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院根据常州市海虹共享塑料材料有限公
司的申请于2018年12月24日裁定受理常州市
海虹共享塑料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9年1月7日指定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负责
人朱军浩），常州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
责人吴小萍）担任常州市海虹共享塑料材料有限
公司管理人。常州市海虹共享塑料材料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向常州市海
虹共享塑料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
申报地址：常州市钟楼区西林街道东岱村委钱家
村58号，常州市海虹共享塑料材料有限公司内，
联 系 电 话 ：0519- 83880978; 朱 军 浩
13921095368；吴小萍13506148166），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申报期限内的申报
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
9：00-11：30，下午14：00-17：00。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完
毕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力。常州市海虹共享塑料材料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常州市海虹共享塑
料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5月3日14时30分在本
院第十三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持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或者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者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二○一九年一月十八日

（2018）苏0404破5号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公 告

根据《常州市市区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市政府关于加快实现市区住房保障应保尽保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常州市市区公
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知》的规定，经常州市住房保障中心审核，取消下列住房保障家庭资格，现予公示。

常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19年1月18日

常州市市区取消住房保障资格家庭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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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编号

DZ110096

KZ110115

GT1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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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170370

KT120165-D

GT140132

DT15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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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030034

DT090141-D

DZ1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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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管国华

李亚明

莫明明

刘国平

缪忠华

沈明华

高国新

朱自清

李正兴

蒋冬宁

周伟国

许伟忠

罗玉华

梁凤英

陈秉科

任卫平

顾慧敏

身份证号码

3204041956*****416

3204041967*****223

3204041974*****858

3204041968*****611

3204111969*****612

3204021962*****037

3204041959*****015

3204021939*****61X

3204111939*****234

3204021971*****839

3204021957*****415

3204021967*****213

3204021955*****04X

3204021952*****32X

3204041959*****032

3204041973*****859

3204041962*****826

所在街道社区

荷花池街道荷花池社区

永红街道清潭五社区

红梅街道红梅新村社区

茶山街道丽华三村社区

茶山街道富强村委

茶山街道朝阳新村第一社区

五星街道蓝天社区

南大街道双桂坊社区

红梅街道虹景社区

红梅街道锦绣社区

茶山街道人民家园社区

红梅街道翠南一社区

天宁街道小东门桥社区

茶山街道丽华二村社区

兰陵街道天安河滨社区

五星街道勤德家园社区

荷花池街道机械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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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常州通用自
来水有限公司总投资4.2亿元的西石桥水
厂和魏村水厂全量自来水深度处理改造
工程，经过近3年的努力实施，到2018年
10月下旬全部投产试运行。我市已完成
自来水深度处理工艺改造工作，比省政府
要求的完工时间提早了两年。

据介绍，目前我市城市供水日供水
能力 110 万立方米，主要由西石桥水厂
和魏村水厂承担。多年来，两大水厂的
出厂水质综合合格率一直达到 100%，
各项指标均符合或优于国家规定标准。
但为了进一步强化应对原水微污染事件
的能力，保障饮用水水质安全，省政府办
公厅于2015年提出了“全面推进自来水
深度处理工艺建设改造，全省力争用 5
年时间全面完成改造任务”的要求。我
市将自来水深度处理改造工程列入为民
办实事项目之一，于2016年初启动了西
石桥水厂和魏村水厂所产自来水全量深
度处理改造工程。

西石桥水厂和魏村水厂原来采用传
统的“混凝、沉淀、过滤、消毒”的自来水生
产工艺，即利用物理与化学的方法使原水

中的泥沙、悬浮颗粒物、胶体等杂质与水
体分离，并向水体中投加次氯酸钠对水中
的微生物进行杀灭。经过工艺改造，目前
两大水厂全面采用“臭氧+活性炭”深度处
理工艺，即在常规处理前，对原水增加预

臭氧杀菌消毒处理环节，在常规处理后再
增加主臭氧接触池和活性炭滤池深度处
理环节。该工艺不仅大大降低了原水水
质波动对自来水生产过程可能带来的影
响，而且能够利用臭氧进一步氧化降解原

水中可能存在的有机污染物，使水体中
COD（化学需氧量）去除率达到 60%，
TOC（总有机碳）去除率达30%-40%，进
一步改善出厂水嗅和味等感官指标，提升
了出厂水品质，从“合格水”走向了“优质
水”，并为供水安全提供新的强力保障。

