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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应急 关爱生命
常 州 应 急 扫 一 扫 突 发 事 件 早 知 晓

扫二维码
关注常州应急

策划：常州市应急管理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正式实施 9 周年

2007 年 1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正式施行。

♦何为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

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
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比
如汶川地震、上海外滩踩踏、非典、天津
港爆炸等等。

♦《突发事件应对法》有哪些内容
与我们息息相关？

坚持效率优先：赋予政府多项应急
权力

八条高压线：约束政府履行职责

限制和保护相统一：最大限度保护
公民权利

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不得迟、
谎、瞒、漏报突发事件信息

应急信息主动公开：政府须统一准
确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处罚虚假宣传：编造传播有关突发
事件事态发展或应急处置工作虚假信
息将被处罚

特别规定：宣布紧急状态须由全国
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决定

♦我们可以做什么？
学习应急知识，提升危机意识，增

强自救互救能力，突发事件来临时，临
危不乱，科学处置。

有关知识您了解吗？

公 告
选字第 320400201200019 号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届满且未申请

延期，按相关规定，我局拟注销该建

设项目选址意见书，请项目相关利

害关系人到常州市规划局网站（网

址：http://www.czghj.gov.cn）查

看批前公示，公示时间为2016年11

月1日起至2016年11月11日止。

常州市规划局

2016年10月27日

借助传感器，周围的各种机器甚至
万物都将能互联互通。在 10 月 30 日开
幕的 2016 世界物联网应用和产品展览
展示会上，众多参展商搭建了各种物联
网应用场景，常州物联网行业协会组织
了300多名企业家和高校师生前往体验

“感知时代”。
“我现在手中拿的是婴儿体温测试

仪，如果婴儿体温超过 38 度，数据就会
实时传送到父母的手机上。”一家参展
商开发的感应设备，可以远程侦测儿童
体温、生命体征等身体数据；此外，还有
防止老人摔倒的感应区域，也给予家人
照顾老人很多便利。

记者还没有走进依图科技展区，人

脸图像就已显示在屏幕上。该公司市场
总监张晔说，他们的人脸识别系统，可以
自动对每一个进入摄像头范围的人进行
脸部识别，无需经过人的主动配合。夜
间，摄像头还可以补光拍摄。桂良庆是
科教城入驻企业常州豪毅物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一直专注于智能家具、智
能机器人研发销售。看了这套物联网系
统后深受启发，表示要将该技术应用到
项目上。

不过，最吸引人的还是机器人“幽
幽”了。它不仅卖得了萌，还是个大管
家。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说，通过物联网
技术，“幽幽”可以帮助主人完成很多想
要完成的事情，比如，假如主人出门忘

记带钥匙了，通过远程遥控“幽幽”，就
能把门打开；如果主人想要开电视、开
空调，想知道家里的温湿度，只要对“幽
幽”大管家说，它都能帮你操作。

未来，物联网将以其颠覆性变革、
全面性渗透，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
泛而深刻的影响。它给经济发展植入
新基因，也给社会治理提供新手段；它
给人们衣食住行乃至教育、医疗带来
极大便利，也给生产制造、营销服务、
商业模式带来颠覆创新；它给物理世
界 的 万 事 万 物 带 来 结 构 性 的 时 空 重
塑，也给人们的理念、思维和行为方式
带来深刻变革。

“国内外的物联网技术和应用突飞

猛进，车联网、华为的 NB-IOT、物联网
编码、微软、中兴、南瑞等，都推出各个行
业的应用平台系统，反观常州物联网企
业，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常州物联网行
业协会秘书长杨修合认为，常州有很好
的传感器研发、生产的基础，全球最大的
声学传感器制造商“瑞声科技”“森萨塔”
等高端传感器企业就在常州，常州在制
定物联网发展战略规划时，一定要和无
锡差异化定位发展，突出自身优势。从
互联网发展后衍生出的物联网、人工智
能将会主导信息世界，让人们享受到更
加智能化、便利化的生活，常州物联网产
业的发展值得期待。

姜小莉

——现场见闻

物联网正在开启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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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方便安家及新魏花
园附近居民出行，常州公交于今天
起对35路公交作临时调整。同时，
因常春弄半封闭施工需实施交通管
制，常州公交将于 3 日起对涉及的
39路、258路公交作临时调整。

