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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中，我区通过读书会、

游戏互动等多种方式，推动

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

学习党史，加深他们对党的

历史、党的知识、党的理论

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

4 月 11 日下午，“童心向

党、薪火巷传”小巷读书会活

动在西城街道城南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举行。学生和家长聆

听中共苏皖区一大党史，诵唱

快板 《红妈颂》，制作红妈行

军包，分享学习感悟。区文明

办、区妇联、西城街道挖掘辖

区公益团队小红妈爱心社红色

资源，开展读书会活动，通过

“学一学苏皖党史、看一看英

雄视频、讲一讲革命故事、诵

一诵强国快板、谈一谈学习体

会、做一做红色手工”六步学

习法，让党员群众、少年儿童

在浓浓书香中接受党史洗礼，

传承红色基因。

4 月 9 日，东城街道华胜

社区开展喜迎建党 100周年阅

读活动，志愿者与特殊人群

分享红色故事、开展游戏互

动，激励他们以党的自强自

立、勇往直前的毅力面对新

生活。

日前，常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金坛面塑技艺传承人

潘俊芳来到金坛中等专业学

校，和学生们一起制作建党百

年主题面塑作品。一件件精心

制作的面塑作品表达了对党的

敬仰之情，以此向党的百年华

诞献礼。

李鹏宇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动 态

红心向党 凝聚积极向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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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抗日根据地处于宁

