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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15 日是国际家庭
日。15 日上午，“家家幸福安康工程”
启动部署暨 2019 年度全国最美家庭
揭晓会在北京举行。我市杜秀玲家
庭、戈翠平家庭和周聪家庭获评全国

“最美家庭”，杜秀玲家庭作为全省唯
一代表受邀参加活动。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11户家庭获
此殊荣。

杜秀玲家庭：
杜秀玲夫妇互敬互爱，孝老敬亲，

热心公益，严以治家，廉以养家，情以
暖家，真实演绎了一个普通家庭的幸
福。

杜秀玲从一名文字秘书成长为金
坛区税务局办公室主任、综合科科长、
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管理所所长。因工

作出色，先后被评为全国税务系统税
收科研人才库人才、江苏地税系统岗
位标兵、江苏地税系统岗位能手，荣立
三等功3次。作为金坛区税务局“爱心
妈妈”志愿服务项目发起人之一，杜秀
玲从母爱发端，从善事做起，捐资助学
一做就是15年。“爱心妈妈”项目被评
为全国学雷锋“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杜秀玲的丈夫殷平在金坛区第一
中学工作。他爱生如子，连年被评为校
级和区级“优秀班主任”“年轻骨干教
师”。女儿殷若溪在市第一中学读书，
学习优秀，多才多艺，是学校的学生会
副主席，被评为江苏省“四好少年”。

戈翠平家庭：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有

爸爸，有妈妈，有兄弟姐妹，有爱又温

馨。但是它和普通家庭又不一样，这
是一个模拟家庭，孩子是来自儿童福
利院的孤儿，爸爸妈妈是从社会上招
聘的。自 2009 年模拟家庭项目开展
以来，戈翠平夫妇就成了儿福院里的

“职业父母”，爸爸白天在外工作，妈妈
全职带娃。这个家庭至今已抚养了 9
名特殊孩子，在他们的精心照顾下，有
2名残疾儿童被国际领养。

“这是一份并不轻松的工作，只有
对孩子们有真挚的爱，才能坚持下
来。”戈翠平说，刚刚组成这个家庭时，
与孩子们相处并不容易：孩子们健康
状况较差，大多为残疾儿童，而且性格
各异，都有自己的思想，还有些叛逆。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孩子们感受到来
自父母真心实意的关怀，彼此相处越

来越融洽。
周聪家庭：
周聪，本是我国泳坛冉冉升起的一

颗明星，12 岁获得全国冠军，并入选国
家游泳队。但16岁时，一场车祸彻底改
变了周聪的人生轨迹，鉴定为肢残四
级。他不得不告别热爱的泳池。

情绪低落、差点放弃的他，在父母的
关爱及帮助下，走出阴影，重拾信心，通
过高强度的训练，重新成为一名残疾人
游泳运动员。婚后，妻子默默支持，独自
照顾女儿，并承担所有的家庭重任，让周
聪无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2016年
里约残奥会的训练中。

正是这样的家庭，和谐友爱，团结一
心，使周聪重新站起，并最终站上了里约
残奥会的最高领奖台。 （杭芸 秋冰）

杜秀玲家庭、戈翠平家庭、周聪家庭：

我市３户家庭获评全国“最美家庭”本报讯 为深化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市创建成效，让更多市民共享农
业农村发展成果，昨天上午，常州市农
产品电商产业园在钟楼区百度大数据
产业园内正式开业。副市长许峥出席
开业仪式。

据悉，该产业园是钟楼区政府和
市农业农村局共同培育的农产品电商
项目，目前由民间非盈利组织常州市
小菜园农业发展中心负责整体运营。

农产品电商产业园位于玉龙南路
181-2 号，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分
上下两层。一楼为农产品线下互动体
验馆，分为农产品展销区、多媒体推广
区、农业文化传播区、茶文化体验区、
美食品尝区、精美小菜园展示体验区、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区、科普教育区
和帮扶专区这 9 大专区。其中，农产
品展销区展出销售的全部为地产农产
品，分为肉、酒、粮、油、茶、蛋、果、菜、
花 9 大类，目前在售的农产品超过
300 种，涵盖常州市十大农产品知名
品牌和五大特色品牌；精美小菜园展