35 路：由常州北站始发，按原
线行驶至龙魏路虎丘路路口后，调
整行驶虎丘路、北海路、魏安路、
S122、玉龙路、S338 至魏安路路口
后，恢复原行驶路线。撤销玉龙路

（龙魏路—S122）临时绕行路段，同
步撤销“玉龙路龙魏路、玉龙路北海
路”双向临时停靠站。调整行驶路
段恢复“新桥变电所、郭塘桥、普墩、
新魏花园南、振兴桥、三里桥”及新
增“新魏花园北门、玉龙路S122”双
向停靠站。

39 路：由棕榈路龙江路开往火
车站公交中心站的保持不变。由火
车站公交中心站开往棕榈路龙江路
方向，按原线路行驶至怀德路常春
弄路口后，调整行驶怀德路、勤业路

至大仓路路口后恢复原行驶路线。临
时撤销常春弄（怀德路—西仓街）、西
仓街（常春弄—大仓路）、大仓路（西仓
街—勤业路）行驶路段。同步撤销“第
四医院、南运桥西、西仓桥、大仓路”单
边停靠站，调整行驶路段新增“怀德桥
西、常州梳篦博物馆”单边临时停靠
站。

258 路：由新闸科技工业园开往
南大街的保持不变。由南大街开往新
闸科技工业园方向，按原线路行驶至
怀德路常春弄路口后，调整行驶怀德
路、勤业路、大仓路至西仓街路口后恢
复原行驶路线。临时撤销常春弄（怀
德路—西仓街）、西仓街（常春弄—大
仓路）行驶路段。同步撤销“第四医
院、南运桥西”单边停靠站，调整行驶
路段新增“怀德桥西、常州梳篦博物
馆、大仓路”单边临时停靠站，同时将

“西仓桥”西行停靠站移至西仓街大仓
路路口西边。

以上线路调整后投放车辆、票制
票价均保持不变。 （何鹏 韩晖）

35、39、258路：

公交临时调整

本报讯 10月30日，记者在沙河水
库泄洪闸看到，湍急的水流疾驰而下，水
花撞击如摔碎的珍珠一般，如烟似雾升
腾，随风吹到脸上，带着几分寒意。

据了解，从 10 月 23 日至今，我市
沙河、大溪两大水库分两次开闸泄
洪。目前，沙河水库、大溪水库经过泄
洪调控，都处于安全运行水位。

溧阳市防汛办负责人介绍，入秋以
来，该市连续多雨，致使水库水位偏高，
现在出现的秋季泄洪现象，自2000年以
来第一次遇到。

（凃贤平 刘建平 文／摄）

沙河、大溪水库：

秋季泄洪
16年一遇

随着经济的发展，从冷饮、肉制
品、蔬菜水果到鲜花、医药、电子产
品，令许多人尚感陌生的“冷链物
流”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常州作为苏南重要的交通中
心，成为长江中下游最具影响力和
辐射力的冷冻食品冷链物流中心迫
在眉睫。

大娘水饺冷链物流项目占地
62 亩 ，总 投 资 1.5 亿 元 ，总 建 筑
96000平方米，将打造一个集冷冻、
冷藏、加工、包装、销售于一体的现
代物流中心。记者从工商银行常州
分行获悉，在该行6500万元项目贷
款的助力下，该项目目前已接近竣
工验收阶段，项目建成后，不仅为大
娘水饺餐饮集团餐饮产业提供完整
的产业链，同时在常州青龙区与主
城区之间搭建一个完善的冷链服务
平台，为常武地区冷藏冷冻类食品
运输保驾护航。

在大娘水饺的发展道路上，一
直伴随着常州工行的倾力支持。
1994 年大娘水饺在常州创建之初，
常州工行就为其提供结算等服务，开
启全面合作；1998年，常州工行为大
娘水饺量身定制了集中授信方案，实
现了大娘水饺在全国工行系统融资
由常州工行统一扎口管理，有效解决
了企业在他地融资难、融资烦的问
题；2000年，为便于大娘水饺总部遍
布全国的分公司进行财务管理，常州
工行为其设计了收支两条线管理方
式，大娘水饺也因此成为江苏省工行
系统内首家现金管理客户。

