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自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我区各部门各单位通

过创新学习形式、深挖红色资

源、丰富活动载体等举措，持续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月14日晚，党史学习教育

“夜学”区教育局专场在区图书

馆举行。与会人员通过诗歌朗

诵、唱红歌等形式，回顾党的奋

斗史，讴歌党的丰功伟绩，观看

中共党史专题讲座《遵义会议与

长征胜利》。区教育局党员干部

表示，将统筹谋划、改革创新，按

照资源布局调整和集团化办学

要求，完善基层党组织体系，实

现典型指引、辐射带动，促使“一

校一品”党建文化品牌项目成果

落地见效；聚焦综合改革，夯实

持续发展根基，健全完善教育高

质量发展考核体系，提升学校办

学水平；构建以学校教育为主

导、以家庭教育为基础、以社会

教育为依托的协同育人格局，健

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加大新教

师培训培养力度，深入推进“名

师导学”工程，促进金坛教育事

业高质量发展。

区市场监管局探索运用

互联网思维，发挥各种媒体平

台优势，组织党员干部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E 起学”活动，目

前已开展 13期。首先，开展党

史“E 起学”。积极关注“共产

党员”公众号党史学习教育专

栏，在线收听习近平同志《论

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声书，集

中观看“学习强国”平台中央

党校副校长谢春涛所作的《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共党

史专题讲座，强化党员理想信

念。其次，开展党史“E起答”。

组织党员干部通过“学习强

国”“青年大学习”等平台开展

“党史知识在线 E 起答题”活

动，进一步提升机关党员干部

理论知识素养。三是开展党

史“E起忆”。组织党员干部通

过“共产党员网”“党史学习教

育”等官方网站，领取“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党员政治生日电

子纪念卡，重温入党誓词，共

同回忆“记忆中的红色经典歌

曲”，一起用指尖穿越党史旅

程，丰富党史学习教育的形式

内容。

钱赛 吴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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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学习形式 汲取奋进力量

本报讯 助餐是社区居家

养老基础性项目之一。近年

来，我区将社区助餐点建设作

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已建

成老年人助餐点 22个，基本实

现城市社区全覆盖。

西城街道北门社区老年

人助餐点于 2018 年 6 月设立，

平均每天有 40 多名符合条件

的老年人订餐。不同年龄段

的老年人享受不同档次的补

贴，如 80岁以上老年人每餐补

贴 4 元、90 岁以上老年人用餐

免费。夏义和老伴都已 94岁，

当年一听说社区设立助餐点

两人就立马报了名。他说，助

餐点每天推出不同的菜肴，对

取餐不方便的老年人，社区志

愿者们还为他们提供送餐服

务。之前，家人还找过钟点

工，每天为他烧一顿饭，一个

月要花 1000多元，但仍觉得不

方便。他认为，助餐点不仅满

足了老年人的生活需求，还节

省了支出，助餐点志愿者从生

活上嘘寒问暖，成了他们的贴

心人。自己四个子女都年纪不

小，也有自己的家庭需要照顾，

助餐点提升了老年人的幸福

感。北门社区92岁老人仇锁娣

说，社区助餐点方便了老年人

的生活，菜肴荤素搭配，而且9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可以免费领

餐，对她来说十分便捷。

今年，我区将在老年人助

餐点实现城市社区全覆盖的

基础上，重点开展助餐服务质

量提升行动，进一步丰富助餐

点菜品，为老年人提供更便

捷、更多样、更安全的助餐服

务。对于这些升级套餐，老人

们仍可享受针对不同年龄段

的每份 2到 9元优惠补贴。

左燕

同 心 奔 小 康

助餐点提升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感”

深化“放管服”改革 开展“减证便民”行动

我区多项业务启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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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区行政审批局积

