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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老师却不像大家这么乐观，忧
心忡忡说：“他们被骂了，会甘心吗，会
不会再来啊？”

小陈顿时又厉害起来说：“怕什么
怕，来就是了，他们来几次，我骂他们
几次，什么人啊，什么腔调，把我们居
委会干部当什么？当贪官，对我们比对
贪官还凶哦！”

大家叽叽咕咕又议论了一会儿，
逐渐散去了，只有齐三有留着没有走，
他的面店经营情况大大好转，决定扩
大面积，增加经营项目，已经谈妥租下
隔壁罗桂枝的房子，需要办小额贷款，
在余老师的指点下，填写了申请表格，
很快就能办下来。

齐三有在表格上一笔一划认认真
真写下大大的两个字“齐飞”，小陈一
探头：“咦，原来你不叫齐三有——”

齐三有一本正经地说：“从今天开
始，我叫回齐飞了。”

扩建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噪
音也都停止了，那个急着办证明的居
民高高兴兴地走了，边出门边说：“停
谁的工也不能停居委会啊——”

小陈得胜而归，高兴得哼唱起来，
得意忘形。

想到电视台那几人来的时候盛气
凌人，走的时候连滚带爬，林又红心里
也倍觉痛快，如果换了以往，她也会像

小陈一样，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可是
现在——她坐到办公室静下心来想了
想，余老师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电视台
的人，不仅没能做成这档为民代言的
民生节目，还被大家嘲弄哄笑臭骂了
一番，最后简直就是仓皇逃窜，他们一
定会再杀回马枪的，心里琢磨着找谁
去搞定这桩事情，想到好几个人，都得
兜几个圈子才搭得上关系的，想直接
找电视台的人，倒是有一个。

一想到孙一光，心里就猛地一刺，
想把这个名字从心里赶走，可是孙一
光却固执地占据在她的心头上，最后
也拗不过自己的心，就是这颗疼痛着
的心，指挥着她去找孙一光。

林又红打电话给孙一光，孙一光
并不觉得奇怪，反而说：“我感觉你会
来找我的。”稍一停顿，又直接说：“你
就是这样一个人。”

林又红说：“你已经听说那个事情
了？有人举报我们扩建——”

孙一光笑了起来，说：“桂香街居
委会现在在我们台里名气可大了，新
闻部那个王主任，可是个王中王，却被
你们一群居民大妈大爷干得落荒而
逃，回来脸都不知往哪儿放了。”

林又红心知不妙，小心试探说：
“你的意思，他们还会再来吧——”

孙一光说：“很可能吧，毕竟没有

完成任务嘛，只不过，再来的时候，他
们会先做功课了，这一次搞得这么狼
狈，就是因为他们事先完全没做功课，
接到举报信就直接冲过来了——”

林又红觉得奇怪：“为什么，这又
不是什么命案或其他重大事故案件，
值得他们这么迅速、这么卖力吗？”

孙一光说：“最近曝光负面新闻这
方面，上面管得紧，他们二套的新闻已
经有好几天没有找到既受观众欢迎、

又能通过审查的事件了，正好你们这
事情撞到枪口上，曝居委会的光，料定
上面不会打卡压，还不赶紧的？”

林又红不由得气道：“原来是拿我
们充数，他们找错人了——”想想还是
气不过，又说：“以为我们好欺负？”

孙一光说：“所以我说嘛，他们连
功课都不做，以为举报信就是铁证了，
脑袋瓜子都没有拨清楚，他们面对的
可不是官场，也不是什么国企，不是什

么城管公安——”
林又红说：“想挑动老百姓恨居委

会，真是笑话！”
孙一光说：“说他们有意挑动，倒也

不见得，这事情，一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居
委会，二是因为他们急于要做反映群众
意愿的新闻，就这样。”

林又红不由笑出声来了：“可惜他们
找错对象，他们以为举报信怎么了，别说
匿名信，就是写上真名的，你找到他，他

也照样可以抵赖——”
孙一光笑道：“他们倒是一心为群众，

结果上了群众的当，其实，他们想要为群
众说话，唯一的办法是投靠居委会，只有
居委会是最了解居民群众的，找到居委
会，就不愁没有群众反映的问题嘛。”