作为大娘水饺的战略合作伙
伴，常州工行在2014年就获悉大娘

水饺创始人吴国强有建设冷链物流补
全大娘水饺产业链的想法，并多次到
企业考察调研，设计初步融资方案；
2015年，大娘水饺冷链物流项目被列
为我市重大项目，常州工行积极跟进，
并先为其提供3000万元供应链融资；
2016 年 3 月，该项目各项审批到位，
常州工行立即紧锣密鼓地展开后续工
作，收集借款人、项目所需的资料，对
该项目开展全方位的调查评估；得益
于前期的充分准备，最终仅用了两周
时间，就顺利通过了 1 亿元项目贷款
审批，并于 4 月底首笔成功放款 6500
万元，有效解决了项目的启动资金，为
项目顺利竣工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据悉，大娘水饺餐饮集团未来还
将实施扩大生产能力的计划，届时将
会涉及更多跨境业务。对此，常州工
行已着手为企业办理了国际信用证、
国际结算、跨境直贷等国际业务，加深
相关配套服务，助力企业发展迈上新
台阶。 徐杨 工萱

常州工行6500万元
助力冷链物流项目

常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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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市 今 天 阴 转
多云，偏北风 4 到 5
级阵风 6 级，今天最
高温度 15℃，明晨最
低温度6℃。

（上接A1版）
大家纷纷表示，《准则》《条例》对于

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学深悟透、身体力行，把全会精神贯穿
到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全市宣传文
化战线要迅速组织专题学习，牢牢把握
正确导向，精心组织新闻宣传，广泛开展
集中宣讲，在全社会兴起学习宣传全会
精神的热潮，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常州
提供思想保证、舆论氛围和文化引领。

六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坚持全面从
严治党、依规治党，创新体制机制、强化
党内监督，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推动党风民风向善向上。市地税
局表示，根据自身情况，要把从严治党向
基层延伸，推动市局及下属各单位部门
针对党组班子、班子成员、部门主要负责
人以及纪检组长、纪检监察部门等履职
主体，完善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建设单位
岗责体系，确保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
不留死角。该局把岗责体系作为所有干

部绩效管理的重要参照指标，按照“清单
制”的模式向下延伸、发挥实效。

六中全会明确，各级党组织要担负
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纪律建设
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高标准和守底
线相结合，使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
向严紧硬。市统计局认真学习有关精
神，重点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思想
政治建设与当前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结合起来，认真撰写学习笔记，认真上好
党课，召开学习会议，分享学习心得，引
导全局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
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天宁区兰陵街道浦北社区支部书记
刘平表示，作为最基层的社区党员干部，
直接面对群众，自己的一言一行直接影
响着群众对党的认识，要认真学习领会
六中全会精神，自觉遵守党章，用党的各
项纪律规范自己的言行，虚心接受群众
的监督，积极推动便民利民服务群众，提
升群众满意度。 （舒泉清 唐文竹
凃贤平 常纪宣 蒋逸琦）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切实贯彻准则条例

（上接A1版）
费高云指出，近年来，全市公安机

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按照“三优三
安两提升”中提出的“安心社会治安”
目标要求，工作思路清晰，创新举措有
力，工作成效明显。希望公安机关按
照市委、市政府要求，继续发挥优良传
统，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体制机

制，不断提升实战指挥、快速反应和服
务群众能力水平；进一步加大科技投
入，提高信息化水平，坚定不移走科技
强警之路；进一步回应群众期盼，出台
更多便民、利民、安民措施，不断提高
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副市长、公安局长常和平和市政
府秘书长李林参加调研。 （韩晖）

深化改革创新提高战斗力
营造更和谐稳定社会环境

（上接 A1 版）2015 年，有 700 万拉美
人口陷于贫困，未来两年预计有2500
万至 3000 万脆弱群体面临返贫风
险。报告呼吁增加对青年教育的投
入、创造创业机会，为经济可持续发展
奠定基础。

这份 2017 年拉美经济前景展望
报告是由相关机构在第 25 届伊比利
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发布的。本届
会议主题是“青年、创想与教育”，与会

各国领导人就加强教育及支持青年创
业等议题展开讨论。

未来两年更多人面临返回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