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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hUVWXEF8 ,

'$((

i

)

j

'$

k

*''

k8 lmnEFoVp

qr fgstr EFuvr Vwf

x8 y:;z-./>?@WX{U

W|}~Q

! " #$���r���

!"%&$

$!(+*"&#("''$

!"#$%&'()*+,-./

0"12345()67896:

!"#$

!"#$!"#$%&'( %&$' )

'$((

i

&

j

,

k8������

��E����:;z�����

E5��.���8 �����

-*

&!!'!

h���b��� ¡ ¢£

c¤e

&,(

¥r¢£c¤¦§¨e

!$

¥Q

©ª «¬® ¯°±WX²

³´µ_¶·¥J¸8D¹º�»n

E¼B�½k¾_¶k¿À��Á

ÂÃÄÅ�8ÆÇÈÉ\ÊÀ8ËÌ

Í� ÎÏ�ÐÈÑ@89��Ò³

.�{XQ

'()*+,-.

*

!

++,-.*/0

!"#$%&'()*+,-

!"#$!($$%&'( %&!) )

'$((

i

&

j

('

k8 ������

�:;zÓÔÕÖEF.���8 ��

� ¡  c×Ø¤¦§e

"#

¥r ¢£

c¤e

',#

¥Q

©ª«¬® ¯°±WX²³´µ

_¶·¥J¸8 D¹º�»nE¼B�

½k¾_¶k¿À��ÁÂÃÄÅ�8

ÆÇÈÉ\ÊÀ8 ËÌÍ� ÎÏ�Ð

ÈÑ@89��Ò³.�{XQ

'()*+,-.

*

!

++,-.*/0

!"#$!"$$%&'( %&!$ )

'$((

i

&

j

(#

k8 �����

��:;z

#('

ÙÚÛÜUÝ.��

�8��� ¡Þßcàe

')$

¥rá 

câãäe

+"

¥Q

©ª«¬® ¯°±WX²³´

µ_¶·¥J¸8 D¹º�»nE¼

B�½k¾_¶k¿À��ÁÂÃÄ

Å�8ÆÇÈÉ\ÊÀ8ËÌÍ� Î

Ï�ÐÈÑ@89��Ò³.�{XQ

'()*+,-.

*

!

++,-.*/0

全国首个跨区域
“绿色客运”项目启动

常运集团年内投入 30台天然气客车

! !

本报讯 全国首个跨区域、大规模

使用清洁能源的“绿色客运”项目日前

在“长三角”启动。常运集团代表常州

联手苏州、无锡、南通的道路运输龙头

企业，与中国石油昆仑能源华港燃气

集团签订了
,-.

战略合作项目，共同

打造“绿色客运”网络。

,-.

是超低温冷冻成的液态天

然气，具有热值大、性能高、成本低等

特性，清洁高效、安全可靠，是国际公

认可替代汽柴油的新能源。此次签约

的华港燃气集团是中石油下属企业，

具有较强的天然气资源供应能力和网

络规模能力，具有丰富的管理和运行

经验，其下属江苏华港燃气公司日产

能力达到
"#

万吨，能为苏、锡、常、通

四家运输企业稳定供货。

据悉，今年
)

月，常运集团等
*

家

客运企业将首批投入
&!(

台天然气客

车，两年内天然气客车将达
#!!

辆。常

运集团年内将在无锡、苏州、常熟、张

家港、南通、泰兴等
$

条客运班线上投

入
"!

台天然气客车。这些天然气车辆

尾气有害物排放量将比柴油车减少

)!/

以上，接近“零排放”，运营成本也

比柴油车节省
"!/

，将给企业带来经

济和社会双重效益。

!唐亮 杨红 崔奕"

常州“八连冠”

全省公路标志标线管护质量检测

! ! ! !