林又红本来是抱着请孙一光帮助化
解矛盾的想法给孙一光打电话的，现在
话说到这份上，她心里的憋屈已经基本
消除了，她也不再担心电视台还会不会

再来，再来的话，她也知道该怎么处理问
题了。

她谢过孙一光，正打算挂断电话，孙
一光却说了：“林主任，其实今天你不找
我，我也正想找你——我已经和何小娟
开诚布公地谈过了——”

林又红顿时心里一阵抽搐，只觉得
一股气从脑门子里窜了出去，一时竟完
全无语，不知如何对答，同时，她又万分
紧张地等着孙一光的下文，因为孙一光
下面要说的话，很可能是最关键的决定
性的，这是决定两个家庭走向的关键。

不料孙一光却没有了下文，只是
说：“我建议你也和宋立明谈一谈吧，不
要再憋着、熬着了——”

林又红心头一酸，泪水控制不住地
流了下来。

扩建的收尾工作因为举报信和电
视台这一闹，反而加快了速度，没几天，
所有工程全部完工，只等验收合格，就可
以使用了，大家看着宽敞的办公场所，满
心的欢喜，林又红虽然对电视台依然有
所警惕，但也充分作好了他们再来的思
想准备和应对准备。

可是尽管林又红作了再充分的准
备，她也无法料到，又出了第二封举报
信，这一次，不是写到电视台，而是直接
写到了区纪委，举报扩建工程中的贪污
受贿行为。

扩建工程再一次被叫停。
每天大家来上班，面对已经扩建出

来的面积，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谁心里
不憋着一口气，这口气往哪里出，除了同
事之间吵吵闹闹，一点小事就生气别扭，
更多地就往居民身上出气了。

居委会干部对居民耍态度，居民可
不会客气，投诉的投诉，骂街的骂街，到
网上发表的到网上发表，一时间，桂香街
居委会自己办的桂香网站上，跟了许多
帖子，骂声一片，十分混乱。

桂香网站是小陈来了之后主动提议
办起来的，而且也是她自己一直做维护
更新的，现在看到居民如此不讲道理，一
气之下，关闭了评论功能，也不更新维护
了，只是在办公室里嚷嚷道：“骂吧骂吧，
反正我听不见！”

林又红也是一肚子的火气和怨气，
但是桂香网站是桂香街居委会的窗口，
居委会的工作，从网上传递到居民那里，
许多民情民意也可以从网上获得，开办
以来一直深受居民欢迎，不能说停就停，
林又红得忍下这口气，动员小陈恢复工
作，可是小陈坚决不干，继续嚷嚷：“谁爱
干谁干，反正这种夹档气我是受够了，不
受了！”

余老师也劝道：“小陈，既然到居委
会工作，就是这样子的，你又不是刚来，
耍什么小孩子脾气呢？” （待续）

桂 香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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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市规划局获
悉，武进区海绵城市试点片区建设
方案日前通过专家组论证，该方案
由上海市政研究总院与武进规划与
测绘院共同完成。

此次试点区方案包括武进行政
中心片与绿建区片两部分，根据片区
实际情况，分别从改造项目与新建项
目着手，进行因地制宜编制。行政中
心片为建成区，方案主要以问题为导
向，结合老小区改造、道路排水优化等

方面开展，以解决片区实际问题。绿
建区片大体为未建区，方案以目标为
导向，结合区域内绿色建筑特色，系统
性开展水资源利用、水生态提升、水环
境改善等海绵城市技术示范。

武进区作为江苏省海绵城市建
设试点城市，试点区建设的开展，对
于将来在全区推广海绵城市建设有
重要示范作用，也将为武进区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陆晔 刘一珉）

行政中心片、绿建区片方案通过专家组论证

武进推进海绵城市
试点区建设

我市一社区股份合作社原出纳周会
计，日前利用职务之便，将收到的本该上
交合作社财务账的厂房和商铺租金以及
电费等集体收益 100 多万元，归个人使
用。一名普通的基层社区出纳，采用收不
入账的方式，挪用社区资金且数额巨大，
令人触目惊心。

“我市农村经济比较发达，很多村有
商铺、标准厂房等物业，有的村集体一年
收入就有几千万元，一些村在收取租金
方面往往经手很多现金，一些村干部稍
有不慎便走向腐败。”市纪委党风政风监
督室负责人王小芳介绍说，今年分析梳

理了全市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的
案件数据，发现很多村干部腐败都和接
触到现金有直接关系。

