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0 月 15 日
上午，区领导沈东、朱霞
带领政府办、组织部、残
联等部门党员志愿者走
进区小天使康复中心，
开展“党员义工 365”活
动。

区残疾儿童康复服
务机构（小天使康复培训
中心）是一家集为聋儿语
训、自闭症、智力（唐氏）
和脑瘫儿童训练为一体
的综合性儿童康复培训
机构，现有老师及保育人
员 30 人、在训残疾孩子
110 人，承担了全区残疾
儿童康复人数近 90%，做
到了有需求全覆盖。

活动中，区领导就康
复中心设施设备引进、经
费预算、格局规划等方面
的工作进行了现场协调。
还与孩子们一起上了一
节互动手工课，并送上了
教具、玩具等学习用品。

看到孩子们在这里
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区
领导向坚守在特殊教育
工作一线的教师们表示
由衷的感谢和崇高的敬
意。区领导希望，康复中
心广大教职员工要继续
弘扬特教教师的敬业精
神，以加倍的耐心和爱
心，高度的责任感，全面
呵护好孩子，为特殊儿童
成长提供更好、更优质的
服务，为全区教育工作作
出新成绩。

徐欢 徐菲

本报讯 10 月 16 日下午，
我区长荡湖旅游度假区机关
党支部与常州市审计局机关
第四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共建活
动，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长荡
湖旅游度假区党工委书记陈
锁龙参加活动。

自 2016年 8月独立运行以
来，长荡湖旅游度假区党工委
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扎实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
入践行“一线工作法”，全力推
进度假区的生态保护和旅游
基础开发建设。围绕生态环
境、功能配套、发展空间等方
面共实施了 20个项目，总投入
93亿元，目前已完成总任务的
70%。目前环湖道路基本贯
通，防洪屏障基本形成，沿湖

景观加快打造，长荡湖国家湿
地公园成功创建，长荡湖的靓
丽容颜初步呈现。

长荡湖旅游度假区与常州
市审计局机关第四党支部对
接，将结合当前省、市水环境治
理工作要求，将党建精神不断
融入旅游项目审计工作的全过
程，充分利用共建平台，加强学
习交流，细化工作举措，完善审
计制度，共同努力将长荡湖优
质生态资源转化为高质量的旅
游资源，持续推进项目建设，为
常州“种好幸福树、建好明星
城”贡献力量。

活动中，全体人员还先后
参观了长荡湖旅游度假区滨
水路、河海大学常州新校区地
块、长荡湖旅游大道景观样板
段，并在长荡湖生态湿地科普
园重温了入党誓词。

徐欢

利用共建平台
共促资源优化

长荡湖旅游度假区与常州审计局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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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金坛全面实施九
年制义务教育；

2007年，金坛成为江苏省
首批教育现代化县（市、区）；

2018年，金坛组建 17个教
育集团，实现学前和义务教育
阶段“全覆盖”；

2019 年 9 月，良常中学、
良常实验小学、尧塘中学等 8
所学校投入使用。

教育是社会进步的基石。
从土坯房到教学楼，从“粉笔
头”到“互联网”，从“有学上”
到“上好学”……

70年来，金坛始终坚持教
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教
育投入，着力改善办学条件，

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全区教育
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教育体系趋于完善。学
前教育到老年教育、学校教育
到社会教育、学历教育和非学
历教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和
普通教育相互融通。同时，教
育惠民全力推进。重点高中
统招名额分配比例达 70%，取
消高中择校生。2009 年起优
质学校的比例超过 95％，位列
常州第一、全省领先。同年，
金坛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
经验在全省得到推广。

人民群众对教育满意度
不断提升。为了不让一个学
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我区

建立了覆盖所有学段的
帮困助学体系，2018 年发
放教育救助资金 666.02万
元，惠及学生 3259 名；推
进“校车安全”工程，全年
约支出学生乘车补贴 500
万 元 。 坚 持 公 办 学 校
100％ 接 纳 外 来 务 工 子
弟，确保了所有外来务工
子弟享受和本地学生同
等就学的待遇。

