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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8日，常州
市天宁区人民政府作出了对
北广场东侧潘家塘及周边旧
城改造项目征收范围内房屋
实施征收的决定，并通过《常
州日报》、常州市天宁区人民
政府网站等进行了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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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之日起30日内，与常州
市天宁区红梅街道房屋征收
与补偿服务中心联系，申报
被征收房屋权属情况及未经
登记建筑情况，并协商补偿

事宜。联系地址为常州市天
宁区竹林南路14号常州市
天宁区红梅街道办事处2号
楼 101 室 ，联 系 电 话 为
0519-85571687。被征收人
逾期未申报举证及协商补偿
的，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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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关于北广场东侧潘家塘及周边旧城改造项目
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人申报举证及协商补偿的公告

房屋坐落 权证面积（㎡） 未经登记建筑面积（㎡）
煤史村4号 0 4777.69

青龙分区QL0202基本控制单
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草案将于
2017年8月22日-2017年9月30
日在市规划局网站（www.czghj.
gov.cn）、常州市规划馆、地块所属
街道办事处及现场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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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规划局
2017年8月21日

控制性详细规划公告
批前公示

房屋坐落 权证面积（㎡） 未经登记建筑面积（㎡）
庙湾西路 0 648.15

庙湾西路 0 1559.47

2017年7月19日，常州
市天宁区人民政府作出了对
常高技及周边地块项目征收
范围内房屋实施征收的决
定，并通过《常州日报》、常州
市天宁区人民政府网站等进
行了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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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30日内，与常州市天宁区红
梅街道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
中心联系，申报被征收房屋
权属情况及未经登记建筑情
况，并协商补偿事宜。联系

地址为常州市天宁区竹林南
路14号常州市天宁区红梅
街道办事处2号楼101室，
联 系 电 话 为 0519-
85571687。被征收人逾期
未申报举证及协商补偿的，
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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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于 常 高 技 及 周 边 地 块 项 目
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利人申报举证及协商补偿的公告

常州市天宁区建设局
2017年8月21日

自今年 6 月溧阳开展“五项整治”
行动以来，该市公路管理处冒高温、战
酷暑，按照“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
的要求，对全境范围内 21 条国道、省
道、县道普通道路，166 座桥梁进行全
面巡查、整治，全力打造“宁杭生态经
济带”上的绿色走廊、景观通道。

综合整治交通沿线
整治初期，工作人员深入公路沿

线的废品收购站、汽修厂、码头等场
所，对出现的乱堆乱放、移动非标、路
面污染等违法行为进行法制宣传；利
用公路沿线电子屏，滚动播放宣传月
活动标语，倡导“金山银山不如绿水清
山”的理念及交通沿线环境综合整治
的意义。

7月6日起，公路管理处集中力量
分片区、分线路，对沿路乱涂乱画、边

坡内种植、用地内堆积物及乱堆乱放
进行集中整治，共清除边坡种植约
5000 平 方 米 ，清 除 堆 积 物 30 处 约
3000立方米。此外，在苏皖边界设立
矿产品车辆清洗点。

在绿化养护方面，先后完成 104
国道 6.9 公里、233 省道 9.2 公里绿化
提升改造，对埭头、别桥等 3 个节点
改造升级，查漏补缺补植绿化 2.5 公
里，移植清除或迁移相交道路通视
范围内影响安全视距的乔灌木等绿
化行道树 189 棵，疏通公路沿线边
沟 860 米，不断提升绿化效果和美
化道路环境。

38个垃圾房应声倒下
241 省道两侧的垃圾房建于上世

纪，由于管理滞后，垃圾清运不及时，
致使污水外溢、蚊蝇肆虐，恶臭难闻，

不但影响乡村卫生，还导致公路环境恶
化。

从今年 6 月起，执法人员多次到公
路沿线的镇、村进行专项整治宣传，商讨
协调对垃圾房进行拆除清理的相关事
宜。8 月 10 日，率先对 241 省道两侧的
垃圾房进行拆除整治。

