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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下，停在常州移动金坛公司大楼前的献血车显得
格外引人注目，这里一早就被前来献血的移动员工围了起
来，每名献完血走下车的移动志愿者都面带微笑，为能承担
这份社会责任感到光荣和自豪。

夏季是用血高峰，近日，常州移动联合金坛区血站开展
“凝聚移动真爱，捐献青春热血”无偿献血活动，一上午，累
计23名员工成功献血近7000毫升。儒林移动支局的小
李，他是一名85后共产党员，也是上午第一个献血的人，他
这次献了400毫升，小李憨厚地笑着说：“我平时就爱运动，
结实，献400毫升的血不碍事。”献完血后，没有额外多休
息，他就赶着去单位，那里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他。

献血队伍中，总少不了一张老面孔，他可算是移动的献
血达人——金坛移动的顾经理。“第一次献血是15年前陪
妻子做产检，当时看到献完血的人精神状态都很好，也就打

消了我的所有疑虑了。”顾经理说道，“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献
血站找到我，说金坛人民医院一位三十多岁的白血病患者
需要输血小板，我有些犹豫最终还是答应了。”那次，当顾经
理按约来到献血站时，救护车已经在待命，一旦血小板抽取
完毕就会立刻送往医院，为病人输血。“那一刻我真实地感
受到，献血不仅是在帮助人，更是在救人命。那种油然而生
的自豪感给我很大的鼓舞。”从此以后，顾经理便经常去献
血小板，长年以来，他以自己的爱心之举慢慢影响着身边的
同事，更多的人也加入到了献血的行列。

心相连，脉相通。血液是生命之源，把流淌在自己体内
的少量血液献给别人，不仅仅是给予他人一线生的希望，更
是给予他人一份爱的温情，常州移动将把这份爱心一直传
承下去。

吴国俊 钱晨

凝聚移动真爱 捐献青春热血
——常州移动无偿献血传递真情

武进区武宜北路东侧社桥路两侧地块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由常州恒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

的武进区武宜北路东侧社桥路两侧地块（项
目名称），东至湖塘街，西至武宜北路，南至
四季青服装城及湾里新村，北至皇冠大酒店
及湾里新村。总建筑面积：233251.42,本项
目的建筑密度为35.35%，综合容积率3.5；绿
化率27.89%。为提升物业服务水平，给业主
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根据建设部《物业管
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及《常州市前期物业
招标投标实施细则》的规定，本项目决定采
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具备较高管理水平、
声誉良好，且具备住宅小区管理业绩的贰级
及以上物业服务企业进行前期物业服务。

请有意向参与的物业服务企业于2017
年8月31日（节假日除外）前到常州市武进
区房地产管理处物业招投标办公室（302室）
报名。

常州恒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
单位）

江苏春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单位）
联系人：左昕 蒋小芬
联系电话：0519-85857550

13685221117
2017年8月29日

“常乐花园”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常乐花园”项目位于常州市新北区三井

河以北、泰山路以西、新藻江河以东，由常州
市三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项目
规划总建筑面积为8.4855万㎡。现公开选
聘物业服务企业实施前期物业管理，请具有
叁级及以上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于2017年
8月29日—8月31日，上午9：00—11:30，下
午1:00—4：30时，携带本公司营业执照副
本原件（复印件一份）、资质证书原件（复印件
一份）、公司简介、业绩资料，到常州市物业管
理协会报名，外地企业投报的要增带常州市
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物管处出具的有效期
内的备案证明，在此之前，在常州市物业管理
系统（企业端）进行网上报名，上传电子版的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原件、资质证书原件、公司
简介和业绩资料，外地企业投报的要增传常
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物管处出具的有
效期内的备案证明，并得到网上审核通过。

报名地点：常州市新北区黄河东路88号
607室，市物业管理协会前期物业管理招
标办

联系电话：0519—85160886
常州市三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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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19点，在恋恋不舍的回首
中，滨川幸大与“溧阳兄弟”陈波挥手道
别，踏上了去往上海的高铁。

滨川幸大是日本冲绳县宫古岛市人，
陈波是溧阳市锦汇步行街上“大秦瓦罐
面”的“面馆小哥”。他们如何会有交集？

原来，滨川就职于日本一家钢铁公
司，去年11月，受公司委派到溧阳出差，
住在金峰国际大酒店。由于距离较近，滨
川有一次到陈波的面馆用餐。陈波连声
招呼：“先生，您要吃些什么？”可连问了几
遍，对方只是指着价目表回答：“What's
this（这是什么）？”

陈波虽然职高都没毕业，但有着很好
的英语基础，借助翻译软件，他竟然和滨川

顺利进行了交流。陈波回忆说：“那次
滨川点了一份肉丝辣椒。”滨川在一旁
笑着补充：“还有一碗面，味道很好。”

此后，滨川经常到陈波的小店
来吃饭。时间一长，两人成了好朋
友。陈波得知，滨川今年 43 岁，他
的家乡宫古岛市是个海滨城市。他
有一套海景房，步行到海边只要 1
分钟，不过房子面积只有 42 平方
米。妻子名字叫波浪，女儿叫滨川

