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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国内20名知名
博主、网络作家代表，参加“新智造·
新江苏——全国网络名人看江苏”
常州站活动。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
工作局局长章勋宏，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省网信办主任徐缨，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科教城党工委书记徐
光辉出席活动。

在常期间，网络名人参观了位于
金坛仙姑村的一号农场，详细了解了

公司运用“互联网+品牌+基地”的生产
和运营管理模式；在金坛经济开发区，
他们深入埃马克（中国）机械有限公司
车间，察看高端数控机床生产全过程。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
网络社会工作局、省委宣传部、省网信
办共同主办，旨在发挥网络名人的网
络影响力，为发展智能制造、推广智能
制造营造良好的网上舆论氛围。

（赵鹤茂 杨兆平 周洁）

20位网络名人感受常州

本报讯 昨天，全市民营企业
家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2017年秋
季班在市委党校开班。市委常委、
统战部长韩九云出席开班仪式并讲
话，副市长梁一波主持开班仪式。

培训班由市委、市政府主办，市

百千万工程联席会议办公室承办，市
工商联组织实施。

本次是首期培训班，开设 1 个“百
名领军型企业家培训班”、4个“千名成
长型企业家培训班”、5个“万名企业经
营管理人才培训班”。 （黄钰 姚旭）

民营企业家“百千万工程”
首期培训班开班

早晨先到办公室查阅一下每周
和月度工作计划表，梳理一下手头
在办工程前期手续办理进度。9 点
去水利局，9点半到文物局，10点去
规划局，接着，再赶到行政审批中心
办理几个项目的相关手续，下午两
点踏看现场⋯⋯

这是常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前

期工作科科长许东庆上周五的1天。
类似这样的轨迹，他基本上每天

都在重复。

一
“很多人以为我们做前期主要是

坐在办公室，和电脑、电话打交道，其
实，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在现
场。”许东庆说，他们每年都要为全市
十几个大项目办理前期手续，每个工
程从立项开始，到进场施工，中间的过
程就是他们所要做的前期工作，包括
规划、选址、土地预审、环评、可研、初
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招标、质监、
安监、规划用地许可证、国土证、工程
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在内有二
三十项前期手续。 （下转A3版）

——许东庆素描

在路上 在现场

本报讯 今天是第 33 个教师节。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费高云带领相关
部门负责人走访我市中小学和在常
高校，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 4.5
万多名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
的敬意。

费高云一行分别走访了三井实验
小学、常州西藏民族中学和江苏理工
学院。

三井实验小学始建于1933年，是

一所历史悠久的农村中心小学。该校以
“求原教育”为文化品牌，近10年来从传
统农村中心学校向城市一流学校转型。
费高云一行参观了学校的特色社团并慰
问了教师。费高云指出，把未来的接班
人培养好，就是为“增创发展新优势，种
好常州幸福树”作出贡献。他希望青年
教师向优秀老教师学习，不断开拓创新。

常州西藏民族中学是创办于 1985
年的首批内地西藏校（班），已累计招收

3000 余名藏族学生。费高云肯定了该
校的办学成果，并看望了藏文教师，亲切
询问他们在常州的生活情况。他希望学
校站在民族团结的高度，努力为西藏学
子营造更加优越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中国科学院院士钱逸泰作为特聘教
授，今年正式任教于江苏理工学院。钱
逸泰院士在新超导材料探索和纳米材
料化学制备方面有着重要贡献，并培养
了 100 余名博士。费高云为钱逸泰院

士献上鲜花，并向他致以问候和崇高的
敬意。费高云希望在常高校学科建设
与常州发展相结合，为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

市领导周斌、方国强参加走访慰问。
又讯 我市教师节表彰大会暨教育

系统道德讲堂活动昨天在市五中举行。
会上表彰了 2017 年常州市师德标

兵和师德先进个人。60 名新教师代表
进行入职宣誓。 （尤佳）

费高云走访慰问教师

育人的目的就是种好幸福树

“我们正式推出了快递送达服务，
手续办好后，您的文书资料是自己来
取，还是我们帮您发EMS？”

7月7日，帮常州市麦里奇实业有
限公司代办外资企业登记手续的小
胡，在常州高新区行政审批中心听说
可以快递送达文书资料，高兴极了。

他是上海咨询代理公司的员工。
如果没有快递送达服务，过几天，他还
得乘火车再从上海赶到常州，来帮“麦

里奇”取《公司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营
业执照正、副本和《外商投资公司备案通
知书》证照、文书等资料。