据介绍，垃圾房拆除后，根据道路交
通和路域环境的管理要求，将使用封闭
式塑料垃圾箱更新代替。 截至目前，已
顺利拆除241省道垃圾房38个。

该市公路管理处还对104国道芜申
线公路大桥等7座桥下空间的建筑垃圾
和乱堆放进行清除，动用机械、运输车辆
清运乱堆放 135 立方米，给种植绿化安
装隔离网，彻底消除非法占用和安全隐
患，有效美化了桥下空间。

畅通黄金通道

239、241省道是两条苏皖两省之间
的黄金通道，每天过往车辆近 10000
辆。每到瓜果上市，沿路有不少果农沿
路摆摊兜售，有的为了多做生意，还会走
到路中间邀车揽客，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面对这一治理难点，该市公路管
理处在申请政府支持下，在 104 国道
石街头路段设立水果集中交易区，并
安排执法人员对沿线道路进行重点宣
传和巡查，对违规搭建的瓜果摊点进
行拆除。同时，多次与属地镇政府沟
通，宣传相关法律法规，拟在重点区域
增建集中交易区，将路边零散农户摊
点引导至安全区域售卖。

时间一长，执法人员坚持不懈爱路、
护路的言行，沿路摆摊的农民都看在心
里。乱设摊点叫卖和车辆占道停车的现
象明显减少，路域交通环境也更顺畅安
全了。 芮曼菁 刘建平

——溧阳公路管理处专项整治纪实

绿色走廊焕然一新
加快城市发展，离不开施工建设，但

施工工地给周边环境和市民生活带来的
影响却不容忽视。记者昨天从12319
市城管受理平台上了解到，施工阻碍交
通、夜间噪音扰民、扬尘污染、渣土车洒
泼滴漏等，都是工地较为突出、市民投诉
率最高的问题。

在地铁 2 号线勤业站，勤业路西
段北侧正处围挡施工阶段，还专门设
置了一条临时通道，供行人和非机动
车通行。市城管监督指挥中心考评人
员检查发现，这条临时通道存在围挡
施工和地面硬化不到位，地坪高低不
平，且地面坑洞未设置醒目安全设施
等问题，给市民出行带来影响。正好
路过此地的朱先生告诉记者，路面坑
坑洼洼，避让不及就会发生碰撞。一
到下雨天，道板下面都是水，稍不留心
还会摔倒。

据了解，这些开挖的坑洞旁，施工
方原本都设置了路障，因疏于管理，部
分路障倒地后未能及时补缺到位，在
夜晚或视线不清时，极易造成行人踩
入坑洞摔跟头。

钟楼区平岗星苑二期工程建设正
在进行中，工地围挡上的工程简介破
烂脱落，部分围挡上贴满小广告，门前

的绿化带俨然成了建筑垃圾堆场，实
在有损市容。而一墙之隔的龙湖龙誉
城，出入工地冲洗设施旁竟停满了各
种社会车辆，致使冲洗设施形同虚设，
渣土车、搅拌车等车辆出入工地时带
泥行驶，扬尘飞起污染周围环境。

在劳动中路的大运河常州城区段
交通疏导污水截流工程施工现场，同
样发现有部分施工围挡损坏，工地内渣
土未进行有效覆盖，围挡外积有污垢，
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按照城市长
效综合管理考评要求，工地围挡高度都
有相应标准，市政工地围挡标高为1.8
米，建筑工地围挡标高为2.5米。就目
前的检查情况看，一些工地未能按照相
关规定进行设置，急需整改。

针对突击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市
城管考评中心负责人表示，他们将逐
一派单到各区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
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整改，确保城
市市容环境整洁有序。