办学模式不断创新，
教育发展优质均衡。2018
年，我区采取“外引内组”
的办法，一方面引进常州
二十四中学品牌和段玉裁
中学组建教育集团；另一

方面以本土优质品牌为龙头，
将原教学片、德育联盟进一步
统整优化，升格为集团化办
学，放大名校、优质校的引领
辐射功能，加快农村学校、薄
弱学校均衡发展，积极倡导学
校间跨联盟结对帮扶。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高
素质教师队伍使金坛教育枝
繁叶茂。为推进优质教育资
源均衡覆盖，我区研究出台了

《金坛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
“区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实
施意见》，统筹调配着力解决

“学校结构性缺编”等问题，全
区义务教育学校 294名教师交
流轮岗，实现教师资源在城乡
之间、教学片和集团内部的有
序流动。

完善的硬件配套，是提升
教育质量的关键。从石子、水
泥操场到塑胶跑道、专业运动
场地，从粉笔黑板到多媒体应
用，处处彰显着互联网、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给现代教育带
来了颠覆性、革命性影响。今
年 9月，良常中学、良常实验小
学、尧塘中学、尧塘中心小学、
等 8 所学校正式投入使用，全
区教育布局将得到进一步优
化，更多孩子将享受到优质教
育资源，全面彰显了教育惠民
成果。

70年沧海桑田，教育行业
的发展浓缩着金坛成长的足
迹，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政
策的惠民、教育资源的优化不
断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和幸福感。

办好人民满意的高质量教育
本报记者 孙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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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进入四季度，我区项
目建设快马加鞭，提速提效。日
前，记者走进位于开发区的华耀
生物项目建设现场，看到6个生产
车间和1个办公楼正在热火朝天
的建设中，预计明年一季度投产。

一大早，工地负责人潘俊就
来到项目建设现场组织工作，虽
然在工程建设方面已有 10 年的
经验，但今年5月，当他接到华
耀生物项目建设任务时，他很惊
讶，整个工程建筑面积是 4.8万
平方米，但是工期只有 7个月，
正常的话需要一年半左右。

应对建设周期减半的难题，

潘俊决定采取平行施工法，6 个
生产车间同时开始建设，目前现
场有施工人员将近 400 人，一半
的建筑完成了主体封顶，预计 10
月份，所有的建筑项目都可以完
成主体封顶。

据悉，江苏华耀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项目是在常州金坛肠衣
有限公司生产规模基础上规划
搬迁提升项目。该项目建设地
点位于金坛经
济开发区金武
快速路北复兴
路 东 侧 ，计 划
总 投 资 15 亿

元，主要从事自产精品肠衣和来
料加工猪肠衣的进出口业务，产
品主要销往欧盟、美国、巴西、日
本、南非等国家和地区，在行业
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目前，项目大部分工程处于
主体施工阶段，正在加速推进
中，项目总体可按计划进度于
2019 年 12 月底完成建设，2020
年 3月试生产。 臧风华

华耀生物：预计明年一季度投产

本报讯 10 月 17 日上午，我
区原四套班子老领导视察直溪镇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区委副书
记、组织部长刘国新参加活动。

老领导先后参观了直溪湿
地公园、红香芋基地、东方日升
等地。每到一处，老领导们都
认真听取介绍，并提出意见和
建议。

近年来，直溪镇聚力发展工
业经济，今年 1-9 月，直溪镇实
现工业开票销售收入 136.8 亿

元，工业实际投入完成 23.4 亿
元，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
亿元。直溪现代产业园经过多
年建设，逐步拉开东向发展框
架，园区硬件设施齐全，承载能
力日臻完善。园区产业结构不
断优化，现已形成光伏新能源为
主，装备制造、医用敷料、纺织服
装、新材料等协同发展的新格
局。东方日升、正信、中信博、斯
威克等重点企业支撑起跨越发
展的骨架，主要经济指标总量和

增幅连续多年位于全区各板块
前列。

通过参观考察，老领导认为
近年来我区经济社会稳定快速
发展，城市面貌发生显著变化，
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优化，生态环
境优美宜居，发展空间非常广
阔，对金坛今后发展充满了信
心，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
持金坛发展，继续发挥余热，为
全区发展大局积极建言献策、鼓
劲出力。 孙婷

原四套班子老领导视察直溪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