两大水厂的深度处理改造工程均在
原址施工，常州通用自来水有限公司缜
密计划，科学部署，上下联动，克服了工
期紧、任务重、安全保障要求高等困难，
并严把工程安全质量、原材料检测、施工
监督制约等多道关口，全力以赴确保工
程顺利推进。

据悉，为全方位构筑“安心饮用水”
供水体系，我市在实施自来水深度处理
改造的同时，投资建设了德胜河应急取
水工程（30 万立方米/日），远期还将建
设新孟河应急取水工程（50 万立方米/
日），并建立水污染应急响应联动机制，
实现供水企业信息互通，强化原水监测
等措施，以增强供水突发事件的应对
能力，保证在长江水源地水质出现重大
波动的情况下，市民正常生活用水不受
影响。 （郭曼茹 周瑾亮/文 胡平/摄）

同步建成应急取水工程

我市“安心饮用水”供水体系进一步完善

两大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完工试运行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

（上接A1版）优化结构、稳中求进要
靠奋斗，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要靠
奋斗，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要靠
奋斗，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本色。现
在要做的就是奋斗、奋斗、再奋斗，
让奋斗成为新时代江苏发展最动人
的乐章、最澎湃的旋律。

娄勤俭说，奋斗就必须高举旗
帜、坚守信念，沿着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奋勇前
进。要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对标
新思想不断解放思想、统一思想，结
合江苏实际深入贯彻新思想、落实
新思想；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在习
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迎着风
浪，开足马力，扬帆远航。奋斗就必
须咬定目标、坚定信心，矢志不渝走
在发展的前列。要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咬定目标、扭住大事、抓
住关键，以“进”的信心实现变中求
稳、“稳”的定力推动结构优化，把发
展的每一步迈得更加坚实有力。奋
斗就必须直面问题、真抓实干，不断
把握和创造江苏发展的新机遇。要
迎着困难而上，不回避、不推诿、不
停步；要破解问题前进，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真抓实干、从容应对；要
在解决问题中发现机遇、用好机遇、
赢得更大机遇。奋斗就必须把握规
律、登高望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要在守住稳定、环保、安全、廉洁“四
条底线”的前提下，创造一切条件，
让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让越来越多的创新妙想有实践的空
间，让越来越多的基层探索得到鼓
励和包容。奋斗就必须众志成城、
团结一心，凝聚起最广泛的智慧和
力量。要真心实意解决民生关切，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推动改革发展，
更加自觉地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
神，让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实验室、
工作室处处迸发出创新创造的火
花。奋斗就必须自我革命、自我超
越，永远焕发生机勃勃的活力。要
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从党的根本
宗旨和国家的性质去检视自己的工

作；要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决与
一切错误思想作斗争，坚决与一切不
正之风作斗争，坚决与一切腐败现象
作斗争；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和
改进人大工作，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更
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的优越性。人大代表要倍加珍惜人
民信任，不断进行自我净化、自我提
升，更好地代表人民、服务人民，用扎
实过硬的发展成果，迎接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

本次会议选举产生和通过的 16
位省人大常委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在大会闭幕后进行了宪法
宣誓。

会议期间，常州市代表团围绕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和群众广泛关
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履行代表职
责，踊跃反映社情民意，就苏锡常一体
化、江苏中轴崛起、石墨烯产业发展、
绿色金融服务、青年发展需求、近视防
控体系构建、中医药作用发挥、美丽乡
村建设等方面提出29件建议。

白云萍代表联合常州和泰州的
25 位代表提出了关于加快常泰融合、
实现中轴崛起的建议。她认为，常州、
泰州两市地处扬子江城市群中部，共
同组成扬子江城市群中轴，受历史等
多重因素影响，中轴成为扬子江城市
群发展的“洼地”。当前，常泰两市融
合发展迎来一系列难得的历史机遇，
具备了加速推进的可行性。代表们建
议，将常泰融合发展上升为省级战略，
作为常-泰-淮-宿全省发展中轴崛
起的重要抓手和先期突破口，注重接
轨宁、沪、杭，承南接北，围绕打造交
通、产业、生态、创新、开放五大走廊，
抓紧编制省级规划、加强省级统筹协
调，推动两市共建长三角一体化南北
传导轴枢纽城市。

此外，戴士福代表针对我市石墨
烯产业发展现状，提出了关于在省级
层面加快支持石墨烯产业发展的建
议。沈东代表在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将

