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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常州市新港分区XG0202基本控制单

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常州市新港分
区XG0703基本控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改）》、《常州市奔罗分区 BL0201、
BL0202基本控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改）》、《常州市奔罗分区BL0701基本控制
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已经常州市人
民政府（常政复［2017］52、53号）批复，现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将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批
后公布，热忱欢迎广大市民对城乡规划进行
监督。

一、公布时间：2017年8月9日起至规
划期末

二、公布地点：常州规划网站（www.
czghj.gov.cn）

三、公布内容：详见常州规划网站
（www.czghj.gov.cn）规划公示专栏

四、联系机构：常州市规划局新北分局
联系电话：0519-85127573
监督电话：0519-85682831
联系地址：常州市新北区衡山路8号新

北区政府807室
邮政编码：213022

常州市规划局
2017年8月8日

关于蔡家村周边项目（灯芯绒厂北侧）
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人申报举证及协商补偿的公告

2017年3月13日起，我局对蔡家村周边地块（灯芯绒厂
北侧）项目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开展调查登记，本项目征收补偿
方案（征求意见稿）已于2017年3月22日在征收现场公布，公
开征求公众意见。为保障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现将所有权人不明确（包括无产权关系证明、产权人下落不明、
暂时无法考证产权的合法所有人等情形）的被征收房屋进行
公告，请相关权利人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与常州市天宁
区茶山街道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项目现场办公室联系申
报举证。联系地址为常州市天宁区茶山街道常春村委蔡家村
30号，联系电话：13813596159。逾期未申报举证，按照《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和《常州市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常政规[2011]2号）等
有关规定处理。

常州市天宁区建设局
2017年8月7日

序号
1
2

房屋坐落
蔡家村33号
蔡家村33号

权证面积（㎡） 未经登记建筑面积（㎡）
17
17

常州华星银河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公告
兹决定召开常州华星银河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现将会议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7年8月26日上9时
30分（因参会人员较多需审核登记入场，请
提前1小时自8时30分开始入场）；

二、会议地点：常州工学院体育馆内（地
址：常州市新北区辽河路666号）

三、本次会议主要内容：
1、管理人报告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之后

开展的破产清算工作；
2、审议破产财产变价方案；
3、审议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四、因座位紧张，每户债权人仅限一人

参加会议，委托代理人参会的，还须携带授
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五、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及管制刀
具等违禁品入场；

六、禁止携带挎包、背包、水杯、水壶、
饮料入场；

七、校园内禁止吸烟。
常州华星银河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二O一七年八月七日

公 告
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LJ0307

基本控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改）草案将于2017年8月10日-9

月 20 日在市规划局网站（www.

czghj.gov.cn）、武进区政府网站

（www.wj.gov.cn）、武进分局一楼

大厅、礼嘉镇政府公示栏以及地块

所属村委公告。公告期间公众对公

示内容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间提

出陈述、申辩、请求协调或听证申请

等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上

述权利。

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人民政府
2017年8月8日

本报讯 武进某企业法人李某日前主
动 缴 清 了 371.85 万 元 的 欠 税 款 和 滞 纳
金。这位多次被催缴欠税的“老赖”之所以
改变了态度，缘于他因为欠税不仅被阻止
出境，还有可能被媒体曝光。

武进地税征管科科长栾方洺介绍，营
改增以后，地税缺少“以票控税”手段，为了
有效严密监控和清缴欠税，督促纳税人依
法履行纳税义务，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

度，地税部门与党报、公安边防等合作，曝
光欠税“老赖”行径，对出境行为喊停。“像
李某这样，在被阻止出境或被媒体曝光后，
主动缴清欠税款的有不少。”

7月下旬，武进地税首次通过江苏省公
安边防总队，对47名欠税企业法人采取阻
止出境措施。此次主动缴纳欠税的企业，
从去年 4 月开始欠税，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
累计欠税已达 343.64 万元，经责令限期缴

纳后仍未缴纳所欠税款，企业法人李某接到
《阻止出境决定书》两天后，主动联系税务机
关缴清了欠税款及28.21万元的滞纳金。

今年以来，武进地税局扎实开展欠税清缴
行动，按照“大户分期清、中户重点清、小户全
额清”的原则，通过面对面约谈、签订清欠计
划、推进强制执行、媒体曝光、阻止出境等措
施，循序有效地开展欠税清理。在对欠税企业
履行边控手续前，及时告知企业此项措施带来

的后果及信誉影响，督促企业缴纳欠税，履行
边控手续后对企业进行跟踪管理，主动对接，
及时做好税款补缴入库及解除边控等工作。

“在清理欠税执法过程中，我们坚持刚柔
并济的执法原则，对于受到边控举措的纳税
人，我们同样为其提供权益补救途径，为其提
供服务。”武进地税三分局分局长张文金表示，

“最终营造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惩、无信者受
限的税收环境。”（王金光 方青恬 刘一珉）

武进47名欠税企业法人被阻止出境

说起牛仔染色，“黑牡丹”的靛蓝色不得不提。由蔡志忠
独创的“蔡志忠靛蓝染色法”，开创了中国仔布染色史先河，打
开了“黑牡丹”通向国际牛仔市场的大门。

“当最好的工人，染最美的纱线。”1982年，蔡志忠进入黑
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当了一名染浆工，30多年成就了一
位染色手工匠。

说起染色技术，蔡志忠如数家珍。
“靛蓝染料是一种极为娇嫩的还原染料，棉纱质量、染液

成分、染色温度和时间、助剂使用，甚至是气候等条件，只要发
生一丁点变化，都会引起牛仔布面色泽、色光的大变化。”