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窗口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局从 7 月初正
式推出了“见一次面审批”业务，到他们
窗口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的企业和群众，
只要申请材料齐全并符合法定办理要
求，可以根据当事人意愿，在他们收件办
好相关手续后，通过快递送达相关资料，

这样，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和邮政
速递等技术支撑，只见一次面就能办结
相关手续。

该区市场监管局还圆满完成了全程
电子化登记试点工作，并开始全面展开
实施。 （下转A3版）

——常州高新区纪事

创新改革 加大油门

免费开放的公园，不仅是城市的
会客厅，更是市民的“后花园”。我市
目前已有 31 个敞开式公园。在今年

“两会”上，市政协教育界别小组提交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常州市开放公园
管理的提案》，为管好百姓“后花园”建
言献策。

据悉，该提案最初来自省常中的
5 名女生。据她们的指导老师陈玫介
绍，在学校开展的“模拟政协”活动上，
这组学生以开放式公园为主题，利用
寒假对市区部分公园进行了调研。在
此基础上，教育界别对免费开放公园
的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建议，
政府要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相关部

门要加强基础设施维护管理，提高智能
化服务程度，不断完善志愿者服务机制，
完善公园督查考核制度。

我市是省内第一个实现市政公园全部
免费开放的城市，自2002年起全面启动公
园敞开建设工程，截至目前，市区敞开公园
31个。免费开放，是否意味着降低服务水
准？这些公园如今的管理情况如何？近
日，记者走进市区3家公园一探究竟。

人民公园内，不少老人在锻炼身体、
带着小孩子游玩。虽然人流量大，但公
园内环境整洁，休闲椅和长廊的数量也
能满足需要。记者采访了多位老人，他

们都对公园表示满意。
同时段的东坡公园，游客少了许多，

园内山水景观精致、亭台楼阁交错，为确
保古典园林的观景效果，（下转A3版）

市区共有31个敞开式公园

部分设施设备已到更换高峰期

市区公园31个：
红梅公园、东坡公园、人民公园、花

溪公园、青枫公园、芦墅公园、圩墩公园、
荆川公园、新北中心公园、五星公园、翠
竹公园、兰园、毓秀园、武进假日公园、椿
桂园、文慧园、荷园、新天地公园、蔷薇

园、飞龙公园、西林公园、华山公园、紫荆
公园、高铁生态公园、花博会主展区、丁
塘河湿地公园、新龙生态公园一期、滆湖
公园（一期）、凤凰公园、横塘河湿地公
园、新龙湖湿地公园

（下转A3版）

附：

市区31个敞开公园

“以前村里一年到头臭烘烘
的；现在，路宽了、灯亮了、环境美
了，干旱、发大水再也不怕了。”上
月28日，溧阳市南渡镇黄山村村民
张士奎告诉记者，“三大一实干”活
动开展以来，村里大变样。

黄山村是大溪水库移民村，经
济基础薄弱，去年村集体收入 40
万元，农业种植是村民唯一收入来
源。而村里 2700 多亩农田中，有
2300 亩属于低洼地，以往一到夏
季，总要受到洪涝或干旱影响。

作为溧阳市水利局的结对挂
钩村，在这一轮“三大一实干”活动
中，水利部门利用自身优势，整合
资源，先后投入440万元，帮助该村
综合整治水利工程。还对因病致贫、
无劳动能力的特别困难的14户村民
进行重点帮扶，发放慰问金共计1.4
万元。同时，变“输血”为“造血”，为
该村出资20万元，参与镇里创办的
创业扶贫中心，拓宽集体收入渠道，
促进该村经济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溧阳市财政局在“三大一实
干”走访中，看到该市竹箦镇王渚
村村民缪达保的房屋严重破损，遇
恶劣天气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
今年57岁的缪达保，因患有低度智
障和身体欠佳，一直没有娶妻，无
法出门劳作，只能靠门前半亩菜地
以 及 侄 子 侄 女 给 予 援 助 维 持 生
计。他的房子年久失修、地基下
沉，墙体出现了大面积裂缝，屋顶
有破洞，不仅影响生活，更存在安
全隐患。了解情况后，该市财政局

及时为其落实建房方案，组织 5 万元
资金对缪达保的危房进行翻建改造。

竹箦镇西芮村村民潘素明，也是
“大走访”的受益者。他说：“我是地地
道道的农民，以前就是种几亩田维持
生计，现在进了工厂，一个月也能有近
2000元收入，特别感谢溧阳安监局和
村委为我们提供机会。”