示区则是直接将小菜园的模式搬进了产
业园，打造了“迷你版”小菜园，市民们在
这里可以直观地看到小菜园“露天菜、本
地菜、绿色菜，当天采摘当天供应”的运
作模式。

二楼的农产品电商集聚区，为本地
的农产品企业提供统一的办公区，还有
来自小菜园农业发展中心的设计、美工、
文案、物流、财务、摄影、视频人员等组成
了共享功能区。这里相当于给经营户在
市区建立了一个备货点，方便市民上门
提货。对于想要开拓电商新市场的经营
户，产业园可以提供全套的上线辅导和
线上运营服务。

目前，入驻产业园的本地农产品经
营户已有37家。

开园当天，“常州小菜园”小程序也
正式上线。只需在微信主界面下拉菜
单，进入小程序搜索“常州小菜园”，点击
便可进入商城。农业农村部门希望通过
2 到 3 年的努力，孵化本地农产品电商
100家，销售本地农产品超亿元。

（常农宣 朱雅萍 何嫄）

常州市农产品
电商产业园开业

杜秀玲家庭 戈翠平家庭 周聪家庭

本报讯 昨天上午，在我市举行
的涉外知识产权对接会上，中国（常
州·机器人及智能硬件）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与外资企业签署了《建设“企业创
新服务站”战略合作协议》，并为我市
5 家单位授牌。副市长许峥出席活动
并致辞。

我市知识产权工作一直走在全省
前列，其中知识产权保护和维权援助
服务工作走在全国前列。2018 年全
市专利申请量突破 4 万件，授权量突
破 13000 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到 32.76 件，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4 个
百分点。建设一批外资企业知识产权

“企业创新服务站”，旨在为外资企业

提供快速审查与确权前置、专利导航与
运营、专利挖掘与布局等知识产权全流
程服务以及相关知识产权培训服务。

现场，保护中心分别向斯泰必鲁斯
（江苏）有限公司、安费诺(常州)高端连
接器有限公司、恩格尔注塑机械(常州)
有限公司、梅特勒-托利多（常州）测量
技术有限公司、森萨塔科技（常州）有限
公司共5家单位授牌。这也标志着我市
首批外资企业知识产权“企业创新服务
站”正式成立。

活动中，来自苏州知识产权法庭和
大连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专家学者
分别作涉外知识产权保护主题报告。

（姜小莉）

常州外资企业知识产权
“企业创新服务站”授牌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莱尼集团在
常投资 25 周年庆典暨新战略发布会
上获悉，从黑匣子到客户仪表盘，莱尼
推出一项革命性智能电缆技术——
LEONiQ，可使能源和数据流更高效、
安全和可用，让电缆解决方案智能化。

记者了解到，莱尼可将智能技术
应用到任何电缆中。纯电动和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就是

使用 LEONiQ 技术的案例之一。它可
帮助监控和优化高压充电周期，使车辆
既能安全快速地充电，也能在故障发生
前彻底识别故障。

莱尼自 1994 年在常州建立中国第
一家工厂以来，目前已在常州建立了5个
生产基地，总投资额约 6760 万美元，去
年销售额达26亿元，纳税额1.4亿元。

（谢佳妮 秋冰）

莱尼推出智能电缆技术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
悉，常州籍科学家蔡霖博士，荣获 2019
年度加拿大政府自然科学和工程基金委
员会（NSERC) 授予青年教授的最高奖
项——E.W.R.Steacie 纪念奖，并由加
拿大总督亲自授奖。由此，蔡霖成为第
一位得此殊荣的女性华人，也是电子计
算机工程领域第一位女性获奖人。

据了解，E.W.R.Steacie 纪念奖自
1965年设立以来，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
6位。

蔡霖毕业于江苏省常州中学，现为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和浙江大学客
座教授，加拿大维多利亚地区 IEEE 车
辆技术和通信联合协会(VTS/ComSoc)
主席。作为无线网络资源管理和性能分
析方向的知名学者，她在网络跨层优化、
资源调度、拓扑控制、物联网和多媒体传
输等领域取得众多成果。此前，鉴于她
的杰出学术贡献和原创性研究成果，加
拿 大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和 工 程 基 金 会
(NSERC)曾授予她“发现加速器奖”。

（小莉）

常州籍女科学家蔡霖
获E.W.R.Steacie纪念奖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我市
人民公园围绕“生活像花儿一样”主
题举办绣球花季展，花展时间：5 月
20日至6月9日。

