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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在身边温暖在身边

倾听倾听

本报讯 “机会挺多的，我想先找
份自己能胜任的工作，然后学习一门
技能。”10 月 26 日，在天宁区 2018 年
度退役士兵欢迎大会暨专场招聘会
上，26 岁的毛剑锋说，这是他第一次
参加这类招聘会。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脱下戎装，
路在何方？许多退役士兵刚走出军
营，对如何开始新的生活既感到迷茫，
又有期待。为了帮助他们走好退役后
的第一步，专场招聘会让不同专业、不
同年龄的退役士兵有更多机会找到适
合自己的职位。

“退役士兵肯吃苦、有责任心，之
前企业安全生产的岗位就是由退役士
兵担任的。”台资企业旭荣针织是一家
在全球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的大型
企业，招聘负责人表示，他们充分考虑
了退役士兵的实际情况和企业需求，
设置了消防管理员、工程员、安全员等
岗位。

当天，旭荣针织、华利达集团、武进
不锈、纳图电气、天晟新材料等 60 余家
天宁重点单位，共提供了189类1080个
岗位，相关岗位平均月薪 3800 元以上。
其中，公安巡特警辅警、商场安全员、置

业顾问、物流专员等岗位受到欢迎，现场
达成就业意向82人。

第一人民医院局前街派出所警务
室招聘负责人说，现在警务室工作人
员 80%是从退役士兵中招聘来的，之
前一般通过中介劳务机构或是其他退
役士兵介绍，被录用的应聘者在两个
月的实习培训之后，会被派驻到警务
室工作。

近年来，为着力解决部队“后院、后
路、后代”的问题，天宁区启动了“安心工
程”，先后为入伍新兵双亲购买商业保
险；赴浙江丽水走访慰问天宁边防战士；

对在部队立功、受奖的官兵上门报送立
功喜报、发放立功奖励金；年底，还将开
展驻区部队优秀官兵疗休养。

同时，为实现部队官兵“入伍即入
学、退伍即就业”目标，区人武、双拥等部
门，充分发挥“就业绿色通道”作用，开展

“春风行动”，确保退伍军人安置好。另
外，按照“部队缺什么、地方帮助补什么”
的原则，利用军地两用人才培训班，提供
厨师烹饪、计算机运用与维修、市场营销
等各类实训，提升驻区部队官兵职业技
能和创业能力。

（罗翔 徐忆伟）

岗位平均月薪3800元以上

天宁设退役士兵专场招聘

本报讯 “这个机器能给纸张称
重，扔垃圾还有礼品或现金兑换。”家
住18栋的汤阿姨带着硬纸板、废报纸
来到纸张的可回收箱前，刷了一下电
子卡，投放其中，然后在礼品兑换机前
刷卡查看自己的积分。

今年 8 月底，全市首个垃圾分类“智
能化”机器试点景瑞望府小区，这个垃圾
分类的可回收机器不仅有回收纸张的，
还有回收金属鞋子、衣物、塑料的机器。
此外还有积分兑换机设备和新颖有害垃
圾回收箱。

“这个垃圾分类‘智能化’机器很受
欢迎，居民只要刷卡就能用，有相应的积
分返利和兑换。这种简洁明了的方式大
大激发了居民的使用积极性。”

据景瑞旺府的物业负责人柳顺利介
绍，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产生的各种垃

圾很多，楼底下的垃圾箱不到几个小时
就满了，有了这个智能化机器，居民可以
很快就学会垃圾分类。

运行 2 个多月以来，小区入住居民
535 户，已有 412 户自愿办卡，参与率近
80%，可回收物投放次数 3238 次，收集
重量超过5吨，投放准确率100%。

垃圾分类投放准确大大节省了人
力，更好地帮助废物利用。近期，天
宁还将联合市环卫处在巨凝金水岸、
荆 溪 人 家 小 区 推 广 垃 圾 分 类“ 智 能
化”机器。