本报讯 在刚刚揭晓的全省
'!&&

年第一次普通干线公路标志标线管

护质量检测中，我市以技术指数

))0*%

的高分拔得头筹，实现了标志

标线管护“八连冠”。

近年来，我市公路部门在完善路

网结构、提升公路技术状况的同时，不

断优化以标志标线为主的安保设施设

置，有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一是明确

职责，强化考核，实行“统一领导，分级

管理”的方式，建立健全市路政支队、

大队、路政员多级责任体系，明确各辖

区公路部门的管护职责，定期组织标

志标线隐患排查，科学制订整治计划，

加强考评验收。二是丰富管理手段，创

新管理方式，推行公路安全设施“无缺

陷”、“零距离”管理模式，加强日常巡

查管护；配备标志竖直度检测尺、净空

高度检测仪、标线逆反射系数检测仪

等标志标线专用检测设备，实施动态

化、数据化检测；从安全高效出发，改

变设计理念，积极探索应用彩色路面

限速标志等人性化交通安全设施。三

是部门协作，合力实施，加强与公安交

巡警、安监等部门的密切联系，共同制

定《公路危险路段排查工作方案》，在

安全隐患点整治、施工路段管理等方

面现场办公、信息共享，确保标志标线

设置规范合理，合力保障公路出行安

全。 !谢怡媛 胡继明 崔奕"

溧阳成立长荡湖
大闸蟹行业协会

化资源优势为品牌优势

! ! ! !

本报讯
(

月
&%

日，溧阳市长荡

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成立，以有效组织

和带领湖区养殖户尽快与国际接轨，

融入国际竞争，抵御市场风险。

长荡湖里有
$

万亩围网养殖，

每年给湖区养殖户带来两个多亿元

的收益。由于长荡湖一直处在分湖

管理状态，沿湖各乡镇各自为阵，导

致湖区水面网围养殖严重“超支”，

经营单位众多，相互产生内耗。据统

计，目前长荡湖注册登记的长荡湖

大闸蟹品牌多达七八个，产品质量

参差不齐，少数经销商甚至以假乱

真，导致市场上长荡湖大闸蟹鱼目

混珠，声誉下降。

去年，溧阳市政府出台了《长荡

湖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长荡湖生

态环境实施全面整治：一是两年压

缩网围面积
'

万亩，使长荡湖得到

修身养息、合理利用；二是科学规划

使它能够充分发挥供水、养殖、交通

等功能；三是建设环湖湿地生态保

护区，提高湖泊自净能力；四是严格

管理，强力遏制工业、餐饮业、生活

废弃物对湖区的污染，使其产出高

品质，让长荡湖水更清、湖更蓝，让

长荡湖清水大闸蟹得以发扬光大。

目前统一管理工作进展顺利，已初

步达到近期规划要求。

此次，选择目前长荡湖大闸蟹生

产、加工、经营过程中有一定规模效应

和良好声誉的单位和个人，共同成立

溧阳市长荡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将长

荡湖的资源优化为市场竞争的优势，

共同提高长荡湖大闸蟹品质，进一步

提升其品牌效应#

!蒋军政 凃贤平"

让农家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九里小学“乐之者”少年宫办出特色

! ! !

暑假的校园本是寂静的，可昨天记

者一踏进武进区奔牛镇九里小学，就看

到数百名学生在欢声笑语中参与着自己

心爱的文娱活动……原来该校的“乐之

者”少年宫办有特色，把少年们一颗颗灵

动的心凝聚在了一起。

九里小学现有
$!!

多名学生
1

其中

外来工子女占
*)0'(/

。按照《常州市

关于“乡村少年宫”建设的实施意见》，

九里小学去年启动了“乐之者”乡村学

校少年宫的建设工程。目标是以贴近

和服务广大未成年人为宗旨，以形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以培

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乡

村少年宫为主阵地，逐步构建课内与

课外结合、校内与校外配合、学校与学

校联合，布局合理、功能完备、资源共

享互补，独具该校特色的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体系。培养学生的兴趣和

爱好，满足学生的课外活动需求，实现

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使“少

年宫”成为孩子喜欢的活动场所、家长

放心的教育阵地。

少年宫为何命名为“乐之者”？蒋志

芳校长解释说：“‘乐’是我校校训，它取

自孔子《论语·雍也》‘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办好少年宫，旨

在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让每个农家孩

子健康快乐成长，还延伸并落实到‘教师

乐业’和‘学生乐学’。”

为此，该校以学生的需要为出发点，

采用问卷调查等形式，了解学生的爱好

需要，同时根据辅导老师的特长，从而确

定设立哪些项目。活动项目也实行多向

选择，由少年宫办公室提供活动项目菜

单，学生根据兴趣、爱好和自身条件提出

申请，可以选择喜欢的项目和老师，老师

也可以选择自己中意的学生。通过统筹

安排、合理调整，保证每一位报名的学生

都能参加到自己喜欢的活动中去。时间

安排是每天下午
*2"!3$2"!

