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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公民科学素质是科技创
新的土壤和源泉，也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走在前列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记者
从 13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常州市全民
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获悉，
2018 年我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
达到 13.2%，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69 个
百分点。

为了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去年市科
协围绕全市发展大局以及公民关心的热
点问题，广泛开展群众性科普教育活动，
引导广大群众热爱科学、关注科技、参与
创新、提升素质，打造“科学魔幻秀进校
园”“环球自然日”等活动品牌，全年累计
开展各类科普活动近 700 项，评选科普
活动优秀组织单位31家、优秀特色科普

活动 39 项。全市 148 家“特色科普场
馆”接待公众60万人次。

调查结果显示，我市公民科学素质
水平已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呈现出与本
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适应的特征。
其中城镇居民的科学素质水平高于农村
居民；中青年群体的科学素质水平较高，
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 18-39 岁

年 龄 段 公 民 具 备 科 学 素 质 的 比 例 为
20.5%；公民对科学新发现、新发展和新
技术、医学新进展等科技新闻话题的感
兴趣程度较高；超过半数的常州公民每
天利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获取科技信
息，对科技创新充满信心。

会议审议了 2019 年度全民科学素
质工作要点。 （小莉）

我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达13.2%

为掌握全市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常州市纪委在各辖市区、市各部委办局、公司、直属单位建立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月报制度。2019年以来，截至4
月30日，全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如下：

2019年4月常州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起

内容

2019年
4月份

2019年
以来

备注

项目

查处问题数
处理人数

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人数

查处问题数
处理人数

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人数

“其他”问题包括：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接受或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领导干部住房违规问题、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

总计

9
20
4
62
130
54

级 别

县处级

0
0
0
4
4
0

乡科级
及以下

9
20
4
58
126
54

类 型

违规公款
吃喝

6
17
2
21
56
19

公款
国内旅游

0
0
0
1
1
1

公款出
国境旅游

0
0
0
0
0
0

违规配备
使用公务用车

0
0
0
3
3
1

楼堂馆所
违规问题

0
0
0
0
0
0

违规发放
津补贴或福利

0
0
0
11
26
8

违规收送
礼品礼金

3
3
2
22
29
20

大办
婚丧喜庆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4
15
5

常州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2019年以来，截至4月30日）

签约、赠书、交流⋯⋯本月9日，
一场“送法下乡·服务三农”活动，在
金坛万叶水产专业合作社启动。

金坛龙山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
员，不仅为合作社送来省、市司法系
统编写的《宪法进万家》《崇法尚德
德法同行》等书籍，还与闻讯赶来

的儒林镇湖头村村民和社员互动，
现场答疑解惑。

金坛龙山法律服务所主任孙正
平，去年4月被评为“最美常州人”，
今年又被推荐为全市唯一的“江苏
省新时代司法为民好榜样”候选人。

孙正平介绍，该所是全市人数
最多、规模最大的基层法律服务所，
他们以“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为工
作目标，直接服务基层群众。

金坛万叶水产专业合作社，现
有社员 263 户，分布在全区各镇及
邻市，养殖水面8000多亩。合作社
今年进入全国 500 强，以 90.3295
分位列第71位。

合作社理事长冯东波告诉记
者，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征用以及长
荡湖沿岸整治，农民生产、生活中产
生了许多矛盾和纠纷，社员们迫切
需要了解相关政策和法规，通过法
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这个时候，
龙山法律服务所主动送法上门，并
将长期免费为社员提供法律服务，
真是雪中送炭。

“我们在工作中也注意到，修改
后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今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孙
正平说，其中涉及土地经营权和房
屋动迁的问题尤为突出和集中，同
时还有生产经营中的各类风险导致
的矛盾。

孙正 平 说 ，指 前 镇 东 浦 村 一
起纠纷，两天前通过协调得以彻

底解决。
东浦村的一个养殖户，养殖水

面超过 200 亩，其中近 50 亩在长荡
湖退圩还湖工程施工范围内。当初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是以他人
名义与村委签订的，后继投入是这
个养殖户。因涉及补偿，合同签订
人与养殖户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由于双方之间没有合同签约，假如
进入诉讼程度，肯定对养殖户不公
也不利。经人介绍，养殖户到龙山
法律服务所咨询。孙正平及团队多
次登门调解，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对
补偿金分配方案双方都感到满意。