（陶怡 陆春滟）

全市首个，设在景瑞望府小区

天宁试点小区智能化垃圾分类

普通人面对持刀歹徒，警察叔
叔教的第一招，是拔腿就跑。但在
现实生活里，总会有市民“路见不平
一声吼”。

今年 7 月 3 日傍晚，青果巷社区
居民伍毓中在人民公园散步，喷泉处
的骚动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一个
手持利刃的歹徒正欲对一位老先生
行凶。

伍毓中毫不犹豫地拨开人群，迎
着歹徒的刀尖扑了上去，死死握住歹
徒的手，奋力制止歹徒行凶。在搏斗

中，伍毓中不幸受伤，无奈地看着歹徒仓
皇逃离现场。

在120急救中心，医生说，距离心脏
5 厘米的伤口险些夺走伍毓中的生命。
事后，问起伍先生，有没有后悔过？他坚
定地说：“如果再来一次，我依然会选择
冲上去。如果没有上前制止，我可能会

后悔一辈子。”
在得知老人已脱离危险、歹徒被警

方抓获后，伍毓中显得非常欣慰。
生活中的伍毓中，一直是小区里的

老好人，虽然已经退休六七年了，但他经
常帮助左邻右舍，发挥余热。小区里有
一位80多岁的高龄老太太，丈夫去世多

年，带着一个残疾的儿子相依为命，其他
孩子住得都比较远。于是，伍毓中常常
去看望老太太，帮着配药、拿东西，咨询
一些事项办理程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减少老太太的负担，老太太和孩子
都很感激他。 邵晶慧 曹亮

面对持刀歹徒⋯⋯

本报讯 10 月 29 日，天宁区
市场监管局红梅分局成功为闫女士
办理了全区第一张“全域通办”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

闫女士从事化妆品零售，注册
登记地址在彩虹城小区，属天宁经
济开发区，按照以往的登记办法，应
由天宁经济开发区分局办理营业执
照注册登记。

“全域通办”后，申请人经营范
围中不涉及前置及后置许可审批
事项（集中个体工商户经营的各类
市场内的经营者除外）的设立登

记，可到全区任一市场监管基层分局
提交材料，并由收件地基层分局依法
作出决定。因此，闫女士就近选择了
位于自己家附近的红梅分局申请办
理营业执照。

“全域通办”打破区域范围内的市
场监督管理分局属地限制，提升准入
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便民、利民，形
成登记区域无限制、服务区域全覆盖
的登记模式，进一步激发潜在的市场
主体活力，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工商
户健康发展。

（罗翔 张冲）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全域通办”

本报讯 近日，恒生科技园荣
获江苏省人社厅颁发的“创响江苏”
优秀创业服务机构奖，全省仅四家
机构获此荣誉。

与此同时，园区孵化项目——
姚文卿博士团队的“高可靠性、智
能、数字化、可编程 IGBT 驱动器关
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荣获“中国
创翼”创业创新大赛“创翼之星”奖。

常州恒生科技园作为国家级小
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省
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不仅为创新
企业和团队在大赛期间提供展示机

会，而且不断延伸服务，长期、深入地
支持创新项目在赛后的发展。通过其
创新服务平台的投融资服务、创业诊
断、行业交流、品牌推广等创业服务，
对优秀创业项目进行跟踪服务，推动
创新创业企业融通发展，打造新时代
优质双创服务平台。

日前，园区二期一标段已投入使
用，为了更好地服务园区，还引入了

“苏宁小店”，根据园区用户的核心需
求提供多样化的商品选择，实现“工作
在恒生，快乐在恒生，成功在恒生”。

(夏吉 杨冉冉)

恒生科技园获优秀创业服务机构奖

本报讯 近日，家住红梅东村
的刘大爷，一大早拿上身份证，来到
位于红梅东村卫生服务中心二楼的
健康小屋，进行自助体检。

先要身份证识别，然后刷卡操
作，刘大爷对自助检查的每一个环
节都很熟悉，他说，“每年都到这里
来检查，都快 5 年了。离家近，又不
用花钱。”

