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连日来，我区各

级各部门围绕党史学习教育

精心组织、创新实施，凝聚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月 21 日，区交通运输局

机关一支部组织党员集中观

看视频《百炼成钢》，并开展党

史知识问答活动。《百炼成钢》

撷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

程中的重要事件，用历史故事

形式展示百年大党的光辉历

程和伟大成就。随后，支部就

影片内容出题，党员现场答

卷。区交通运输局党员干部

表示，下一步将把学党史与业

务工作相结合，在学党史中坚

守初心，在走好新征程中践行

使命，以高度政治自觉、务实

作风举措谱写金坛交通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

西 城 街 道 通 过“ 三 大 课

堂”，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一是理论课堂促学。将党史

学习教育纳入党工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双月学习日”重要

内容，通过举办专题宣讲会、

小巷读书会、党史知识竞赛等

形式，引导党员加强日常学

习；二是线上课堂活学。通过

微信公众号推送党史知识、

“党史每日学”专题视频，回顾

党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三

是实境课堂深学。用好本地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源，增强

爱国主义情怀，凝聚干事创业

力量。 石庭耀 谢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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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

师过大江。1949 年 4 月 21 日，

子夜的长江炮声隆隆，万舟竞

发。第二、第三野战军东起江

阴、西至九江东北湖口，在长

达 1000 里战线上发起渡江战

役。4 月 23 日晚，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三野战军第 20 军 60 师

178 团接到上级命令——解放

金坛。

苏南民间有“铁打的金坛

城”之说，加上夜幕笼罩，前方

敌情难测，金坛县城情况难以

揣测，178 团只能根据县城地

形研究攻打策略。当时，金坛

城墙完好，有东南西北门和丹

阳门、小南门六个城门，四周

护城河，易守难攻。经过研

究，当时丹阳门城内东边有一

个乱坟包，相对偏僻，地势开

阔，178 团将主攻方向放在丹

阳门，同时通知社头一带友邻

部队堵截敌人。

战士们点上火把继续前

进，接近金坛县城时，部队接到

侦查员报告，城内敌五十一军

已闻风而逃，178团不费一兵一

卒从丹阳门和北门进了城。当

时已是 4 月 24 日凌晨两点，战

士们就在公共场所休息，没有

惊动百姓。当天早上8点，部队

又接到新命令，前往溧阳作战。

当天中午，中共金丹武工委接

到中共江南工委命令，迅速接

管金坛县城，成立金坛办事处，

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支前和

社会治安工作。

4 月 26 日到 28 日，在苏北

泰县张甸组建的中共苏南金

坛县委员会、金坛县人民政府

领导成员先后到达金坛，4 月

28日中共金坛县委宣告成立。

当初接管工作相当繁杂，人民

生活贫困，反动势力敌特残余

尚未彻底肃清，政府工作重点

是通过减税、减免学费、访贫

帮困、宣传党的政策、树立典

型、培养干部等措施来安定民

心。通过肃清残余反动势力、

改造录用旧人员、培养新干部

和积极分子，金坛县委县政府

很快安定了人心，建立起了各

级人民政权，翻开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崭新篇章。

伟大的胜利属于人民，值

得永远纪念。今年是中国共

产党建党 100 周年，我们在回

顾历史、追溯英雄壮举之时，

应该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

好生活。要以党史学习教育

为契机，增强政治意识、发展

意识、奉献意识，以“两个加快

创新推进年”活动为契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

无私奉献，为建设更加美好的

金坛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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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费缴纳方式多样