这个养殖户，就是万叶水产合
作社的社员。她把遇到的矛盾以及
最后圆满解决的情况，发在合作社
微信群里，更多社员从中感受到了
法律服务的力量。

“推动法律服务向乡村延伸，扩
大法律援助范围，群众更有一种受服
务的获得感。”当天，金坛区农业农村
局综合科科长许鸿良也在现场。他
说，修订后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去年
7月1日颁布实施，依法办社、治社、
兴社、强社，对合作社规范运行提出
了更高要求。该区将对现有1014个
合作社中的“僵尸社”“空壳社”进行
清理，对“被入社”的社员实行退出。
此时像龙山法律服务所这样开展乡
村普法工作、真正把法律交给农民，
能让法律走进百姓心田。

社员黄网根在现场说，他带着
一个让他困感的问题而来。村里一
个几十亩的蟹塘，涉及七八个承包
户，其中有的 3 亩，有的 5 亩。前段
时间，有人想流转这个塘，可有的承
包人开价每亩 1000 元，也有的要
1200 元。因为要求不统一而产生
矛盾，人闹得不愉快，塘也就闲着不
产生效益，对大家都是损失。

“合作社近期会派人上门逐一
做工作。假如还是说不通，就请你
们法律服务所帮忙。”黄网根说这话
时，脸上已不见了愁容。 赵鹤茂

湖头村：

法律援助受欢迎
赵记者赵记者
百村百村““问问””振兴振兴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为加快
推进“三治理一疏导”攻坚行动步伐，
从 5 月 15 日起，市渣土车协会和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联合开展渣土车驾驶员
文明出行志愿劝导活动。此次活动为
期两个月。

据了解，渣土车闯红灯、右转弯碾

轧路人等事件，是近年来百姓关注的
焦点，甚至被称为“吃人的渣土车”。
截至目前，我市有涉及 28 家单位的
800名渣土车驾驶员。

全市共设置 4 个集中劝导点，渣
土车司机们将以参与交通志愿服务的
方式，反思自己驾驶中的陋习，以及存

在的各种安全隐患。同时，市渣土车
协会还专门制作了统一的志愿者服
装，确定岗位排班，路口民警将指导驾
驶员开展“不越线停车”“礼让行人”等
劝导工作，帮助驾驶员安全驾驶、文明
开车。

（文明 郭瑶 秋冰）

今天起——

我市开展渣土车驾驶员文明出行活动

本报讯 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常州军分区政治工
作处将于本月 25 日（周六）上午 9：00-
11：30，在市人力资源市场B馆（新北区珠
江中路科技园5号）联合举办“退役军人、
随军家属专场公益招聘会”。咨询电话：
0519-86611716。

本次招聘拟组织78家用人单位（招
聘活动不收任何费用），提供 1200 多个
岗位，热忱欢迎广大退役军人、随军家属
携身份证、退役证件和有关求职材料参
加应聘。

据悉，此举旨在扎实做好退役军人
和随军家属就业服务工作，搭建用人单
位与退役军人、随军家属之间的供需交
流平台。 （蒋玉兵 黄钰）

退役军人、随军家属专场公益招聘会

本月25日
上午举行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常州调查队10
日公布，我市 4 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环比和同比分别上涨0.3%和2.3%。
从环比看，CPI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0.3%。在食品中，部分水果供应偏紧，鲜
瓜果价格上涨6.5%；基围虾上市量少，叠
加“五一”假日因素，推动虾蟹类价格上
涨 4.8%；鸡蛋价格在连续 3 个月下跌后
反弹，上涨2.6%；受非洲猪瘟疫情等因素
影响，猪肉价格继续回升，上涨 1.3%；春
季气温适宜，鲜菜供应增加，价格下降
4.0%。在非食品中，出行人员增多，飞机
票和旅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17.4%和
1.9%；受成品油调价等因素影响，汽油和
柴油价格分别下降0.5%和0.8%。

从同比看，CPI上涨2.3%。其中，食
品价格上涨 5.5%，影响 CPI 上涨约 0.91
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 1.7%，影响
CPI上涨约1.4个百分点。（缪敏 龚励）

我市4月CPI
同比上涨2.3%

滕振今年32岁，与“消防”结缘
已有14年。

2005 年 12 月，滕振入伍，从南
通市消防支队战士起步，成长为我
市消防救援支队武进区大队府东路
中队中队长。14 年来，他始终冲锋
在灭火和抢险救援第一线，在险境
里拯救生命，8000 余次灭火救援，
500 余人被顺利营救，锻造了他的
坚毅与果敢。