极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深

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开展

“减证便民”行动，让企业、群众

充分享受改革带来的便利。

在区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

输局窗口，记者遇到了前来办理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年审业务

的陈旭琴。她告诉记者，流程简

化后，企业只需出具一份承诺

书，无需到交警部门去检验，节

约了时间。窗口工作人员介绍，

之前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年审

业务需要运输企业提供所有驾

驶员三年以内没有重大及以上

责任事故的证明。自从全面推

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后，运输

企业办理这项业务可不必往返

跑、多头跑，部门监管重心也转

到了“事中、事后”。目前，全区

共有 1943家货运企业、3800多

辆货运车辆，这项举措使其中

481 家运输企业享受到便捷

服务。

同时，交通运输局窗口还在

货车报废业务办理时，以证明事

项告知承诺取代报废证明，为相

关企业办理业务提供了便利。

区交通运输局行政服务科何云

霞表示，将工作重点放到事中、

事后监管上，一旦发现企业违反

了承诺，即可撤销许可或加大处

罚力度，如此一来企业违反承诺

的代价更大、成本更高。

在区政务服务中心，区文旅

局窗口、区教育局窗口等多个窗

口在部分业务的办理上，也都启

用了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区

教育局组织人事科练庆宏介绍，

在面向社会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中，不再硬性要求申请者提供学

历证书、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

书、教师资格国考合格证书和无

犯罪记录证明等材料，主要采用

网络审核，申请者只需携带身份

证和户口簿，即可到当地教育行

政部门认定机构申请认定教师

资格。

今后，区行政审批局将继续

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进一

步简政放权，提高办事效率，为

企业、群众实现快捷办证、快捷

领证。

左燕 谭丽

省级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分类申报
有市民致电《政风热线》栏目

组咨询，近年来他投资了一些旅

游项目，能否申报江苏省现代服

务业发展专项资金？

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1年省级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

资金申报大类主要为生产性服务

业、消费性服务业、公共性服务业

和基础性服务业，旅游业在申报范

围内。主要是两种补助方式，一是

投资补助：对于符合专项资金支持

范围、总投资不低于 2000 万元的

项目，给予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一定

比例的投资补助金额；二是贷款贴

息：对于符合专项资金支持范围，

使用银行贷款用于项目固定资产

投资（非商业地产）的项目，给予不

超过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

贴息补助。项目贷款应为 2020年

2月 1日-2021年 1月 31日之间与

银行签订贷款合同并已拨付到位

的1年期以上固定资产投资贷款，

贷款金额不低于2500万元。

陈玲

企业应按约定向转供电主体交纳电费
金坛手机台网友留言咨询，企

业如何向转供电主体交纳电费？

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转供电主体选择以下两种收费方

式中的一种收取电费，企业（转供

电终端用户）按照约定的收费方

式交纳电费。第一种方式 :按照

目录销售电价向企业收取电费，

变压器和线路损耗通过租金、物

业费、水电公摊等协商解决；第二

种方式：按照转供电主体电压等

级目录销售电价顺加不超过 10%
的变压器和线路损耗，每月（定

期）向企业进行预收电费，年底

（定期）按照实际损耗多退少补，

并予以公示。 陈玲

本报讯 记者从区水利局

获悉，薛埠镇移民安置区河道

（堤岸）环境综合整治、薛埠村

顺水桥塘坝综合整治等 6个项

目日前顺利通过上级竣工验

收。本次验收的水库移民项目

总投资约 1579万元，完成道路

建设 7.7公里、水库（塘坝）溢洪

道整治 1.7公里、重点塘坝综合

整治 1座。

据了解，我区现有水库移

民 300 多人，主要集中在薛埠

镇薛埠村、东进村、上阳村。一

系列项目的实施使移民村及镇

区的交通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提高了水库、塘坝及下游薛埠

镇的防洪能力，对助力乡村振

兴具有重要意义。 张袁华

6个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通过竣工验收

1950年
● 1月 县委书记吴善堂兼

任代理县长，吕友三任县委副书

记，沈啸森任副县长。

● 2月11日至14日 金坛县

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

● 2月 26日至 3月 1日 金

坛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

成立金坛县农民协会。

● 5月28日至31日 中国新

民主主义青年团金坛县第一届代

表大会召开，于芾南为副书记。

● 6月11日至14日 县召开

劳模大会。参加会议劳模236名。

● 10月 金坛县人民武装部

建立，属地方建制。

1951年
● 1月 全县土地改革基本

结束。

● 5月2日 县成立颁发土地

证整理地籍委员会，进行颁发土

地证工作。

● 7月 吕友三任县委书记，

何 景 清 、冯 明 、陈 雅 清 任 县 委

常委。

● 8月 黄葆忱任县长。

●冬 疏浚丹金溧漕河金坛

城区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