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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区各级各部门

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庆祝建党

100 周年相结合，通过开展一

系列活动，增强党员干部的政

治意识、发展意识和奉献意

识，以优异成绩向党的百年华

诞献礼。

指前镇日前举办“勇当奋

斗者 建功新时代”健步走活

动，百名党员徒步行走 5公里，

了解指前镇湖滨新镇建设规

划，增强加快发展信心。党员

干部纷纷表示，将从活动中汲

取力量，增强面对困难的勇气

和战胜困难的毅力，不忘初心

路、健步新征程，用脚踏实地

的奋斗助力金坛高质量发展。

江苏省儿童艺术剧院与

江苏大剧院共同打造的红色

题材新剧《野蜂飞舞》正式开

始排练，这是省儿童艺术剧院

继大型儿童剧《戏娃》后的又

一部精品力作。该剧真实刻

画了少年男女们所共同经历

的关于成长、教育、战争的热

血时代。省儿童艺术剧院院

长史国生表示，剧院安排好时

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做到学

习和排练两不误。计划 5月 28
日开始在江苏大剧院进行为

期三天的演出，让观众感受飞

扬的青春，重温时代绽放的

光彩。

金坛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茅山中心所党支部结合茅山

老区红色文化，组织开展“学

党史、践初心，做新时代先锋”

主题党日活动。茅山中心所

党员干部表示，将以党史学习

教育促进自然资源管理工作

高质量，使党建工作与业务工

作同谋划、同部署，牢记习总

书记的“两山理论”，全面深化

“放管服”改革，梳理资源规划

业务，推进“五全五化”建设，

提高资源规划工作智能化、便

民化，坚持资源保护、保障发

展两手抓、两手硬，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打造生态

美景，筑牢绿色屏障。

吴涛 李鹏宇 吴宝强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动 态

学党史强理念 献礼党的百年华诞

王关保，1919 年 8 月生于

城东汇贤村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1940 年参加游击小组，同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
年 5月参加金坛县抗日民主政

府警卫营。

1944 年 3 月的一天，伪军

别动队施小龙、董德保身挎驳

壳枪，神气活现到石桥村大河

边棚上甲长张小三家，以武力

逼交钱粮，农民纷纷逃避，张

小三无奈只得招待他们吃饭。

王关保与孙小牛得知情况后，

立即赶到棚上。王关保一步

冲进甲长家，揪住喝得酩酊大

醉的董德保的头发，夺过他们

的驳壳枪，孙小牛紧紧跟上将

他捆绑起来。他俩随即四处

搜查施小龙，哪知他刚好去茅

厕，吓得逃命去了。随后他俩

把董德保押送到连珠桥联络

站 ，交 给 折 里 区 委 司 马 辉

处理。

1945 年 5 月，王关保和罗

麻子、徐某三人，到里庄桥北

面的下蔡村参加司马林的警

卫营。端午节那天，警卫营决

定歼灭驻大坝头据点的国民

党“忠义救国军”，领导分派王

关保和一个战士先去侦察敌

情。他俩装扮成道士，手捧

“道符、钟馗”深入敌据点，准

备把“道符”送到敌人的机枪

连部和团部时，被岗哨拦住。

他俩一个故意纠缠敌岗要化

缘钱，一个乘机进入敌人阵地

观察。当他们摸清敌据点人

数、武器和进出路线后，回队

向侦察科长汇报，为我警卫营

神速向敌人发起攻击、彻底摧

毁敌据点作出了贡献。

（来源：《江苏人民革命斗

争群英谱》金坛分卷）

红 色 故 事

王关保勇敢斗敌

本报讯 日前，江苏宏德文

化出版基金会、区委宣传部、中盐

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在

薛埠镇致和村召开“基层治理创

新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学术研讨会，来自上海、江苏等 5
地的 40 多位专家学者分别从哲