怎样防止此类情况的发生，加强对
农村资金的监管，同时又方便群众？我市
创新将“互联网+移动支付”运用到村集
体收款工作中，开发出“村银通”结算系
统，使用该系统，财会人员在收款时不接
触现金，商户可通过手机扫码，直接将上
交村里的钱打到村银行账户。

“村银通”依托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对
接，通过扫码收款、收款通知、出具收据、
信息查询等过程全程留痕，确保资金安

全，从源头上防止财会人员“坐收坐支、
挪用侵占现金”等违纪行为。

“管住了‘收’的一头，还要管住‘支’的
一头。”王小芳说，一些侵害群众利益的案
件，很多是虚报冒领、截留造成的。通过推
广，现在每户家庭都有一张“一折通”卡，涉
及给村民的扶贫补助金、救助金、福利金等
都发到这张卡上，避免工作人员经手。

在村集体支出上，我市还试点推行
“村务卡”，村里支出的包括办公费、印刷
费、水电费、邮电费、差旅费、培训费、会
议费、协作招待费、劳务费、零星办公用
品购置费等公务支出中，原需现金支付

的有关商品和服务费用都以村务卡结
算。村务卡通过“银行授信额度，单位（个
人）持卡支付、单位报销还款、主管部门
监督”的管理方式，将村原使用现金支付
结算的消费支出，改由使用村务卡进行
支付结算，减少现金结算，促进村财务管
理制度并加强监督管理。

“收银通、一折通、村务卡3张卡，从
源头上铲除了基层‘四风’和腐败问题滋
生的土壤，效果很好。”常州经开区横林
镇党委书记江春明说，3 张卡推行以来，
全镇村、社区财务管理明显规范，监督起
来更加方便有效。 舒泉清

村集体财务收支靠人管远不如靠３张卡管

让更多的“周会计”不得犯罪

明基友达集团旗下唯一托管经营的
专业电竞连锁品牌——B5 电竞馆本月
19日落户溧阳。

该馆可供118人电竞比赛。
2017TEI 环太湖赛 B5 赛区常州站

比赛同日在此点燃战火，现场吸引了大
量电竞爱好者。

此次 TEI 环太湖大赛及 B5 电竞馆
的落户，将推动溧阳电子竞技文化发展。

芮曼菁 宋聪 文/摄

可供118人电竞比赛

专业电子竞技馆
落户溧阳

本报讯 我市自新房交易实现自助
缴契税后，二手房交易也向前推进了一
步，中介机构或纳税人可以先在网上预
审，然后再到税务指定窗口办理。由此，大
大提高了效率。

据市地税局纳税服务局副局长张琳
16 日介绍，我市地税存量房交易网上办
税系统已于上月初上线。此前，中介机
构、纳税人在办理二手房交易办税手续
时，要经历地税窗口取号、排队、资料审
核、交税等流程，现在只需在网上提交房
屋合同、身份证、户籍等电子影印件办税
资料，审核通过后即可选择方便的时间、
场所预约办税。

此举尤其受到广大中介机构欢迎。
截至本月 16 日，常武地区已有超过 50
家中介机构开始网上预审办税，涉及
343 户，已完成二手房交易预约办税
207户，征收税款197万元。

目前，二手房网上办税系统已在常
州主城区和武进区全面推开。金坛、溧
阳也已进行办税系统测试，预计本月下
旬开通。

（汪明清 文浩 刘一珉）

二手房买卖：

网上预审办税

昨天，“精彩江苏·骑乐无穷”苏台名校大学生沿江骑行交流体验营常州段
活动在西太湖畔举行，来自台湾、江苏两地知名高校的110名大学生从武进花
博会场馆西北门发车，环太湖骑行约15公里。副市长方国强出席发车仪式。

活动旨在促使苏台两地青年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也帮助台湾青年进一
步认识“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发展战略，展示我省及常州形象。

黄钰 常台轩 文/摄

（上接A1版）
作为国内第一家量产人工合成石

墨及石墨烯复合材料的企业，碳元科
技已成功开发了针对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液晶电视、LED 灯等电子产品
的散热解决方案，客户涵盖了手机行
业一半以上的厂家。成功上市后，碳
元科技不断扩产，新建了洁净生产车

间和高导热石墨膜生产线。今年上半
年，“高散热人工合成网状石墨导热膜
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顺利通过省验
收，该项目新增投资1亿元，申请省专
项资金1000万元。

