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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钟楼区检察院牵头，
区司法、公安、法院、民政以及民主建
国会等部门和组织日前设立钟楼区刑
事案件困境少年救助基金。该基金为
全市首家，填补了涉罪未成年人救助
制度的空白。

小涛来自贵州，从小父亲离世，母

亲离家出走。今年初，身无分文的小涛
辍学在外漂泊，因交友不慎参与盗窃，被
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据钟楼区检察院
统计，近 3 年，像小涛这样无经济来源、
无监护人、无固定住所的“三无”涉罪未
成年人，已占该院全部涉罪未成年人 3
成左右。他们在取保候审或刑满释放后

直接面临生活困境，极易为解决眼前的
困难再次走上犯罪道路。

“由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救助尚未
全面纳入国家司法救助范围，长期以
来，这一问题通常依靠承办检察官、法
官自掏腰包解决，但救助能力和范围毕
竟有限。”钟楼区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

检察专业团队“路俊琦工作室”负责人
高正坦言。

而刑事案件困境少年救助基金的设
立，为涉罪未成年人“零障碍”回归社会
提供了保障。

据了解，该基金主要针对家境贫困、
无经济来源的被取保候审、社区矫正、刑
满释放的未成年人，为其提供返乡路费，
或在案件诉讼期间为其提供基本生活保
障，以实现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殊保
护制度的无缝衔接。基金主要来源于民
主建国会及爱心人士捐助，由钟楼区慈
善分会统一保管，公、检、法、司4家用款
单位共同成立基金使用小组，向慈善分
会统一申领使用。 （舒泉清 王醒）

钟楼区检察院牵头设立专项基金

帮助“三无”涉罪未成年人

本报讯 记者 14 日从常州经
开区了解到，经开区将启动污水管
网、支管网建设工程和河道综合整
治工程，预计明年 1 月底前基本完
成污水主管网和支管网建设工程、
5月底前完成河道整治工程。

据了解，此次经开区污水主管
网建设工程涉及横林镇、遥观镇、横
山桥镇 3 个片区，建设总长约 45.9
公 里 ，管 径 在 DN400- DN800 之
间，建设泵站两座，工程计划总投资
1.6亿元；污水支管网建设工程以收

集横林镇、遥观镇、横山桥镇 3 镇范围
内工业企业污水为目标，布设支管接
入主管网系统，同步实施支管网建设
工程，工程总投资 6227 万元，管网建
设总长约 34 公里，建设泵站 3 座。河
道整治工程总投资1.2亿元，对经开区
范围内10条河道实施整治，建设截流
泵站 8 座、换水泵站 4 座、水质净化站
1处。3项工程建成后，将有效改善经
开区整体河道水质情况，并对东部 3
镇污水管网系统有重大提升。

（舒泉清 刘吉林）

常州经开区污水管网建设河道整治

横林遥观横山桥一起实施

本报讯 本月14日在杭州开幕
的“2016中国（国际）休闲发展论坛”
上，东方盐湖城道天下景区荣获

“2016中国年度最佳休闲小镇”称号。
这是通过“提名推荐、网上投票、

专项调查、专家评议”等综合评选出
来的，而且是全国唯一获得“2016中
国年度最佳休闲小镇”称号。

该景区以中国道教名山——茅
山的“山、水、盐、茶、药、泉”六大自
然资源与金坛地缘文化、道文化、民俗
文化为依托，独创的“江南神奇山镇、宗

教文化展示、创意互动体验”的三合一产
品开发模式，并提出“文科融合、业态整
合、产品复合”的旅游产品理念，为游客提
供独一无二的休闲度假体验。

年内，这里的坎温泉酒店、茅山源
境等大型休闲配套项目均开工建设。

同时，金坛将以茅山旅游度假区
和长荡湖旅游度假区开发建设为重
点，以东方盐湖城、华夏宝盛园等景区
和长荡湖水街、保朴园等一大批乡村
旅游区为支撑，全力打造生态旅游休
闲区建设。 （赵军 赵鹤茂）

东方盐湖城道天下景区获称：

2016中国年度最佳休闲小镇

本报讯 武进人民医院高新区院
区日前成功实施一例特殊的剖宫产手
术，不仅使一名 5 斤 9 两的健康女婴
顺利降生，产妇卵巢中一个篮球般大
的囊肿也被取出。

姚女士自怀孕起就一直在武进人
民医院高新区院区做产检，孕早期做B
超时发现子宫右侧附件有囊性包块。
随着怀孕月份越来越大，囊肿也在不断
增大，她每天都提心吊胆，小心翼翼挨
到孩子足月。为了让孩子平安诞生，同
时自己的卵巢囊肿也可以得到解决，她
找到该院妇产科主任姚志兰。

