生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
皮划艇这个运动项目，让自己身心得
到锻炼，还结识一大群朋友。现在我
把技术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希望他
们少走我成长的弯路。”

凃贤平 房宁娟图文报道

“老王”五年成王者

皮划艇划出个人传奇

本报讯 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
来，天宁坚持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度融合，出实招、
用实功，不断擦亮天宁营商环境的
红色名片。

前不久，常州烙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张国良找到天宁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雕庄分局，希望能为
工作室办理一张营业执照。考虑到
张师傅年龄偏大、平时授课繁忙，雕
庄分局工作人员主动提出上门服务，
张师傅只需要准备身份证即可。张
师傅对工作人员连连感谢。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阶段，该局将继续探索
方法提高营业执照办证效率，缩短办
事流程，为群众节省办事时间。

天宁区行政审批局通过强化主动
服务意识，有效减少企业、群众办事跑
动次数。成立“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工
作专班，推进开办注销“一站办结”、劳
动力市场灵活监管、提高建筑许可效
率、优化电力接入等17项攻坚项目；
完善12345热线工作机制，市工单满
意率达 97.16%，省工单满意率达
98.04%。同时，与苏州姑苏签订“一
网通办”合作协议，联合上海宝山开展

“政务联盟”合作，不断提升办事创业
便利度。 （李婧 沈梁红）

擦亮天宁营商环境红色名片

本报讯 眼下已进入汛期，往年
一到这个时候就愁眉苦脸的小季家
村居民，终于可以定定心了，小季家
村低洼地道路雨污排水整治工程将
在主汛期前投入运用。

天宁街道小季家村位于博爱路
与和平北路交界处，整体地势较低，
现有管道老旧，一到雨天就会出现
积水倒灌场景。往年汛期，最严重
时，受淹居民达30多户，历史积水
最深达40厘米左右，给群众健康财

产安全造成较大影响。
天宁街道启动“为民办实事”项目

以来，“何时整治小季家村低洼地”成
了小季家村居民最关心的问题，民之
所需、行之所致，小季家村低洼地道路
雨污排水整治工程立即着手启动。

项目概算总投资110万元，包括
新增一条雨水收集管网，并增设混凝
土道路和沥青道路，项目完工后将全
面提升该区域的雨水收集和导流能
力，确保安全度汛。 （吴菁）

为民办实事
整治小季家村低洼地

本报讯 5月 15日是国际家庭
日，天宁区李如花家庭、秦怀仁家庭两
家庭上榜江苏省最美家庭榜单。

2006年，李如花放弃月薪近万
元的质检工作，选择成为一名“城市
美容师”。她把做质检员时不放过
0.5厘米误差的态度用在了保洁工作
上，近年来先后获市“三八红旗手”、
市“五一劳动奖章”“市劳动模范”及

“全国好警嫂”等称号。有了爱人的
支持，黄强也更专心扑在工作上，先
后荣获一等功、二等功以及“江苏最
美警察”“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
范”等多种荣誉。

85岁的秦怀仁是茶山街道新城
逸境园社区的一名退休党员。南京
地质学校毕业的他，年轻时曾从事地
质勘探工作，保护环境成了他一辈
子挥之不去的情结。从42年前调到
同济中学工作开始，利用地理教学
的有利条件，不断在课堂上向学生
传授环保知识。新城逸境园社区曾
多次邀请秦怀仁开办社区“环保学
堂”，就环保问题向居民释疑解惑，让
更多人关注环保、参与环保。

（孟丽洁 范纯）

天宁两家庭
获评省最美家庭

本报讯 “艰难长征路”“南泥
湾抢收”“打靶归来”“太白急行军”

“火线救伤员”……近日，青龙街道
组织离退休人员在北塘河公园广场
举行了一场题为“飞越百年初心路，
悦享青龙新生活”的红色运动会，主
办方将红色元素与体育运动有机结
合，以沉浸式体验增强党史学习的
趣味性和生动性。