在大走访期间，该市安监局了解
到西芮村经济相对薄弱的情况，多次
征求镇、村等意见后，决定将作为该村
集体资产的大会堂（危房）拆除，在旧
址上新建标准厂房，租给旧鞋回收公
司，每年可为村级集体经济带来 4 万
多元的租金收入。同时，周边农户中
有工作能力的人都进厂打工，对企业
回收来的旧鞋进行拆包、分类、清洗、
消毒等，每人每月可增加收入2000元
左右。

据悉，截至目前，该市已解决各类
群众关心的问题 20969 个，正在办理
的问题 7633 个，前期梳理出来的 35
个共性问题也都形成了解决方案。下
一步，该市将扎实推进“三大一实干”
活动，在探索常态化、长效化上下功
夫，把活动形成的好做法、好经验用制
度固化下来，做到走访活动常流水、不
断线。

芮曼菁 李金堂 徐文喆

——溧阳“三大一实干”活动纪事

旱涝有人管 屋破有人修

““三大一实干三大一实干””
全市再推进全市再推进

砥砺奋进的 5 年

议案追踪
寻常美好寻常美好

最美建设人最美建设人

本报讯 昨天，由市政府和省民
政厅联合主办的“龙城智造·福祉之光”
2017常州“康养+”产业推介会在南京
开幕。省民政厅厅长、党组书记侯学元
和市长丁纯等共同为推介会启幕。

丁纯在致辞中说，我市高度重视
发展优质养老服务业，并不断加大政
策支持力度，积极把服务“夕阳人群”
的康养产业变成“朝阳产业”。

市民政局在会上作产业推介。
副市长许峥、市政府秘书长杭勇

出席推介会。
会上，6 个合作项目签约，将落户

常州。它们是河海国际养老产品展示
体验中心、朗诗养老服务社区、鑫海大

厦、乐汇老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枝秀
五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央艺术
公园等。

推介会集中展示了我市 7 大特色康
养产业发展板块。

现场展示了常州企业研发生产或引

进的“养老神器”300 多类 3000 多件。
其中包括，一台神奇的轮椅可以让行动
不便的老人轻松上下楼梯；一套橱柜，只
要轻触按键，就可以在 50－110 厘米的
高度范围内自由升降；一套 VR 设备，老
年人穿戴后可以通过电脑屏幕逛虚拟超

市、虚拟花园。
目前，我市拥有医疗器械康复辅具

生产企业400余家，年销售100多亿元，
生产康复辅具产品品类4000余种，已占
全球康复辅具产品品类五分之一。

（王红 朱雅萍）

常州产康复辅具品类已占全球1/5

我市在宁举办“康养+”产业推介会

6个养老服务项目签约

溧阳客运有限公司投资3500万元购
置45辆混合动力公交车，日前投入运营。

这些车上，配有危险品自动感应、
残疾固定滑座、自动灭火器、应急逃生

门等安全设施，车辆低速行驶时采用
电力驱动。芮曼菁 王婷 杨阳 文/摄

本报讯 江苏省文物局日前公布
2017 年江苏省文物安全综合管理实
验区试点地区名单，溧阳市成为我市
唯一入选地区。

据了解，该市文物安全综合管理
实验区将以单位负责和部门协作为抓

手，以责任分解和三防结合为保障，以
打击犯罪和预防违法为重点，全面落
实部门职责，建立健全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馆安全管理机制，提高文物安全
执法管理水平。同时，依托现代科学
技术研发建设覆盖历史文化名村、纪

念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要文化遗
址的全市文物安全综合管理信息监控
系统，实施24小时全天候信息比对和
动态跟踪；与公安等部门建立文物安
全联席会议制度，建立技防和人防相
结合的安全网络。（芮曼菁 樊莉萍）

溧阳成为文物安全综合管理全省试点

历史文化名村和重要文化遗址
都要安装监控并可24小时比对

本报讯 对于一些人不肯报废黄
标车，或者找非法拆解公司违规拆解，
武进警方本月 6 日表示，将采取多种
限制措施，予以强制报废，并积极上路
清缴。

这些措施有：
1、停止检验过户。目前已停止

对黄标车的环保检验、机动车安全技
术检验，不予核发环保检验、安全技术
检验合格标志，不予办理委托异地检
验或转籍过户。

2、不得上路行驶。对黄标车未
检验、闯禁区等违法行为及非法从事
道路运输的行为，发现一起、查扣一
起、处罚一起。

3、限制相关业务办理。对不主
动提前淘汰报废黄标车的单位或个
人，暂缓办理其新增车辆的上牌注册
登记业务及其申办的其他车驾管业
务；对黄标车不得办理道路运输证年
度审验，不得办理转出、转入手续，符
合注销条件的予以注销；（下转A3版）

上路查纠 限办业务

武进警方强制
报废黄标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