姚志兰将姚女士收入院后，立即组

织全科医师会诊。考虑到姚女士的子宫
和腹部比一般妊娠情况明显大很多，自
然分娩难度很大，危险性高，与家属沟通
后，决定为姚女士进行剖宫产手术。

为避免手术中囊肿破裂对产妇及
胎儿生命造成威胁，姚志兰先成功剖
出女婴，再对姚女士进行右侧卵巢囊
肿剥除术。手术非常成功。这个囊肿
体积达 30×20×25 厘米，比胎儿还
要大，与篮球大小差不多。

姚志兰介绍，妊娠合并巨大卵巢
囊肿是一种较少见的妊娠合并症，一
般是孕前就有卵巢囊肿，只不过不知
道，当怀孕后进行检查时才发现。卵

巢囊肿可以长得很大，但像姚女士这
样有篮球般大的还非常罕见。临产
时，卵巢囊肿很可能会阻塞产道而发
生梗阻性难产或胎头先露压迫肿瘤造
成破裂、出血，因此适时采取剖宫产，
保证了母女平安。

姚志兰特别提醒，卵巢囊肿一般
是在早期确定妊娠时发现，表现为囊
性、可活动、无疼痛。发现有卵巢囊肿
时，应及时做 B 超，明确肿物性质，进
一步明确诊断。如果是病理性肿瘤，
如巧克力囊肿、畸胎瘤、浆液性囊腺瘤
等，在早孕时发现，3 个月后再复查；
如果是孕3个月后才发现，5厘米以上
的肿瘤，可以在妊娠 18-20 周时手术
切除；如果囊肿不大，不妨碍子宫生
长，可以等产后再做切除；如果发生了
蒂扭转、破裂，应随时手术；如果发生
恶变，也应立即手术；孕晚期，卵巢肿
瘤在子宫的下段，影响胎头入盆，应该
果断决定剖宫产。 （薛莲 周茜）

一手剖宫产 一手取囊肿

囊肿比婴儿个子大
本报讯 72 岁的常州市作协会

员、金坛区社头小学退休教师朱田农
历经多年创作而成的《岁月有痕》一
书，日前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朱田农在家乡农村从事中小学语文
教学40余年，是一级教师。在做好教书
育人工作的同时，朱田农潜心写作，以日
常生活中所见所闻为背景，记述乡村故土
的美好记忆和父老乡亲的喜怒哀乐，50
余年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作品百余篇。

《岁月有痕》一书收录了朱田农退
休后创作的小说、故事以及散文作品，
共27篇。 （吴汪俊 陈玉婷）

金坛72岁退休
教师朱田农——

《岁月有痕》
作品集出版

年轻人如何制订财务规划？日前，
平安银行常州邹区支行零售主管、资深
理财师康苏乐告诉记者：“只需四招”。

康苏乐在金融业工作 7 年，多年
理财经理做下来，他发现有这么个现
象：到银行办理财业务的客户绝大多
数为中老年人，年轻人寥寥无几。

在他看来，年轻人不去银行主要
有两大原因：一是没钱，无法理财；二
是互联网金融发达，没必要前往银行
网点。“其实，这都是认识误区。”康苏
乐向记者解释，“年轻人并不是没钱，
而是存不下钱；互联网金融平台良莠
不齐，产品分散，并不能完全满足投资

者的需求，年轻人反倒容易上当受骗。”
康苏乐认为，相比其他年龄层，年轻

人更需要科学的财务规划，对此，他总结
了四招：

第一招，购买滚动型产品。年轻人
对资金的流动性要求比较高，如每月还
房贷、车贷等，工资都放活期或货币基
金，收益太低。平安银行有一系列滚动
型理财产品，如一周滚动的周成长、双周
滚动的双周成长、每月滚动的月成长等，
能较好实现流动性与收益性的平衡。