花半小时就能知道自己心肺、动
脉、人体成分、骨密度的情况。

“我们的健康小屋，为红东、虹
景两个社区近 3000 居民提供免费
服务，特别是65岁以上老年人和患

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的人群，通过健康检测，对慢性
病做到及时管控。”健康小屋的江芝娟
医生介绍。

据统计，截至目前，天宁区共建成
健康小屋 43 家，覆盖全区 6 个街道，
其中企业为回馈社会投入资金建成
的健康小屋 6 家，政府投入在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建成的健康小屋 35 家。
从 2012 年至今，健康小屋硬件配备
和信息化建设不断加强，建设总面积
达 900 多平方米，各类仪器设备达
200余台，基本形成“十五分钟健康服
务圈”。 （夏吉 林勤萍）

天宁建成43家健康小屋

本报讯 10 月 29 日下午，兰
陵街道浦陵社区举办了第一届社区
好人民星奥斯卡微电影展。社区的
草根“民星”们，像电视里的大明星
一样，走红毯、在签名墙上签名留
念、角逐最佳社区志愿者，过了一把

“奥斯卡”瘾。
此次举办的首届社区微电影

展，被居民戏称为“社区里的奥斯
卡”。电影的内容，均由社区志愿者

们日常做的好人好事组成，讲述的都是
发生在社区居民身边的故事。

兰陵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龚峥说，
眼下群众文化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传
统的唱歌跳舞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居民
的文化需求，为此，参与微电影拍摄成
为街道满足居民多元化文化需求的一
种创新尝试，同时还能宣扬好人好事、
传递社会正能量，能够获得居民的广
泛认可。 （唐佳丰）

兰陵举办社区好人微电影展

本报讯 10 月 26 日下午，“翰
墨留香”书画工作室在清凉东村社区
成立，这是茶山街道为企业退休的书
画爱好者提供的一个老有所乐、老有
所学、老有所为的艺术平台。

工作室还聘请了龙城书画院副
院长谢飞为艺术顾问，来工作室交流
指导书画创作。成立当天，谢飞现场

创作了“翰墨留香”“宝雅人和”两幅作
品，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其他会员
观摩了谢老师现场创作，一时技痒，纷
纷上前一展身手。十多幅风格各异的
作品一一呈现在大家眼前。

据了解，今后工作室将以笔会、
讲座、展览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
活动。 （周东方 张莉敏）

茶山为企业退休人员成立书画工作室

本报讯 10 月 26 日，日本高
槻市议会议长福井浩二带领友好访
问团一行11人，前往博爱小学进行
参观考察。

访问团一行参观了学校陶艺、
国画、书法、航模等社团。高槻市议
长福井浩二当场书写“博爱”二字赠
与书法社团。在报告厅，博爱管乐

团为访问团带来了日本动画《哆啦 A
梦》主题曲表演。

2018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
结40周年，也是常州市与高槻市结好
31 周年。此次来访，将推进双方在文
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进一步巩
固和发展双方的友好关系。

（罗翔 杜明）

日本高槻市议会议长参观博小

近日，走进郑陆第十三站，我们来
到了三皇庙村。

记者：江书记，您好。您什么时候
到村里工作的？

江金南：到村里工作是 2009 年。
不过我是土生土长的三皇庙村人。

记者：村里的基本情况怎样？
江金南：2001年经历过五村二次

合并，现在村面积是 7.13 平方公里，
58 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 5676 人。
村里的天然气、自然水接入工作已经
全部建设完成。村里之前累积的矛盾
基本得到了化解。

记者：您是如何做好群众工作的？
江金南：我一直和我们村干部说，

老百姓的事要抓紧办，不要小事拖成
大事。有老百姓来办事或是寻求帮
助，首先要泡一杯热茶，态度要热情，

解决问题要积极。
记者：村里经济情况如何？
江金南：近几年还不错，已经改变了

之前经济薄弱村的情况。目前村里有
47 家企业，发展比较稳定，因此村级收
入也比较稳定。随着村里对企业的服务
不断提升、发扬“店小二”服务精神，企业
对村里的公益事业比较支持，比如装天
然气、自来水入户工程，企业家们赞助了
近 200 万；村党委号召全体党员捐助并
成立了一个党员爱心基金，专门用于帮
助困难党员，更好地凝聚党员信心。不
过，村里规模企业比较少，只有 7 家，以
后争取每年新增一家规模企业。