为了稳定靛蓝染色技术，蔡志忠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失败、尝试，再失败、再尝试，如此往复的攻关试验次数，已无
法统计。他举例说：比色滴定这一环节，仅靛蓝化料一项操
作，就有 6 个操作步骤，涉及 15 项技术要求，某个环节稍有把
控不到位，整个染色工序前功尽弃。操作程序对了，还得准确
把握工作规律，科学选择巡回路线，合理分配操作时间，做到
在巡回中防疵捉疵，严格把关质量；在操作处置上，还要分轻
重缓急，做到好、快、稳、准。于是，蔡志忠根据自己长期实践
摸索总结出了一套《靛蓝染色操作法》。

2005 年 4 月，“蔡志忠靛蓝染色操作法”被市总工会授予
“常州市职工十大操作（服务）品牌”，2008 年又被评为“第二
届江苏省十大职工操作法”，成为业内牛仔布染色的培训教科
书。由蔡志忠主持、参与完成的20多个攻关项目中，“牛仔纱
线清洁染色技术”不仅丰富了纱线色差，还可节水 85%、节电
31%。据悉，近百项新工艺和新设备改造项目，使车间每月可
节约成本20余万元。

从 2005 年的“蔡志忠染色组”到“蔡志忠劳模创新工作
室”，再到2014年的“蔡志忠首席技能大师工作室”，他的团队
先后荣获市五一示范岗、省工人先锋号、郝建秀小组式全国纺
织先进班组等称号。 刘卫平 陈卓 秋冰 文/摄

——记黑牡丹（集团）前织车间副主任蔡志忠

市十佳文明职工风采（７）

靛蓝染色“第一工匠”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金坛区尧塘街道纪工委了解到，该街
道要求各村民小组将资金统一上交村，并纳入农经站代管资金
账户集中代管，现已收缴资金1749万元，有效维护了群众利益。

农村集体“三资”是指农村集体资金、农村集体资产和
农村集体资源。近 3 年来，尧塘街道征用土地达 19771.775
亩，村民小组集体资金增加，带来的财务管理矛盾日益加
重。为此，该街道纪工委加强对组级财务纪检信访工作的
研判，联合农经站对 11 个行政村、202 个村民小组进行组级
库存现金的盘点，并要求各村将组级资金统一上交行政村，
并纳入农经站代管资金账户集中代管，目前 90%的村民小
组已完成收缴工作。

据了解，该街道还将对组级的票据管理、费用支出、资金
管理等统一按照村级财务的业务流程加以监管，使组级财务
管理规范化、制度化。 （舒泉清 刘锁俊）

金坛区尧塘街道

村民小组“三资”监管无死角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农委获悉，省
农委日前公布了江苏百个主题创意农园名
单，我市天宁蜜梨农园、钟楼佳农探趣科普
教育农场等7个主题创意农园入选。

此次公布的百个主题创意农园围绕花、
茶园、瓜果、菜、粮油种植、畜禽养殖、药用植
物等农业产业进行创意设计，开发创意休闲
产品，创意主题新颖，在充分挖掘品种特性、
功能特点、文化内涵、加工工艺、民间技艺等
基础上，又融入了科技、文化、生态、教育、健
康等元素，赋予创意农园独特性、新颖性、文
创文娱等特征。我市选的7个农园分别为天
宁蜜梨农园、钟楼佳农探趣科普教育农场、
新北区壕熊庄园、武进区嬉乐湾生态农业示
范园、溧阳南山寿桃创意农庄、金坛花神文
化创意农园、武进区薰衣草主题创意农
园。 （杨峰 刘一珉）

我市7农园入选
江苏评出百个主题创意农园

本报讯 “过去，到特检院报检起
重机，来回路上就要花一两个小时，
再加上排队，需要半天时间。现在好
了，常州特检实行网上报检，再也不
用来回跑了，方便又省时。”日前，中
车 戚 墅 堰 机 车 有 限 公 司 基 建 设 备 部
张大中对记者说。

8月2日，“江苏特检常州分院”微信

公众号正式开通，我市五大类特种设备即
可实现网上报检。短短两天时间，记者发
现已有20多家企业使用了该系统，一致反
映“省时，效率高”。

据了解，我市目前有电梯、起重机、压
力容器、锅炉、厂（场）内机动车辆等特种
设备超 14 万台。今后，这五大类特种设
备的使用单位、维保单位均可随时随地

登录微信公众号进入快速报检大厅，填
写相关资料后即可完成报检，改变以往
单一窗口经办的模式，解决客户排队等
待时间长等问题。同时，企业还可通过
该系统查阅设备到期情况，帮助企业清
晰管理设备，督促使用单位落实主体责
任，实现自主维护、主动报检。

（刘昱星 秋冰）

五大类特种设备可网上报检

本报讯 5 日，江苏华怡明都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与常州市恒发置业有限公司签
订天宁科技促进中心二期建设项目协议，
双方高层领导出席了签约仪式。

双方合作经营的华怡明都第 20 家连
锁酒店在天宁区竹林北路，将于明年开业，
是按国家五星级标准建设的豪华酒店，拥
有豪华客房300余间、1000多个餐位、2个
多功能大厅、大小会议室 10 余间、棋牌、
SPA 等康乐设施一应俱全，开业后将成为
常州市的涉外培训基地。(张博勋 黄智平)

华怡明都第20家
连锁酒店落户天宁区 在南大街乐购超市

外围的回廊上，有一个
不足 10 平方米的“雷锋
快剪”理发店。店主是
20 多岁的雷氏姐弟，来
自兰州。高质量的理剪
和便捷服务，每位 10 元
的“平民价”，吸引了众
多市民关注和光顾。据
了解，此店年租金要 9
万元，每天接待顾客 50
人左右，真是夹缝中求
生存，一刀一剪皆辛苦。
黄智平 魏作洪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