5月14日，在局前街小学举行的
春季运动会上，将革命老区红色精神
融入其中。六个年级分设六个主题，
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
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和抗战精神，各
年级学生对应相应精神，设计个性化
入场形式。学生们在浓厚的红色氛
围中，切身感受革命老区红色精神的
延续和传承。（陶怡 房宁娟 王燕）

红色运动会让百年党史“活”起来

本报讯 “80后”的卞彩霞，工
作5年，是雕庄街道组宣科工作人
员，业务很熟练。最近，参与街道组
织的社会化用工择优聘岗，被聘上
了五级岗。

这种择优聘岗，给卞彩霞带来的
最大变化是，工资待遇大幅度提高。
卞彩霞的心定了，每天工作更投入。

“当前，社会化用工已逐步成为
很多企事业单位的有生力量。但同
时，社会化用工流失率也高，我们雕
庄快成为人家的人才培养基地了。”
雕庄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统战委
员夏婵婵这几年很苦恼。

为了留住人才，提高社会化用
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雕庄
街道进行改革，设置三、四、五级岗，
共有7个级别的晋升空间。凡是在
街道已经工作满2年的社会化用
工，均可竞聘上岗。

“这次改革最大的瓶颈，是
2004年曾出台过社会化用工的相
关政策。快20年过去了，薪酬始终

没有提高。”经夏婵婵详细了解后，发
现这个薪酬标准仅仅是个参考标准，
这就为基层探索留出足够空间。

在改革前，雕庄街道曾对所有社会
化用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薪酬、
工作带来的幸福感、安全感、荣誉感、个
人收获感等多个因素中，大家还是觉得
薪酬最重要。“薪酬体现的是个人价值，
所以我们这次大幅提高了年收入。”

最终，23人参与择优聘岗，5人被
聘上了五级岗，1人被聘上了四级岗。

雕庄街道对聘上四、五级岗的社
会化用工进行定岗定责，今年年底将
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岗位变动及
薪酬变动的重要依据。在聘任期间，
如果考核优秀，任职年限条件可缩短
半年；如果考核为基本合格等次以下
的，任职年限条件延长1年。

“通过这次改革，为社会化用工打
通了上升通道，也营造了向上公平的
环境，这件事做好了有长远意义，有解
决问题的价值。”夏婵婵说。

（凃贤平 郑蓓）

提高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雕庄择优选聘6名社会化用工

初心映山红初心映山红
同庆一百年同庆一百年

本报讯 5月19日，兰陵街道
举办2021年度“社工成长营”，其中

“社工菁英论坛”模块首次亮相。
楼道治理是小区治理的重要内

容，更是社区治理水平的直接体
现。本次论坛以“新旧小区楼道
治理新路径”为主题，特邀南京邮
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工作
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副教
授崔效辉博士，常州市众柴公益

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杨春华博士到
会点评指导。

活动期间，各片区分享经验，“兴
盛九洲”片区题目《小楼道撬动大治
理，汇群力焕发新升生机》，“情系工
南”片区以《美丽楼道 宜居你我》题，

“滨纷茶陵”片区以《电瓶车不上楼，让
楼道呼吸畅通起来》为题，“幸福三浦”
片区题目《让阳光洒满每个楼道》。

（田沛）

“菁英论坛”为社区治理赋能提质

后者为王巍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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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近日，天宁街道怡康
花园社区党总支开展“老物件里看
变迁，幸福生活话党恩”党史学习教
育活动。

社区党员群众提供的 100多
件老物件，有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
士张锁龙的援朝作战功臣纪念证、
纪念章；有第一代“远望人”老兵王
泽榆的纪念勋章及中国航天发射
纪念模型；有见证老党员医生吴毓

美于1971年漂洋过海数千里、到东
非桑给巴尔执行援外医疗事业的一
张船票；有具有时代特色的毛泽东像
章；有反映计划经济时代的居民粮油
供应证；有“常州三杰”历年纪念邮票
……每一件老物件都是一段生动的
历史故事，展示了珍贵的革命历史画
面的同时，也见证了共产党人不变的
初心。

（吴菁 朱志萍）

老物件里看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