学、数字化、传媒等角度，深入交

流、探讨和研究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

会上，致和文化书院揭牌，山

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传统文化教

育中心、中盐金坛分别向书院赠

送书法作品、图书。致和文化书

院由致和村、南京大学、东南大

学、华东政法大学等高校著名学

者和中盐金坛等央企共同建设，

定位为“思想文化高地、乡村文化

名片、国学传播平台、人才培育基

地”，旨在推进乡村文化书院与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相融合，

在打造多功能精神文化阵地的同

时，成为专家学者调查研究的理

想案例。

薛埠镇致和村后备干部佘钰

介绍，借助致和文化书院这一平

台，邀请专家授课、群众听课，同

时针对不同人群开展读书会、夏

令营等活动，进一步提高致和村

在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底蕴。中盐

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企业文化部部长钟海连表示，

这是由央企和国内重点高校、镇

村共建的书院，为乡村振兴探索

了一种特色模式。

2019 年，我区推进谢桥村、

柚山村、华兴社区等 6 个常州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站建设。在

试点成熟的基础上，2020 年，我

区实施“五尚五领”工程，把新时

代文明实践工作与推进乡村振

兴、精神文明创建、城乡融合发

展、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有机结

合，全面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实践站全覆盖，打通了宣传群众、

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张袁华

探索打通新时代文明实践“最后一公里”

乡村文化书院成新路径

有市民致电《政风热线》

栏目组咨询，公司是一家去年

10月份新办的小型工业企

业，从今年 4月起需要申报工

会经费，有什么税收优惠政策

可以享受吗？

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当前工会经费优惠政策规

定主要有两点：一是按规定免

征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只

要月销售额未超过 10 万元、

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30 万元，

工会经费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免征；二是对上述情形外

的其他符合划型标准的小微

企业，省政府面对疫情影响专

门出台了工会经费全额返还

的支持政策。由企业先按规

定向税务机关如实申报并缴

纳，再由区总工会按照“当季

缴纳、次月返还”的原则按原

缴费渠道全额返还。

陈玲

特困企业可缓交税款
有市民致电《政风热线》

栏目组咨询，公司去年受疫情

影响，资金比较困难，区税务

局为其办理了缓交税款，今年

公司还能继续申请吗？

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缓交税款即延期缴纳税

款，值得注意的是，延期缴纳

税款需经省税务局批准，且最

长期限不超过三个月。今年

如果企业发生特殊困难是可

以申请的，纳税人按规定需要

提交所有银行存款账户的对

账单等资料，延期缴纳在受理

申请起 20个工作日内回复审

批结果，如果条件不符合未获

得批准的，则会产生滞纳金，

并影响信誉。 陈玲

工会经费按规享受优惠

1957年
● 3月 14日 县委贯彻

执行“干部下班，充实基层”的

指示，抽调县、区两级干部到

农村工作。

● 8月 全县撤区并乡，

设 18个乡一个镇。

1958年
● 3月1日 县委、县人委

欢送机关干部上山下乡参加

农业劳动大会。

● 8月 25日 组织大规

模拓浚丹金溧漕河丹金段。

至 1960年 3月完工。

● 10月 组织 1.6万名民

工参加京杭大运河疏浚工程。

● 12月 苏廷科、纪春林

代表金坛县出席全国农业社

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

议。金坛县和建昌水产养殖

场被国务院授予“农业社会主

义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1959年
● 8月 20日 全县动员

1050名青年支援新疆建设。

● 9月 10日至 12日 金

坛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二

次会议通过《给毛主席的信》。

本报讯 记者从区工信局获

悉，根据《关于鼓励企业外地员工

春节期间留坛过节的若干措施》，

各镇区（街道）、部门高度重视，迅

速落实，并于春节后组织开展了

申报、审核、汇总等相关工作。

据统计，全区共 11516 人申

报“企业外地员工专项补贴”，补

贴额 946.25 万元；6 家企业申报

“企业劳务派遣补贴”，补贴额 50

万元；717人申报“外来人员来坛

就业补贴”，补贴额 71.7万元。合

计申报企业外地员工春节期间留

坛过节补贴资金 1067.95万元。

李鹏宇

我区外地员工
留坛过年补贴发放超千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