绣球，又名八仙花、紫阳花，属
虎耳草科绣球属，落叶灌木。涉及
乔木、大花、圆锥、栎叶、粗齿等多个
门类绣球，其花非常小，肉眼所见的
彩色花球实为彩色瓣状萼片，绣球
花期为 5-7 月份、部分品种花期可
至10月，5月底至6月为盛花期。

赏花地点主要集中在彩虹坡、季
子像周围和青云坊入口绣球花坡
等。目前，园内绣球种植面积1000
余平方米，有 33 个品种 5000 余株。
今年新增“万华镜”“纱织小姐”和“夏
洛特公主”3个品种，位于林中绣色景
点，而种植数量最多的大花绣球“无
尽夏”现已进入盛花期，已开七成。

公园今年还布置了“夏之梦”和
“林中绣色”两个花境景点，“夏之
梦”以太湖石、黑松为背景，绣球为

主题，配以大花凤仙、大丽菊、飞燕草、
倒挂金钟等花卉点缀，形成迷幻绣球、
繁花似锦的美丽花境；“林中绣色”以
大花绣球为背景，与羽扇豆、金鸡菊等
各色植物形成高低错落、层次分明的
自然和谐景观。

花展期间，人民公园以“百年公
园”“幸福花开”为主题，展出各类图片
151 件 ，以 时 间 轴 线 ，展 示 1913—
2019年间公园的变化与发展。

（黄尧卉 戚娴馨 秋冰 图文报道）

时间是5月20日至6月9日

今年第11号花情预报：

人民公园举办绣球花季展

（上接 A1 版）创新工作理念，以更
加有力举措做好残疾人工作，加
快残疾人小康进程，坚决打赢农
村残疾人脱贫攻坚战，切实保障
残疾人平等权利，推动残疾人事
业健康发展。广大残疾人要以全
国自强模范为榜样，进一步弘扬

残疾人自强精神，努力创造更加
幸福美好的生活。

大会表彰了 167 名“全国自强
模范”、100 个“全国助残先进集
体”、100 名“全国助残先进个人”、
100 个“残疾人之家”和 33 名“全国
残联系统先进工作者”。身残志坚、

倾心盲人按摩事业的严三媛，不畏艰
难、不惧生死的扫雷英雄杜富国，富有
爱心、热心公益助残的宋桂华等 3 名
获奖代表分别在会上作了发言。

丁薛祥、陈希、胡春华、黄坤明、肖
捷参加会见，曹建明、陈晓光和中央军
委委员张升民出席大会并参加会见。

（上接 A1 版）突破了发达国家对宇航
级碳纤维技术装备的封锁和垄断，实
现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ZT7系列高
性能碳纤维工程化的重大突破，率先
开发出国内第一条百吨级T700/T800
级柔性工程化生产线，关键设备全部
国产化，所产 ZT7H 碳纤维产品综合
性能显著优于进口同级别 T700 级碳
纤维。目前 ZT7 系列高性能碳纤维
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填补了国
产高性能碳纤维在航空航天应用领域
的空白，并率先在国内高端领域实现
了稳定批量应用。

作为国产高性能碳纤维行业的龙
头企业，中简科技制定了以“技术领
先，注重应用”的发展战略，分三步实
现“技术向纵深发展，应用向纵横发
展”，形成赶超国外先进企业的碳纤维
及其制品制造体系，建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聚丙烯腈碳纤维产业链，实现国产碳
纤维及其应用技术的同时领先。目前，
公司自主研发设计的 1000 吨/年国产
T700级碳纤维扩建项目也将投入试
生产。此次 A 股上市，公司将计划募
集 资 金 全 部 用 于 1000 吨/年 国 产
T700级碳纤维扩建项目。

（施虹 陈丽鹰 周瑾亮 秋冰）

中简科技在
深交所上市

（上接A1版）设立市级博士后创新实践
基地评选制度，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高
新技术企业优先设立市级“准博站”。

会上还对获得国家博士后工作
站、江苏省示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江
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常州市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企业进行授牌。

活动期间，我市还举行了博士后
设站单位招录对接会、博士后服务行
业研发项目对接会、博士后工作成果
展等多项活动，吸引了清华大学、复
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厦门大学、东
南大学等近 30 所高校博管办负责人
和 50 多名博士后后备研究人员参
加。我市 83 家博士后设站单位负责
人也参加活动。 （常人社 宋婧）

吸引更多
博士后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