百合菜，今年 4 岁，现在妻子又怀孕 6 个
月了。

随着友谊的加深，陈波每次都不要
他付钱，可滨川坚持不肯。于是，陈波都
会少收一点，比如一碗肉丝面只收10块
钱，滨川就会指着价目表说“NO”。

在 1 个多月时间里，他们互加了微
信、留了电话。滨川回到日本后，在中国
购买的电脑出了故障，快递给陈波，陈波
帮忙联系广州厂家，修好后邮给滨川。

8 月 24 日，滨川受新公司委派到广
州采购充气滑梯，但他一心惦念着“溧阳
兄弟”，办好公差，第二天就赶来重叙友
情，晚上住宿陈波家，相谈甚欢。

临别时，陈波买了茶叶等溧阳特产相
送，滨川依依不舍地对陈波说：”您有我家
地址，我随时恭候您和家人光临。”滨川
说，他已深深地爱上了溧阳，5个月后公司
还会派他到中国出差，到时他一定再到溧
阳好好转转、看看。 芮曼菁 刘建平

“面馆小哥”和他的“外国哥们”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金坛区金
城镇在该区率先推出指尖上的“阳光村
务”，通过扫一扫“阳光村务”微信，登录

“阳光村务”系统，即可对各村党务、村
务一目了然；农户只需输入身份证号
码，对其“家庭情况”“我家的地”“我的
分配”“我的保障”等一清二楚。

目前，该镇 11 个行政村、589 个

村民小组、17000 个农户信息全部录
入系统，不仅方便群众查询，而且推进
了党务、村务公开，使农村“三资三化”
管理到边到角、不留死角，实现村务管
理制度化、信息化、公开化。

金城镇通过“阳光村务”，加强村集
体资产保值增值，强化村民对党员干部
的监督。村民登录“阳光村务”，可及时

了解到整个村庄的资金、资产、资源情况
和目前村庄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情况，
了解到涉农资金、地力保护费、秸秆还田
补贴情况和扶贫资金、救灾款落实情况及
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兑付情况，了解到村
集体收支、家底、业务招待费情况，进一步
促进村务公开与民主理财。

目前，该镇正基于这一平台开展农业

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秸秆还田
补贴清理核查，对历年涉农综合补贴集体
部分及各类项目资金去向开展跟踪审查，
对扶贫资金发放开展全面检查，对近年来

“一事一议”、财政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新
农村建设财政扶持项目建设资金落实情况
开展专项检查，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款
兑付进行清查。（蒋建君 张玉峰 赵鹤茂）

金坛区金城镇——

打造指尖上的“阳光村务”

本报讯 上周，应青海省海南藏族
自治州科学技术局邀请，今年 66 岁、享
受国务院津贴的溧阳农民水产专家潘洪
强赴青海，给当地 500 多名基层科技服
务人员集中授课。

为支持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
区和革命老区发展，国家科技部等印发
科技人员专项计划方案，选派人才赴当
地进行技术培训，帮助这些地区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潘洪强作为享受国务院
津贴的农民专家被列入人才库。

在 3 天培训中，潘洪强结合实例，讲
解了淡水养殖技术的要点。回溧后，潘
洪强又赴各乡镇授课。

（芮伟芬 王田夫 吴叶飞）

农民专家潘洪强
赴青海授课

本报讯 19 日，参加商务部援外培
训项目的科特迪瓦、几内亚、刚果等10个
非洲法语国家的37名渔业官员、专家及
技术人员，专程来到我市金坛考察交流现
代渔业建设和渔业科技服务先进经验。

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
究中心有关专家的陪同下，非洲考察团
参观了金坛区渔业科技示范基地、长荡
湖水城、水街等渔业科技和休闲渔业示
范点，并听取了金坛区农林局有关政府

对渔业的扶持政策、水产技术集成推
广运作模式和水产养殖的设施建设等
方面的汇报。

据了解，这些非洲法语国家大多
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内陆水域和海
岸线还未大量开发，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要，发展水产养殖业尤为迫切，
考察团表达了希望在水产养殖方面建
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

（农宣 刘一珉）

非洲10国水产养殖专家金坛取经

本报讯 27 日，常州市第 6 届残疾
人运动会提前项目游泳比赛在武进游泳
馆举行。现在起市民可以免费领取本届
运动会开幕式门票。

此次游泳比赛中，来自全市 6 个辖
市区的 49 名残疾人运动员进行了 19
个小项的角逐。钟楼区的杨涛、虞润
天和新北区的潘艺彤各收获 3 金。

我市从 1997 年举办第 1 届残疾人
运动会起，按照4年一届的惯例，至今已
成功举办了5届市残运会。本届运动会
将分两个阶段比赛，游泳项目比赛为第

一阶段，第二阶段将于9月16日至19
日，在奥体中心进行田径、乒乓球、羽
毛球、坐地排球、拔河、飞镖、定点投
篮、跳绳共8个大项的比赛。

9 月 17 日上午 9 点，在奥体中心
室内体育馆隆重举行第 6 届市残运
会开幕式并有精彩的文艺表演，市
民可以到市残联宣文处免费领取门
票。领票地址：天宁区光华路 2 号市
残联 2 号楼 214、215 室；联系电话：
89966016。

（吴斐 朱雅萍）

市民可免费领取
市残运会开幕式门票

武进假日酒店第五届激情啤酒节
25日至27日火爆进行。桑巴舞狂欢、外
国乐队演奏、路德维格王子和希尔斯公
主大婚典礼等活动丰富多彩，令人耳目
一新。1200 余名市民在这里喝酒、吃
肉、看秀、抽奖其乐无穷。图为啤酒赛男
女嘉宾同台角逐。

马英 刘克林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