作为全省出警量第一的中队指
挥员，滕振每年要参与1300余次救
援，不论是“12.1”花样年华酒店火
灾 ，还 是“7.28”泽 源 化 工 火 灾 、

“8.6”废酸泄露事故，他总是在最紧
要的关头，冲到最危险的地方，用自
己的血肉之躯和钢铁意志，为险境
中的人们筑起一道生命的长城。就
在前不久的盐城响水天嘉宜化工有
限公司重大爆炸事故中，常州消防
135 名指战员逆火而行，与死神赛

跑，8小时打灭爆炸核心区燃烧的3
个储罐大火，72 小时黄金救援期不
间断开展 7 轮地毯式排查、搜救。
21 天连续作战，炙烤的烈焰、肆虐
的毒气，没能阻挡他们的步伐。他
们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把死的
威胁留给了自己。

一年 365 天，滕振有 300 天在
中队与指战员们一起摸爬滚打。在
他的带领下，有 2 名消防员在全省
四项建设比武竞赛中获单兵第一
名、第二名；作为支队备战总队比武
竞赛教练团队一员，2016年获全省
比武第一名，2018年获全省比武第
二名。所在中队连续 5 年被省消防
总队评为基层建设先进中队。滕振
个人先后获评全国优秀消防指挥
员、省五四青年奖章候选人、市优秀
青年和市十大杰出青年，今年获评

“常州市十佳文明职工”称号。
市总宣 秋冰 图文报道

2019年“常州市十佳文明职工”②
滕振：一年救援1300余次

本报讯 新北区积极开展统战工
作先行区试点。该区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联合会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组织《盲
行者》观影活动，呼吁社会关注与关心
盲人，同时也希望帮助更多盲人建立
自信。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指在非公有
制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出现的一些新
的社会群体，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和外
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

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
新媒体从业人员，主体是知识分子，绝
大多数为党外人士，专业素质较高，思
想活跃多元，关注社会问题。

新北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
自 2018 年 9 月 8 日成立以来，以“新
融心·慧联”为品牌，积极联系全区广
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举办了观影活
动、经济论坛、“长江大保护，新绿在行
动”等活动。

此次观影活动播放的纪录片《盲
行者》，导演用6年时间追踪记录盲人
曹晟康独自去世界各地旅行的经历，
主人公即使看不见世界，也要执意被
世界看见的背后，不只是“身残志坚”
的励志故事，更表达了一个人对爱与
尊重的渴求。观景活动通过观影和交
流，提倡对于弱势群体不仅给予关注
和关心，还需要尊重。

（陈丽鹰 周瑾亮）

新北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先行区试点

（上接A1版）
答：开放期间的志愿者主要负责

街区客流疏导以及有关应急情况处
理，基本为兄弟公司员工，后续有计划
在大型活动、旅游旺季等节点招募讲
解、翻译、摄影、救生等方面的志愿者。

9、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的二期
将包含什么内容？目前进展如何？预
计什么时候能够与市民游客见面？

答：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
工程涉及范围占地约12.6万平方米，此
次开放范围主要集中在青果巷两侧，共
计约3万平方米，下一个阶段还将启动
二期的修建（目前规划方案处于完善阶
段）。未来，街区将增加停车设施及其
他辅助功能配套，并为街区注入更加丰
富的文化业态，进一步提升街区的文化
属性和品质体验。

10、常州作为江南文化的代表城
市之一，园林文化历史悠久，青果巷内
曾有如涉园、半园等多座江南园林，后
续是否有计划恢复园林作为项目的景
观面世？

答：涉园、半园位于项目二期范围
内，二期规划方案将对半园、涉园、约
园等园林进行恢复，后续逐步开放。

周茜 叶班

关于青果巷部分开放后的10问10答

（上接A1版）龚庄村村民委员会，由村
委会按照村民议事规则研究落实具体
分配方案。

宅基地补偿包括土地综合地价补
偿和综合补偿，以转账方式支付给宅
基地使用权人。对青苗补偿，房屋及
附属物、附着物将据实评估补偿。

安置对象有权选择货币补偿和房
屋安置。选择房屋安置的，安置对象

在周转过渡期内，给予周转过渡补助
和取暖补助。自安置房交付之日起，
给予物业费、电梯费补贴，对安置对象
给予口粮补贴。此外，对符合条件的
安置对象，给予养老保险参保补贴。

公告指出，自公告张贴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村民委员会及农村村民
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向容城县自然资
源局提出具体意见。对方案有异议

的，可于方案公告之日起60日内依法
申请行政复议。征地补偿、安置争议
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

记者了解到，方案公告期内，新
区相关部门将动员驻村干部深入每
家每户进行政策解读。同时，运用
征迁安置数字管理平台，全方位掌
握征迁进度，做好土地及附着物的
确权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