“常州市对标德国建设高质量工业明
星城市”列为江苏与德国合作重大战
略的建议等。

（陈月飞 舒泉清）

（上接 A1 版）2018 年，省人大常委
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走
在前列为工作导向，以务实创新的
工作举措为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
署的贯彻落实营造良好的法治和社
会环境，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如首
次听取金融资产专项报告，听取审
议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报
告并开展专题询问等；主动融入国
家重大战略，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
法，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协调发展
贡献力量；坚持以民为本的工作目
标，关注民生，回应关切；坚持严谨
务实的工作作风，不断提升工作能
力，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彰显工作实
效。建议进一步加强执法检查力
度，确保政策法规落到“最后一米”；
进一步助力国家发展战略实施；在
后续立法、修法过程中，更加顺应时
代发展新趋势，对互联网高速发展
背景下的网络安全等新变化给予更
大关注。

白云萍代表说，省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充分体现了在推进江苏高
质量发展和“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
中的担当和作为，贡献了人大力量、
发挥了人大作用。报告通篇站位
高、定位准、格局大，坚持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绝对领
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推动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
署贯彻落实；坚持统筹协调，上下联
动，推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常州
市人大将全力贯彻落实。我们将强
化使命担当，增强监督实效，提升立
法质量，发挥代表作用，加强自身建

设，建设党委满意、政府尊重、人民信
任、社会认可的“工作机关”。

马荣代表说，省高院工作报告在
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攻坚“基本解决
执行难”、推进司法公开、落实“谁执法
谁普法”、主动接受监督五个方面令人
印象深刻。建议：一是在法院审判工
作与社会综合治理、网格化管理协调
配合上进一步加大力度；二是在深化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上，注重顶层
设计，充分发挥省高院承上启下的作
用，帮助解决中基层法院办不了办不
好的难题。

葛志军代表说，刘华检察长所作
的报告，详实叙述了全省检察机关依
法履职、服务大局、司法改革等方面的
情况。新时代新形势下，常州两级检
察院将认真学习贯彻省“两会”精神，
按照省检察院报告中“四个致力于”的
工作要求，结合常州实际，积极投入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助力打好“三大攻坚
战”，突出打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加
大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做好环境、
食药等领域公益诉讼工作，强化对刑
事、民事、行政诉讼和刑事、民事执行
的监督，切实提高司法公信力。

吕小鹏、陆敏、董力源等其他代表
也纷纷建言献策。

现场讨论气氛热烈。
（舒泉清）

我市代表团审议省人大
常委会和两院工作报告

本报讯 农业生态资金是我市专
门设立的用于修复、建设、保护生态环
境，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专项资金。
常州市审计局对此开展审计，重点审
计了生态补偿资金预算编制及执行、
资金管理及使用、项目申报及实施等
情况。

为摸清资金具体流向、用途及使
用，常州审计对受偿区域获得涉农资金
规模进行分析，结合不同区、乡镇（街
道）资金政策、拨付审核存在差异的特
点，对受偿资金占比达 78%的两个辖

市（区）的各镇进行了审计监督“全覆
盖”，延伸审计了两个区的 19 镇（街
道），延伸覆盖面占总数的70%。沿着
市、区、乡镇（街道）最后到村的资金流
向，检查资金挪用、挤占及结余问题，关
注是否拨付给群众百姓。

审计发现，农业生态补偿政策手续
不齐全，决策程序不完整，部分辖市

（区）级财政部门在专项资金的分配、管
理、使用中存在延迟拨付、滞留账中的
情 况 ，年 度 预 算 资 金 滞 留 比 例 达
89.61%，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涉农资金

使用效益的发挥。审计进行了原因分
析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备政策调整手续，
优化议事决策程序，修订完善政策文件
的建议。同时，要求各个辖市（区）相关
部门必须查找原因，尽快研究制定滞留
资金拨付方案，及时拨付专项资金。

审计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引起
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相关部门单位多次召
集各辖市区有关部门进行清理核查，确保
农业专项资金的安全效益，目前，滞留拨
付的水稻田资金1693万元全部清理完
毕，充分保障群众百姓权益。（郭江平）

审计促进清理拨付涉农资金1693万元

武进区湖塘实验中学办学17年来，坚持师生每人每年订阅《读者》，总量达数千份，“良师益友”既丰富了课外阅读内容，又
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先后有近千人在全国及省市作文大赛中获奖。图为课后校图书馆一景。张伟俊 黄智平图文报道