记者：三皇庙村得名是因为这里有
座三皇庙吗？

江金南：是的。三皇庙的原址在村
委的背面，现在迁入了南城寺。就在寺
墩遗址的区域内。

记者：寺墩遗址目前的考古工作进
展如何？

江金南：目前考古工作正在进行中，

已经有了一些成果，挖掘出了“良渚文化”
时期的玉琮。寺墩遗址是从崧泽到良渚
的产物。目前在保护区范围内的梧岗村，还
发现了更早期的马家浜文化。区委、区政府
非常重视，已着手申请国家大遗址。

记者：目前是第几次考古？
江 金 南 ：第 四 次 。 1978 年 发 现 ，

1979 年、1982 年、1993 年分别进行发
掘，后来因为人手、经费等问题，考古工
作就搁置了。

记者：寺墩遗址保护区有多大？
江金南：一期是 90 万平方米，也就

是1500亩，全部在我们村；二期约3000
亩，会有一部分涉及别的村。目前，涉及
到的区域都已全面保护起来。

记者：保护工作进展如何？
江金南：目前正在请国家级的规划

院做规划，可以说起点非常高，因为寺墩
遗址和杭州的良渚文化遗址属于同一类
遗址群。遗址核心区有一条自然的古河
道，现在沿着河道已经修了近 6 公里的
慢行步道，形成鲜明的保护标志。

记者：百姓对寺墩遗址的保护工作
支持吗？

江金南：通过不断宣传，和带着各个
生产村队长前往浙江良渚文化村实地参
观，村民觉得有盼头，还是非常理解支持
的，认为这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
如果遗址公园能建起来，不仅生活环境
将得到极大的改善，还能发展文化旅游
业，百姓能得到非常大的实惠。

记者：三皇庙村的产业，今后是不是
会重点转向文化旅游类？

江金南：是的，今后我们村要走文化
旅游产业的道路，通过走这条路实现三
皇庙村的乡村振兴。现在寺墩遗址已经
纳入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后续的保
护工作还将加速提质。我相信，五年、十
年后，这里将会非常美丽。

记者：寺墩遗址保护区做好了，不只
是天宁区的名片，还是常州的名片。

江金南：对的。可以说，我们都是历
史的参与者，正在见证历史的发生。

黄洁璐 凃贤平 徐佳誉
采访后记：寺墩遗址赋予了三皇庙

村的乡村振兴之路更宽广的想象空间。
乡村旅游、历史人文、产业经济⋯⋯良渚
文化村珠玉在前，三皇庙村有底子，有实
实在在的“内容”，但更多的是挑战。如
何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特色，这
道考题难度系数很高。

——三皇庙村党委书记江金南谈乡村振兴

做历史文化的传承者

昨天，江苏省“百姓名嘴”风采展示活动总决赛在南京举行。来自天宁检察院的黄梦倩最终在比赛中获得三等奖。右四为黄梦倩。 天轩 图文报道

本报讯 近期，江苏省明确了
2018-2020 年将统筹建设智能电
网、光伏等 22 个重点创新平台，天
宁区 2 家企业的相关平台入选。其
中，天宁的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
司的省光伏玻璃企业重点实验室入
选了光伏创新平台，国家 ITS 中心
智能驾驶及智能交通产业研究院的
国家智能商用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入选了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平台。
天宁区科技局局长周栋介绍，今

年以来，天宁区已申报认定省级和市
级创业平台 7 家。下一步，天宁将在
加快培育创新型企业上下功夫，预计
全 年 完 成 研 发 支 出 占 GDP 比 重
2.6%，高新技术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
值超30%，全年新增企业研发机构10
家，其中省级以上4家。 （吴玉平）

我省明确22个重点创新平台

天宁2企业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