，至少有三个

项目组开展活动，周六、周日和寒暑假中

也安排活动。

该校专门成立了“少年宫”领导班

子，由校长担任少年宫主任，由专业老师

担任辅导教师。少年宫下设象棋、乒乓、

航模、古筝、绘画、书法、舞蹈、文学社、动

画制作等多个活动中心。辅导教师是本

校有特长的专业教师，还聘请社会专业

团体的老师担任辅导教师。看到少年宫

办得红红火火，一些志愿者、离退休老同

志，以及文艺、体育、科技工作者也纷纷

来奉献光和热。

少年宫成立以来，还结合学校办学

特色深入开展感恩教育活动，通过开展

“一是做感恩的事、二是听感恩的声、三

是唱感恩的歌、四是看感恩的片、五是绘

感恩的画、六是讲感恩的话、七是咏感恩

的诗、八是写感恩的信、九是储感恩的

卡、十是评感恩的人”等感恩教育十大系

列活动，让孩子知恩、感恩、报恩，使感恩

意识扎根在学生心里。

为报答全镇人民对九里小学的关

爱，该校还将每年的
&&

月
'%

日（异地搬

迁日）定为“感恩日”，把每年的
&'

月定

为“感恩月”。

少年宫的活动促进了学生的相互交

流和学习，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创造了

良好氛围。“在偏远的农村小学有这么好

的少年宫，开展这么丰富多彩的活动，很

不容易啊！”这是最近江苏省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检查小组到该校少年宫检查工作

时的高度评价。

本报记者 黄智平
!

文 言志国
!

摄

村委“家底”
村民网上一目了然

金坛 157个村开通“三资”信息化监管平台

! ! ! !

本报讯 村民只要在家里上上网

或点点村里的触摸屏，就能全面掌握

村委“家底”，这在金坛市
&#(

个行政

村成为现实。打开村“三资”信息化

监管平台，村里的资金、资产、资源信

息，包括村资产租赁收入、各项事业

投入、非生产性开支、涉农补贴开支

等便可一目了然。

据了解，金坛市农村集体资产总

额
"0!$

亿元，村均
&)#

万元。为有效防

范集体资产风险，克服过去由少数村

干部拍脑袋说了算的管理弊端，该市

从去年
%

月开始，由纪委、农工办、财

政局、发改局等部门联合启动电子信

息监管平台建设。今年
"

月经公开招

投标，统一采购了“三资”信息化网络

平台所需的软、硬件设备，并全部安装

调试完毕。软件功能包括资金管理、资

产管理、资源管理、租赁管理、预警功

能、村务公开、综合查询等
(

个模块；

全面开展清产核资，清查账面资产、核

实账外资产、清理资源性资产、完善各

类资产收益合同，经过严格的资产审

核确认后再进行统一集中录入，做到

录入数据、实物、原始资料“三相符”。

“制度
+

科技”“三资”信息化监管

模式，成效已经凸显其制度化、规范化

和民主化特点，各行政村办理每一笔

财务开支、处置每一项资产时，都必须

通过系统规定的流转程序办理，漏掉

哪一个环节都无法办结；村级集体资

产出让、租赁、承包和资源开发利用，

都必须经过招投标；党务、村务、财务

全方位、随时公开。通过信息系统预警

系统，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加以

整改。薛埠镇河口村村民孟华林高兴

地说，“三资”信息化管理既亮了村集

体的“箱底”，又明了老百姓的“心底”，

让我们放心。
"

杨金坤 赵鹤茂
#

彻查钢管拱桥
安全隐患
专项检测溧阳南渡大桥

! ! ! !

本报讯 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

产安全，我市日前对干线公路钢管拱桥

进行专项检查，彻底排查安全隐患，确保

公路桥梁安全运行。

据悉，目前我市正在运营的干线公

路钢管拱桥仅有
&

座，即位于
&!*

国道

溧阳境内的南渡大桥。此次检查由市公

路管理部门牵头，委托江苏省交通科学

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专项检测。从

检测结果看，桥梁整体技术状况为二类

桥梁，桥梁总体运营情况正常。针对此次

检查出的病害，公路管理部门将加强巡

查及定期检查，确保桥梁运营安全。

!谢怡媛 胡继明 崔奕"

河道改线段采用
新型护岸型式

常州首座空厢式护岸在金坛施工

! ! ! !

本报讯 最近，从丹金溧漕河金坛市河

改线段工地上传来消息，常州地区首次采

用的空厢式护岸上部结构开始混凝土浇筑

施工，施工地段位于金坛新
"*!