有市民致电《政风热线》栏

目组咨询，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方

式有哪些？如何查询是否成功

缴费？

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局积极拓展“实体、网上、掌

上、自助”等缴费渠道，缴费人可

通过签约社会保障卡进行卡扣，

也可通过微信、支付宝线上小程

序缴费，还可通过银行柜面缴费

等多种方式进行。自然人缴纳

社会保险费后，可通过两种方式

查询缴款状态、打印缴费票据：

一是通过登录江苏省电子税务

局官网进入相应菜单，输入身份

证号码后即可查询；二是本人可

携带身份证就近至税务部门查

询。 陈玲

“满五唯一”住房免征个税

有市民致电《政风热线》栏

目组咨询，她想卖出一套 2003年

购买的住房，也是目前唯一一套

房子，已在中介与买方签订了合

同，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吗？

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市民将购买 2年以上的住房对

外销售免征增值税，而且符合满

五年且唯一住房，市民可享受个

人所得税减免。买方申报契税

时，需要同时办理个人所得税减

免手续，提供夫妻双方的身份

证、婚姻证明资料等。具体办理

方式：中介办理网签后上传相关

资料，税务部门后台审核后，可

以在支付宝或办税大厅自助机

办理，需要注意的是，个人所得

税减免手续和买方契税申报缴

纳需同步办理。

陈玲

1962年
● 1月 20日 金坛县烈

军属代表大会召开。鼓励烈

军属、残复、转业退伍军人加

强政治学习，在社会主义建

设中立新功。

1963年
● 1月 4日至 16日 中

国共产党金坛县第三次代表

大会召开。

● 3月 15日 县委发出

《关于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

召，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习雷

锋同志的通知》，号召全县人

民向雷锋学习。

1964年
● 本年 金坛烈士陵园

在顾龙山建成。

1965年
● 8月 19日至 21日 全

县遭受强台风和暴雨袭击，

县委紧急动员，组织 3万多群

众参加抗洪救灾。

1966年
● 9月20日 金坛、武进

二县联合拓浚北干河工程施

工。1967年 1月竣工。

本报讯 本月是第3个全国

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恰逢

我国医疗保障领域首部行政法

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

条例》将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

记者从全区“贯彻国家医

保条例维护基金安全”培训班

上获悉，我区将全面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

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坚决打击

欺诈骗保行为，宣传解读医疗

保障基金监管法律法规与政策

规定，提升定点医药机构和参

保人员法制意识，自觉维护医

疗保障基金安全，确保《条例》

落地见效，营造“人人知法、人

人守法”的良好监管环境。

张超

强化监管 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从省

全民阅读办传来好消息，我区

获评江苏省第三批书香城市

建设示范区称号，成为常州辖

市区范围内唯一获此殊荣的

地区。近年来，我区以“书香

金坛”品牌建设为统揽，坚持

“三项引领”构建全民阅读“三

大体系”，全区阅读阵地不断

拓展，各类阅读活动不断开

展，城市书香气场不断扩展，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坚持顶层引领，构建全民

阅读政策支撑体系。近年来，

我区推行顶层先行引领读、组

织先行推动读、机制先行长效

读、舆论先行倡导读，从区委、

区政府倾力打造的“金沙大学

堂”到书香城市的发展路径与

品牌推介，从连年将书香城市

建设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和

文化惠民工程到利用多种融

媒体平台广泛宣传引导全民

阅读，真正构建起全民阅读政

策支撑体系。

坚持目标引领，构建全民

阅读设施保障体系。图书馆

总、分馆覆盖率达 100％，农家

（社区）书屋覆盖率达 100％，

阅读服务设施满意率高于全

省平均值。花山小学位于茅

山老区，在学校的图书室、阅

览室、班级书柜与读书角，本

本图书给孩子们带来最美丽

的童年。花山小学教师杨美

华表示，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一

份丰富的精神食粮，阅读既拓

宽了视野又陶冶了心灵。

坚持创新引领，构建多层

次全民阅读服务供给体系。截

至 2020年，“金坛读书月”品牌

活动已连续开展 11年，有近 10
余万人次参与其中，形成了年

有主题、月有重点、周有活动的

全民读书格局。此外，区图书

馆、手拉手志愿者协会、大雅读

书会等一批最美读书点、阅读

好活动和阅读推广人、阅读志

愿服务组织，形成了一批特色

亮点鲜明、形式可复制推广、整

体成效显著的全民阅读先进典

型，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第十二届“金坛读书

月”活动期间，我区将开展一

系列特色读书活动，推动书香

城市高质量发展。 李鹏宇

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金坛获评省级“书香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