印香俊 秋冰

临时通道颠簸难行
冲洗设施形同虚设

本报讯 中国石化国际事业公司
2017年度涂料采购招标日前结束，我市兰
陵集团以明显优势投中了8个标段，涵盖
1000多个涂料品种，产值逾2000万元。

中石化年度涂料采购公开招标被
视为涂料行业的擂台赛，集聚了包括
阿克苏、PPG、佐敦、海虹等众多国际
大品牌和国内一线品牌，今年更是吸
引了来自国内外的100多家涂料企业
参加，竞争异常激烈。从2014年中石
化公开采购招标以来，兰陵集团每年
都成功入围，兰陵集团此次投了 8 个
标段，全部中标，涵盖了 1000 多个涂
料品种，其中，常用油漆涂料、民用建
筑涂料排名第 3，室外厚型、室外薄型

防火涂料排名第2，其他4个系列室内
薄型、室内厚型、室外超薄型、室内超
薄型防火涂料排名第1。

此外，在中标中石化公开采购后一
星期，兰陵集团又以防腐涂料第2、防火
涂料第1的实力，一举中标中石化安徽
中安联合项目，这是中石化目前投资的
最大项目，这也是兰陵集团继2015年承
揽中石化鄂尔多斯中天合创项目后的又
一重大战绩。

兰陵化工集团创建于1980年，位
于横山桥芳茂山麓，是中国20家主要
涂料生产企业和钢结构制作生产的著
名厂商，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张海峰 刘一珉）

在中石化2017年涂料采购中

兰陵集团中标逾2000万元

本报讯 我市新北区明确农业用
水户协会是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管理
载体，拟 8 月底前完成全区农业用水
户协会登记成立工作。这是记者从日
前召开的新北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推
进会上获悉的。

去年 1 月份，国务院出台了《关于
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逐步
建立按照分级、分类、分档的原则合理
确定水价，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
机制，既有利于促进农业节水，又能合
理保障种粮等重要农产品用水的需
求，同时总体上还不增加农民负担。

根据中央相关精神，新北区对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进行了全面部
署，近期将加快全区农业用水户协会

依法注册成立工作，以各镇水利站为
单位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统
一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成立，在 8 月
底前完成全区农业用水户协会登记成
立工作，对现有农业用水户协会，各镇
根据实际情况对章程进行修改。健全
农业用水户协会的管理机制，建立完
善的用水管理、财务管理、奖惩制度等
管理制度，实行民主决策、自主运营、
规范管理；政府加强对农业用水户协
会的指导和扶持，积极引导扶持农业
用水户协会创新发展。

最近，新北区各镇将对灌区内的
农业种植结构进行摸底盘查，统计种
植面积，制定用水定额。

（水利宣 刘一珉）

新北区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本报讯 8 月 11 日，江苏省农

委“三资三化”领导小组来到新北区
孟河镇督查“三资三化”专项提升工
作。省、市农委领导一行考察该镇
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对该镇推
进“e阳光”行动等工作给予肯定。

作为新北区“e 阳光”行动的
试点镇，孟河镇将借助村务“e 阳
光”平台，让集体资产管理和处置
依法依纪在阳光下运行，确保公
平公正公开。该镇以“互联网+”
为手段，建立微信公众号，向农户
公 开 推 送 集 体“ 三 资 ”管 理 等 情
况，每个村配备一台“三资”管理
信息触摸显示屏，方便群众查询
村级财务等相关信息。不久前，
该镇通过“e 阳光”平台公示并公
开招租了一村委建造的新厂房。

（童华岗 瞿志伟）

孟河“e阳光”平
台获省、市领导肯定

村级资产
上网招租

15 日，黄文翠、高培琦等 70 名考
取大学和研究生的江苏金昇集团员工
子女，分别领取集团颁发的 3000 元至

1万元爱心奖学金。
据了解，这一由总部位于金坛的

民营跨国公司发起的爱心奖助学活

动，已坚持 16 年，共向 1500 多名学子
发放奖助金580多万元。

赵鹤茂 刘友国 文/摄

宜居常州宜居常州 你我共建你我共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