本报讯 日前，中国长寿之乡绿色发
展区域合作联盟发文公示了中国长寿之乡
特色服务业示范城市（城区）、敬老养老服
务示范城市、乡情体验基地、乡贤人物、康
养示范基地认定名单。全国有4家单位被
评为中国长寿之乡乡情体验基地，溧阳市
曹山旅游度假区位列其首。同时，全国有
6 人被评为中国长寿之乡乡贤人物，溧阳
占 2 人，分别是溧阳富民资产专业合作社
社长、竹海漂流景区负责人潘建华和天目
湖玉枝特种茶果园艺场总经理濮爱玉。

据了解，近年来，溧阳在由中国长寿之
乡晋级世界长寿之乡后，把发展高端休闲经
济、现代健康经济列入“四大经济”新的发展
战略，全域环境日益趋优，该市长寿老人持
续增多。曹山旅游度假区依托优良的自然
生态环境、深厚的文化积淀、丰富的现代农
业资源，以“七彩曹山”为主题，构建“养眼、
养身、养心”三个层次的休闲度假旅游产品
体系，集生态农业、乡村文化、运动休闲、养
生度假于一体，致力将规划区打造成全国知
名的乡村型旅游度假区。 （李金堂）

溧阳两位市民被评为中国长寿之乡乡贤

曹山旅游度假区

获评中国长寿之乡乡情体验基地

本报讯 1 月 11 日上午，寒风吹
着，冷雨飘着，但常州汽车客运北站候
车大厅里却热闹而温暖，旅客的脸上
都挂着灿烂的笑容，不仅因为要回家
过年了，还因为新桥镇政府在此举办
返乡旅客关爱活动，让大家享受了温
暖的特色服务。

临近春节，新桥镇司法所、安监
办、环保办、文体站、望湖社区和口
腔医院联合举办“健康带回家，幸福
过大年”关怀关爱系列活动。新桥
镇计生站为返乡旅客准备了一批健
康杂志和书籍，向他们宣传全面两
孩政策；司法所提供现场法律咨询

和法律援助，提醒大家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安监办宣传食
品和消防安全知识；环保办向大家
赠送环保大礼包；文体站邀请本地
有名的书法家现场写春联送春联。
旅客们带着新桥镇的“大礼包”踏上
归途，个个笑逐颜开。

据悉，这次活动累计参与旅客近
500 人次，送出春联达 400 余副，发放

“新春大礼包”125份。
（黄霏 蒋超 周瑾亮）

新桥为返乡旅客送关爱

本报讯 为进一步疏解群众办事堵
点，提升公交 IC 卡办卡效率，我市公交将
从 1 月 21 日起对学生卡和老年卡的办理
流程进行简化。

以往，学生申请办理学生卡，要提供户
口本（身份证）、有效的学生证明、照片并填
写办卡信息，老年人申请办卡也要填写相
应的表单，办理流程相对比较复杂。

流程简化后，不满 15 周岁（含 15 周
岁）的学生只要凭户口簿（或身份证）原
件即可办理，且学生卡的有效期至持卡
人 15 周岁止（周岁以 8 月 31 日计算），期
间不必再进行年审；学生卡丢失或无法
使用需要换卡的，直接到市民卡公司指
定网点办理挂失、补（换）卡手续，挂失后
可直接补办新卡，补办的新卡有效期与
原挂失卡相同；初中升入普通高中后原
办理的学生公交卡凭户口簿（或身份证）
原件和有效的学生证明（学生证、录取通
知书、学费收据等）原件办理年审，同时
携带本人二寸免冠彩色证件照一张，审
验后有效期可至持卡人 18 周岁止（周岁
以 8 月 31 日计算）。老年人办卡不需要
再填写相关的表单。

截至目前，常州市区已发行学生卡
26.56万张，每天使用人数约2万人；老年卡
53.27万张，每天使用人数约12.87万人。

（陈华 宋婧）

市民卡直营营业厅
文化宫万博营业厅——延陵西路 6 号

（万博百货东北门，文化宫教堂西侧）
常州市政务服务中心营业窗口——新

北区锦绣路 2 号（1-2 座 1 楼 D 区 13、14 号
窗口）

江南商场营业厅——怀德北路与延陵
西路交叉路口（江南商场回车场内）

大学城营业厅——武进鸣新中路 19-
108号（中国电信全网通1楼）

溧阳城市公交卡服务窗口——溧阳市
燕山中路16号（客运总站售票大厅）

金坛城市公交卡服务窗口——金坛市
北门大街 2 号（第一百货对面的中国移动
一楼）

我市公交——

简化学生卡和
老年卡办卡流程

链 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