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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中共丹南县委书

记凌菲调任中共丹西安委书

记，强博接任。

●秋 国民党四十师派

特务营营长李明到金坛地区

活动。金坛西南区工委派林

心平以文化教员身份打进特

务营。李钊、钱震宇、朱者

赤率部与林心平里应外合，

一举抓获李明并缴获其部全

部枪械，第二天在东岗村附

近将其枪决。

●秋 伪军团长李侨派

一个分队在金坛九江口构筑

据点，钱震宇派西岗四个青

年以与伪军分队长张志忠交

朋友为名，里应外合，拔掉

据点，俘虏伪军分队长以下

官兵 10 余名，缴获长短枪

10余支。

●12月25日 中共苏皖

区委在社头张村附近召开紧

急会议，东南局副书记曾山

参加会议。会议确定坚持原

地斗争、积极向外发展的行

动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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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我区各

部门各单位积极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

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

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坚定信念、凝聚力量。

区水利局党委邀请常州

大学教授作专题辅导，从党

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历史

进程、经验启示三方面，解

读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以强烈自我革命

精神书写波澜壮阔而又艰难

曲折的奋斗历程。水利系统

党员干部表示，将深刻领会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准确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目标

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精神

和要求贯彻落实到水利事业

发展中。

区融媒体中心开展红色

传统教育及清明祭扫活动。活

动中，全体党员干部深切缅怀

并为英烈们献上鲜花，重温入

党誓词，以简单朴素的方式，向

革命英烈表达深切的敬意。

下一步，区融媒体中心全

体党员干部将秉承先烈遗志，

发扬革命先辈吃苦耐劳、勇于奉

献的革命精神，立足本职工作，

以实际行动为打造融媒品牌贡

献力量。 蒋建君 陆燕 吴涛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动 态

讲好党史“真感悟”担好党员“新使命”

人物名片：
史裕刚，中共党员。现任江苏省金坛经济开发区招商局局

长，荣获 2020年度金坛区重大项目引进突出贡献奖。

人物格言：
要树立好招商形象，通过我们的高效服务、诚信的工作态度，

让企业安心落户。

史裕刚：

守住初心招大商的“追梦人”

1927年初，中共金坛独立

支部成立，让身处黑暗中的人

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在西城街道七庙巷，90多

年前发生一件载入金坛史册的

大事：1927 年初，共产党员邓

严、马伦、徐革在位于此处的邓

严寓所——徐宅成立中共金坛

独立支部。其实这并非第一个

冠有“金坛”的共产党组织。

1926年 9月，马伦在上海加入

中国共产党，10月接受中共江

浙区委任务，回到金坛发展党

员，建立党组织。当年 11 月，

邓严、徐革与马伦同去上海，两

人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

金坛小组在上海成立。

1926年底，邓严、马伦、徐

革回到金坛，在国民党左派内

发展共产党员 30 余名；1927
年 1月，中共金坛独立支部负

责发展和组织农民、工人，为

开展罢工、打倒土豪劣绅的斗

争做准备。

1927年春天，北伐军到达

金坛，此时全县共产党员已经

发展到 70 多名。中共金坛独

立支部领导农民、工人开展打

倒土豪劣绅的斗争，提出“打

倒陈王吃马肉”的口号，同时

散发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

的革命传单，以唤醒民众，声

援北伐军。

3月下旬，农民、工人队伍

在县城举行持续 5 天的游行

活动；4月初，中共金坛独立支

部发动教员开展索薪斗争取

得胜利。这支从建立之初就

把广大基层民众利益放在首

位的政党，迅速登上了风雨飘

摇的旧时代舞台，并得到了广

泛拥护和支持。区委党校教

师马丽表示，1927年初成立的

中共金坛独立支部，是金坛历

史上第一个党组织，昭示着在

金坛这块土地上第一面鲜红

的党旗已经升起。

然而，革命斗争是艰难曲

折的。4月 18日，金坛反革命

军 警 突 然 逮 捕 共 产 党 员 28
人，邓严、马伦被押解至南京

关押，金坛党组织遭到第一

次大破坏，这就是发生在金坛

的“ 四 一 八 ”反 革 命 事 件 。

1927年 5月，中共沪宁特委派

潘达人到金坛恢复党组织工

作；9月，共青团金坛特别支

部成立；邓严、马伦被释放

出狱，回到金坛继续开展党

的工作。此后，以白塔为中

心，先后建立管庄、蒋庄、

后高头、柘荡、荆巷、下塘

等党支部，党的组织在农村

深深扎根。 融媒体报道组

追 寻 红 色 印 记

从县城到农村：党组织深深扎根

近年来，金坛坚持两个加

快不动摇，招商引资取得显著

成效，成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这背

后凝聚了招商员的不懈努力。

史裕刚，就是其中一员。

做复工复产的“护航人”

2020年，对于史裕刚而言，

是压力较大的一年。年初，他

和团队所有招商人员全部抽调

到疫情防控一线，服务企业复

工复产。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有位

企业分管技术方面的负责人，

公司运转急需他的现场指挥，

但出于疫情管控的需要，这位

负责人回金坛后需要隔离，”这

可怎么办？史裕刚想了很多办

法、多方考虑，提出能否在企

业设置单独的房间供这位负责

人进行隔离，“这样在隔离的同

时他也能指挥企业现场的工作，

做到两不误。”这一办法得到了

企业的赞同和点赞。

一边，在史裕刚等人的护

航下，企业复工复产有序推进；

另一边，受疫情影响，2020 年

一季度，史裕刚几乎没有接待

和拜访一个项目，招商工作举

步维艰。

成招商引资的“先锋队”

面 对 招 商 引 资 的 重 重 困

难，各地招商竞争加大，史裕

刚以我区成功举办全球招商网

络大会、“三新一特”峰会等

活 动 为 契 机 ， 线 上 线 下 齐 推

进、外资内资齐发力。

“有位从事医用材料行业的

客户，在与他洽谈时了解到，

其它地区给出的政策力度相对

较大，但在一些许可证的办理

上手续比较麻烦。”针对这一情

况，史裕刚立即召集安全、环

保、质监、卫健等部门，联合

作战解决了许可证办理的问题，

客户十分感动，当机立断落户

金坛。

高效服务，是史裕刚招商

工作中的最大信念，也是金坛

经开区的招商口碑。去年，金

坛经开区超额完成 100 亿元的

目标任务，完成协议投资总额

183.8亿元，其中完成了 10个外

资招商引资任务，总投资 2.88
亿美元。

当项目质量的“守门员”

招商工作关乎地区

经济发展，招商员更是

招商一线的“守门员”。

史裕刚顶着目标任务的

压力，仔细认真研判每

一个项目。

“有些项目可能存在高能

耗、高污染的情况，还有一些

项目虽然看上去包装得很好，

但也会有些欠缺，”史裕刚表

示，招商人员心中要有一杆秤，

只有通过平时对产业的分析、

研究，凭借积累的经验，才能

对一些好项目做出精准的判断，

好项目落户后，才能更好地为

金坛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不仅对项目严把关，史裕

刚对自己的要求也十分严格，

每天的工作时间都排得满满当

当。金坛经开区招商局综合协

调处处长史一波告诉记者，“他

对自己要求非常高，对我们要

求也非常高，每接到一个项目

信息他都会亲自把关，然后第

一时间去拜访企业家，经常一

天要拜访 3个项目。”

陈月乔/文 朱顺 柏桦/摄

高效服务是史裕刚招商工作中的最大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