省道和老常

溧线之间，长
%'"

米。空厢式护岸上部结构

设计
&!

米为一个施工段落，相邻空厢间距

为
$#

厘米。目前，工程施工进展顺利。

空厢式护岸结构是近几年国内兴起

的一种新型挡土结构型式，与传统的浆砌

块石挡土墙相比，具有消浪和亲水的生态

设计理念，施工技术也较复杂。此次丹金

溧漕河金坛市河改线段采用这种新型护

岸型式，也为今后的航道挡土结构物设计

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方向。 !来安 小波"

千户村民喝上长江水

“村企结对”解民忧

! ! ! !

本报讯“盼了多少年，终于喝上

了自来水……”
(

月
&%

日，金坛市尧

塘镇陇塘村村民荆小良脸上漾着笑

容，打开自来水龙头淘米、洗菜。和荆

小良一样，该村近
&!!!

户村民在金坛

房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村企结对”共

建新农村中，全都喝上了长江水。

陇塘村党总支书记陈建平介绍，

该村由原先的王家、勤丰、陇塘
"

个村合

并而成，地处武进、丹阳、金坛三地交

界，村级经济较为薄弱，
"*!!

多村民一

直靠打井用水。前年，村里本与镇自来

水厂签订接通自来水协议，但因水厂改

制又一度中断。今年初，金坛房屋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夏金凤得知陇塘

村还未接通自来水的情况后，当即表示

愿出资帮助村民实现这一愿望。

近几年，金坛市区域供水正按计

划逐步推进。尧塘镇有多家企业与村

结对共建新农村，陇塘村通水作为东

部区域扫尾工程，得到企业资助后，该

市自来水公司
"

月
'*

日开始进场施

工，水管接入村民家庭每户费用在

#!!

元左右，全部由金坛房屋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承担。

!赵鹤茂 孙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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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因此，党要

管党丝毫不能懈怠，从严

治党一刻都不能放松。作

为党员领导干部，要学习

好贯彻好“七一”讲话精

神，坚决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

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

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始终走在时代

前列。纪检监察机关将积极构建具有

常州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

定不移地推进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

海军驻常
)'&"%

部队政治处副主

任张秀锦表示，胡总书记在“七一”重

要讲话中指出的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

集中概括和深刻指明了新形势下加强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

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要求全党

充分认清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紧迫性

和繁重任务，警示党员特别是领导干

部，要始终居安思危、保持清醒头脑，

始终为党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

着想。张秀锦说，加强军队建设要始终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将铸牢军魂作为

最根本最首要的任务，坚持不懈地用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打

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

使命的思想政治基础。要进

一步抓好创先争优、“加强党

性修养、锤炼思想作风”等教

育整顿活动，使党员干部的党性观念不

断增强，政治信仰更加坚定，工作作风更

加扎实，履职尽责能力有效提升。要深入

开展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主题

教育，广泛开展“学党史、强党性”党日活

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先进性，发挥

标杆示范作用，带领部队在加快转变战

斗力生成模式，高标准完成任务中当先

锋做表率。

本报记者 杨杰

!上接
$%

版"

“通过加大投入，着力打造金属冶

炼及加工、输变电设备、装备制造等三

大百亿级传统产业，培育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医药等三大百亿级新兴产业，

力争到
'!&#

年实现纳税销售‘双倍

增’，综合实力跻身全省
'!

强。”

现代产业体系中的另两个重点是

农业与现代服务业。盛建良表示，大力

实施“提升南山、开发北山、中部联动”

的开发战略，确保
#

年新增高效农业
'!

万亩，在全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

化。与此同时，深入实施“两湖两山”大

旅游开发战略，完成国家
#4

级景区、国

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三区同创”工作，力争到
'!&#

年全市

旅游总收入达
&%!

亿元。此外，加快发展

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

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打响“苏浙皖”品

牌，打造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区域经济最大的发展动力是科技

创新，盛建良告诉记者，溧阳将把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

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通过孵化载体建

设，实现全社会研发投入、研发人员数

量、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三个“翻一番”；

发明专利授权总量、创业投资规模、科技

企业总数三个“翻两番”；在体制机制创

新上求深入，力争上市企业达
&!

家以上；

在人才资源开发上求实效，深入实施

“
*!&

”人才开发战略，使溧阳成为对高

层次人才极具吸引力的城市。

本报记者 李金堂
!

文 查文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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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四大考验四大危险
强化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