第二招，定投，既是强制储蓄，又能
给未来收益一个想象空间。假设每月定
投 1000 元，一年就能存下 12000 元；如

果市场上行，可能会有丰厚的超额收益，
如果市场下行，也能平滑投资成本。平
安银行不仅有基金定投业务，还有黄金
定投业务。

第三招，分红保险。年轻父母会为
了孩子的教育金、婚嫁金发愁。在利率
下行的大环境下，分红保险优势非常明
显。比如，平安赢越人生分红险中档分
红，预期年化收益 4.5%，日复利，月计
息，三年交费，终身分红，非常适合刚生
宝宝的年轻人。

第四招，个人信用贷款。中国人讲
究无债一身轻，但现在这个时代，适当负
债是一种能力。年轻人如果能合理利用

负债，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平安银行
个人信用贷款产品薪易通、金领通等，特
别适合职业稳定的年轻族群。

康苏乐建议，年轻人要理财、负债两
手抓，短期理财、长期保险两方面布局。

“年轻时做好财务规划，人生不只有眼前
的苟且，还会拥有诗和远方。”

张琛 曹丹

平安银行理财师：只需4招

年轻人如何制订财务规划？

本报讯 江苏省“六大人才高
峰”第13批高层次人才选拔培养资
助项目日前公布，我市共有17个项
目入选。

宝钢轧辊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陈
伟申报的《基于高等级板材轧制用
锻钢支承辊全生命周期关键技术研
究及应用》、常州纳欧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姚超申报的《一维粘土矿物
催化材料的构筑及在可降解聚酯合
成中的应用》入选创新人才团队项
目；常州第六元素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马宇飞申报的《高导电少层
石墨烯的规模化制备及其在高分子

导电纤维中的应用》等15个项目入选
高层次人才项目。省财政将对入选的
高层次人才和创新人才团队项目给予
一定的资助。

2001年，我省实施关于加快构建
教育、医药卫生、电子信息、机械汽车、
建筑、农业六大人才高峰的意见，加快
培养、引进一批行业发展急需的高层
次人才，以构筑新世纪人才高地，推进
重点行业快速发展，简称为江苏省“六
大人才高峰”计划。第 13 批“六大人
才高峰”高层次人才选拔培养计划包
含高层次人才项目和创新人才团队项
目两个类别。 （常人社 韩晖）

省财政给予资助

全省六大人才高峰计划项目公布

我市17个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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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天获悉，为期半年的太湖应
急度夏工作将于本月底结束。

今年，我市持续加大蓝藻处理力
度。自 4 月份以来，到昨天共打捞蓝藻
19.02 万 吨 ，比 去 年 的 打 捞 总 量 增 加
33%，打捞量为历年来最多。

本月14日，记者来到位于雪堰镇莘
村的武进区藻水分离站。

这个藻水分离站就在太湖岸边。湖

水浩荡，一望无边。水里，已经几乎不见
蓝藻。而在此前的夏季，每天打捞船靠岸
后，藻浆和富藻水要通过泵抽进管道，被
送到3米多高的储藻池中；然后，再进入藻
水分离池，经过絮凝气浮工艺，聚集成藻
泥。水被分离出来，净化后回排太湖，而
藻泥则在离心脱水后，送往武进区农业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中心，进行资源化利用。

这两家单位是相互配套的。

记者此前在武进区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中心看到，这里采用国内领先的微
生物高温好氧发酵技术，通过添加功能
菌、堆肥、二次发酵等工序，把离心脱水后
的藻泥制成生物有机肥。据了解，这种肥
料腐熟完全、肥效高，安全性也好。

由此，太湖蓝藻在我市实现了变废
为宝。

据了解，该藻水分离站日处理藻浆已

达1000吨，而对蓝藻的资源化利用率则达
到了100%。另外，藻水分离站还配有1台
车载式藻水分离站，在高温天气持续、太湖
蓝藻量大时，直接开赴湖边作业，现场打捞
并处理蓝藻。唐文竹/文 陈暐 周健/摄

太湖蓝藻
变废为宝

⑥随着天气转凉，蓝藻逐渐消退，但在本月31日前巡查还要持续进行。

①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天气导致太湖蓝藻生长过快，工人每天都要驾船打捞
蓝藻。

②蓝藻运到处理站，进行藻水分离。如果表层蓝藻聚集太厚，就要采用人
工刮。

③藻水分离后，藻渣进入脱水车间变成藻泥。

④藻泥和秸秆、苜蓿渣等辅料混合并晾晒后，加入菌种，堆肥发酵，生产蓝藻
肥料。

⑤ 农民用蓝藻肥料种菜。用过的农民都说，这种肥料腐熟完全、肥效高，
安全性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