“把新材料的魅力，切实转化成产
业升级的助力、经济突围的推手。”徐
世中表示，在碳元之前，自己经历过 5

次创业，有成功也有失败。碳元科技
作为上市公司，在做大做强石墨烯散
热主业的同时，也开始布局未来发
展。目前，总部大楼划出近万平方米
的空间，在智能制造、新材料领域扶持
一批早期初创企业，尝试将擅长的石
墨烯运用到新产品开发中。

马浩剑

（上接 A1 版）“既然找到我，说明不
论公司还是常州地铁，都信任我，我
不想辜负这份信任。”苏华说。

3000多条专业意见

来常州后，苏华担任广州地铁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常州项目部副
总工，为我市地铁 1、2 号线提供设
计咨询服务。其中，包括 1、2 号线
沿线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控制中
心及地铁大厦办公楼、车站人防、消
防、配线带物业开发、1 号线商业策
划、高架车站等的咨询审查工作，协
助我市轨道公司组织开展各类技术
问题咨询并形成咨询报告，组织 2
号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专家审查
会，顺利通过专家评审等。

据介绍，仅仅是常州地铁 1 号
线初步设计阶段，她和她的团队就
提出了 3000 多条专业意见，百分
之七八十都被业主和设计、施工单
位采纳。

文化宫地铁站是1、2号线换乘
站，按最初设计方案，2 号线车站为
地下 3 层站，1 号线车站为地下 2 层
站，但通过大量实地考察，苏华及其
团队提出，将 1 号线车站设计为地
下 3 层、2 号线车站改为地下 2 层能
更多的节约土地资源和造价，而且

能与周边商业更好地衔接。同时，
考虑到该地块土地资源有限，在苏
华的建议下，原本设置在地面的车
站冷却塔变更为可设置在地下的蒸
发式冷凝空调制冷系统，这样不仅
可以节约能耗、不占用地面资源，而
且能降低噪音，景观效果也更好。

她比别人付出更多

苏华和丈夫都从事地铁行业，丈
夫也是全国各地跑，常年不着家。苏
华不仅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父母，
尤其是父亲还发过两次脑梗。

开会、看图纸，加班到晚上八九
点是常事，有一次甚至开会到凌晨4
点多。不管多忙多累，每天中午她都
会抽半小时赶回家，和女儿、父母吃顿
饭、说说话。同事们形容苏华的工作
状态是“左手翻图纸，右手抱孩子”。

2013 年 度 常 州 市 轨 道 交 通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特 别 贡 献 奖 ”、
2014-2015 年度常州市轨道交通
工程“勘察设计先进工作者”、2015
年度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十大优秀项目负责人”、2016年度
常州市轨道交通工程“勘察设计优
秀项目经理”⋯⋯这些荣誉的获得，
苏华比别人付出了更多。

朱琳姣 周瑾亮

左手翻图纸 右手抱孩子

本报讯 77 岁的冯老太因巨大
卵巢肿瘤在市妇保院接受手术治疗，
昨天康复出院。

据悉，冯老太体重200多斤，患有
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手术难度及风
险较大。

病区副主任谭青青介绍说，冯老
太盆腔肿块的病史已有数年，但一直
没有重视，也从没有正规体检过，近年
来腹部增大明显，连正常行走都极不
方便，更出现了胸闷气急等症状。冯

老太本身就胖，认为是自己又长胖
了。前不久经人提醒才到医院就诊。
检查后，发现盆腔有一个巨大的卵巢
肿瘤，直径约 25 厘米，差不多有一个
篮球大。

患者家属慕名找到市妇保院许培
箴主任医师。许培箴充分了解病人情
况后，与团队及相关手术科室经过多
次讨论，最终确定了详细周密的手术
方案，为患者施行了剖腹探查手术。
术中发现，盆腔巨大的肿块是卵巢来

源的良性肿瘤，遂行全子宫、双附件切
除术，肿瘤重达30斤。

据许培箴介绍，卵巢肿瘤是常见
妇科肿瘤，可发生于任何年龄，组织学
类型繁多。像冯老太这样绝经后如此
巨大的肿瘤比较少见。她提醒妇女，
应定期健康检查，做到疾病早发现、早
诊断、早治疗，若发现卵巢囊肿直径大
于 5 厘米或囊肿中有实性部分，应及
早行腹腔镜检查或剖腹探查。

（妇幼宣 沈芸）

经我市妇保院手术治疗后康复

77岁老太太体重200多斤

一个卵巢囊肿重达3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