沪杭中心，被日寇视为心腹

之患，企图一举消灭新四军

十六旅和苏皖区党政机关。

1941 年 11 月 28 日凌晨，日军

3000 余人突袭新四军十六旅

部和苏南区党政机关驻地溧

阳塘马村。新四军十六旅一

面向东转移，一面指挥部队

与日军决战。

戴家桥地处长荡湖水网

地带，周围多河滩水荡，芦

苇丛生，南、西、北三面环

水。大部队撤到戴家桥已下

午 3时多，此时旅部、苏皖区

党政机关人员撤到长荡湖西

岸已无路可走。参谋长王胜

和组织科长王直针对敌情变

化，果断做出坚守戴家桥决

定。戴家桥往东不到一公里

就是长荡湖边，日本人想把

新四军后勤部队和一部分人

赶到长荡湖全军覆灭。 未等

新四军部队完全准备好，从

西南东浦村一带追赶来的日

伪军，就用炮火轰击戴家桥

新四军阵地和村庄。

戴家村当时有近百户村

民，村西靠着小河边，有户

较殷实的村民盖了两层楼房，

新四军战士利用楼上西窗户，

对着戴家桥架起机枪。果然，

不一会儿 400多名敌人向戴家

桥猛扑过来，埋伏在河堤的

新四军顽强阻击。敌人又企

图绕开戴家桥向桥北迂回攻

击，被新四军识破再次受挫。

戴家桥突围战苦战 7小时，将

敌人堵在桥西未前进一步。

可桥被炸毁，新四军 1000 多

人无法出村。

晚上 10 时，日伪军见难

攻击，封锁路口桥梁，用汽

艇在长荡湖加强巡逻。当时

正值枯水期，戴家桥百姓找

来十几根木桩和门板架在水

面，大部队顺利突围。戴家

桥突围战的胜利，粉碎了敌

人企图一举消灭苏南抗日领

导力量的阴谋，对以后苏南

抗战具有重大意义。

融媒体报道组

追 寻 红 色 印 记

成功突围戴家桥

1947年
● 7 月下旬 隐蔽在上

海的新四军金坛长滆地区留守

负责人李辉、蒋志新、宗金保、

尹连等先后回到长滆地区。

●9 月中旬 重建中共

茅山工委，康迪任书记，洪天

诚任副书记，周忠、薛晓春等

为委员。

●年底 茅东县武工组

发展为 18 人武工队，并恢复

王甲、西旸地区工作。

1948年
●4月 胡柏寿、朱逸民

筹办维文职业学校，校址设在

大南门外愚池，胡柏寿任校

长。

●5月中旬 雷震、张火

荣、杨荣宝三人回到金坛恢复

金丹武地区工作。雷震任特

派员，张火荣任武工队队长。

●10月 中共金丹武工

委书记高俊杰、副书记葛文英

任中共茅山工委委员。

●11 月 金坛县长滆、

金丹武西地区，从中共太滆武

宜分工委划归中共茅山工委

领导。

有市民致电《政风热线》

栏目组咨询，小区物业管理费

的收费标准是如何制定的？

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根据坛发改价〔2011〕31 号

第五条规定：新建普通住宅前

期物业管理公共服务费，由开

发建设单位根据物业特点和

服务要求，分项选择服务等

级、收费标准（5 级 3 类），经物

业、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后进行

前期物业服务招标或议标，与

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在合同

中约定具体的服务项目和收

费标准，并同物业服务企业报

价格主管部门备案。已成立

业主委员会的普通住宅公共

服务费具体收费标准由业主

委员会经业主大会同意后，与

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服务合

同中约定，并报价格主管部门

备案。 陈玲

稻谷收购环节补贴按规定执行
有市民致电《政风热线》

栏目组咨询，我区粮食收购有

补助政策吗？

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 2020 年秋粮收购时，我

区对辖区范围内具有粮食收

购资格并纳入粮食部门统计

范围内、执行粮食收购政策、

签订订单合同、实施市场化订

单收购且年末订单收购的稻

谷库存在 2000 吨以上的粮食

企业，开展了稻谷收购环节补

贴工作。全区共有 10 家企业

通过审核并享受了相应补贴。

今年，如果省里继续推行稻谷

收购环节补贴政策，我区将一

如既往地严格执行。

陈玲

物业费须报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本报讯 近年来，我区紧

紧围绕两个加快，充分发挥协

调服务功能，有效保障重点领

域金融需求，缓解企业融资难

等问题，全区金融业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持续提升。

北电爱思特作为我区“三

新一特”产业重点项目之一，近

两年在全国动力电池领域保持

着强劲发展势头。今年，北电

爱思特将在现有的高镍三元锂

电池等 5 种产品的基础上进行

产品优选，并着手推进二期项

目建设。该公司副总经理傅东

翔告诉记者，考虑到一些银行

的规模、流程不一致，区地方金

融监管局主动提出组建银团规

模贷的方案，既规范有序，又解

决了企业手续繁琐的难题。

服务好实体经济，是区地

方金融监管局的主要职能之

一。今年将重点做好银行与企

业沟通工作，同时发挥好财政

资金的作用，开发园区保、银证

单等一些产品，更有利于区域

内轻资产企业进行银行融资，

促进企业加快发展。

今年，我区将把握资本市

场改革新政“风口”，为做大做

强资本市场“金坛板块”积蓄动

能。两年来，全区新增股份有

限公司 23 家，1 家企业在新三

板挂牌。去年，斯威克、健尔康

等 5 家企业报省证监局上市辅

导获受理。今年该局将根据

“十百千计划”中的 36家上市后

备企业的不同情况，一企业一

专班进行对接服务，及时解决

企业在上市过程中遇到的难

题。

同时，我区还将坚守金融

风险底线，不断优化金融生态

环境。在立足各板块、与多部

门建立金融稳定形势分析机

制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治理

网格作用，健全金融风险监测

防控体系，形成监管合力。通

过开展非法金融活动专项治

理行动、加快推进非法集资陈

案处理、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

等方式，取得监管新突破、新

成效，为推动金坛高质量发展

走在常州辖市区前列贡献金

融力量。 左燕 吴涛

金融活水助企成长 经济发展质效并进

本报讯 2021金坛茅山山

地半程马拉松赛将于 18 日开

跑。目前，各项赛事筹备工作

已接近尾声，从 4 月 16 日起参

赛选手可领取参赛物品。

据了解，本次参赛物品包

括一件参赛 T 恤、一个参赛抽

绳包、号码布、口罩以及计时芯

片（仅半程、微马组别）、纪念钥

匙扣（仅mini组别）。领物时间

为 4 月 16 日 10：00-20：00，4 月

17日 10：00-21：00，领物地点为

江苏润澳天成花园大酒店。

本次领物新增“疫情防控

检查”，参赛选手在领取物品时

需全程佩戴口罩，经过体温检

测、健康码查验、个人 14天内行

程轨迹查验、《参赛选手防疫承

诺书》回收等，凭本人身份证原

件方可领物，不允许他人代领。

陈玉婷 夏丹丹

茅马参赛选手16日可领取参赛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