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5月17日 星期五
总编办主办 编辑:王党生常州新闻 综合A4

坛烟专〔2019〕公字第4号
2019年4月23日我局稽查人员会同

公安执法人员对常州市金坛区快递公司
进行检查。在横山路89号（圆通快递）查
获装有卷烟的包裹，运单号：80549135
4601276889、805474840056832445、
805474876463226384。

根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第五十八条、《江苏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规定，限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案件调查，如货
主逾期不到，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财产，
由我局依法进行处理。

常州市金坛区烟草专卖局
2019年5月17日

常州市金坛区烟草专卖局公告 常州市自然资源局
注销行政许可批前公告
经审查，我局2015年4月29日依申请

核发给常州凯悦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跃进新
村及周边地块二期10#、21#楼、地下车库”项
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许可证编号：建字第
320400201520013号，由于该证已于2016
年4月28日失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许可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
拟决定注销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件
号：建字第32040020152001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江苏省城市规
划公示制度》的规定，现对注销行政许可进行
批前公示。公示时间为2019年5月17日至
5月27日。

请以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注销”的利
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向我局钟楼分局行使陈
述、申辩权，联系地址：钟楼区景尚路3号209
室（常州市自然资源局钟楼分局），联系电话：
87025826。

常州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5月16日

本报讯 “金沙乐业工程·2019
名校学子金坛行”日前启动，237 名来
自南京工业大学和江苏理工学院的应
届毕业生与金坛27家企业洽谈对接，
其中博士、硕士生 53 人，现场达成就
业意向人数超过 60%。这一活动已
开展了4年，正成为该区稳就业、促创
业的举措之一。

该区先后出台《就业创业社会保险
补贴办法》《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办
法》《创业扶持资金申领办法》等近 20
项促进就业创业政策，在落实就业援

助、促进创新创业、加强就业培训、提升职
工技能等方面形成较为完善和配套的政
策体系。截至去年底，该区失业保险基金
共安排就业资金1.03亿元，失业保险费率
三连降，从3%降至目前的1%，为企业减
征失业保险费累计达1.2亿元。

该区精准对接，打通就业供需链接，
近年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控制在2%以
内。每年除定期举办返乡就业人员、农民
工、退役军人、残疾人等各类专场招聘会，
为特殊群体提供职业指导和就业服务，还
举办“春风行动”“名校优企”等各类人力

资源招聘会100多场，提供就业岗位2.8
万个，达成就业意向1.2万人。同时建立
陕西汉中、安康等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基
地，提供就业岗位1.2万个，直接引进陕西
籍务工人员4000人左右。

该区以提升公共服务质效为契机，
树立“大数据”“互联网+”新理念，提供
灵活、快捷、高效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
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登记
率、就业服务率达 100%。目前，全区设
有 9 个镇（街道）人社所、96 个村级和 29
个社区服务平台，工作人员 178 人。全

区标准化街道（乡镇）人社平台建成率达
100%，标准化社区（行政村）人社平台
建成率达 95%以上。该区已形成区、园
区、镇（街道）、社区（村）4 级联建创业工
作格局，今年以来已支持成功自主创业
1518人，实行创业带动就业7590人。

金坛区人社局局长王少云表示，该
区今年目标开发就业岗位 2 万个，城镇
新增就业 1 万人，力争实质性引进企业
高层次人才不少于 220 人，人才总量新
增4500人以上。

（王洪俊 汤敖齐 赵鹤茂）

金坛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创业
本报讯 《长江经济带（常州沿

江地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有关专
项规划》暨《常州市滨江产城融合
组团用地规划研究》日前通过专家
论证。

论证会由市自然资源局高新区
分局和新北区春江镇政府组织召
开，来自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东南

大学以及市发改委（长江办）和市自然
资源局等单位的 7 位专家组成专家
组，从空间、生态、产业、交通等方面对
规划成果进行了评议，专家组一致同
意《规划》通过论证。专家组认为，规
划成果对常州沿江地区转型发展具有
指导意义，对江苏沿江地区的绿色发
展具有一定借鉴价值。（李树 刘一珉）

《常州市滨江产城融合组团
用地规划研究》通过专家论证

日前，市税务局和市工商联联合
举办 2019 常州市减税降费知识竞赛
决赛，经多轮角逐，“武高新海湖队”荣
获团队一等奖，盛琳等 10 位选手获评

“减税降费知识达人”。
本次大赛是我市税务系统深化减

税降费政策宣传、助力企业发展的举
措之一，在宣传政策的同时，激发企业
财务人员学习税收知识的热情，以此
达到以赛促学、以学促用的目的。

图为武高新海湖队在比赛中。
盛祎 龚励 图文报道

全市企业开展
减税降费
知识竞赛

最近，由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
溧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溧阳市文
联主办，溧阳市书法家协会承办的“旷
渊心象”——饶金龙书法作品展，吸引
了各地书法家协会的众多书法家以及
书法爱好者前来观展。

从默默无闻到脱颖而出，饶金龙
的书艺人生，蕴涵着从图纸到宣纸的
梯度修行，这种苦乐交融的修行，颇具
传奇色彩。

今年 47 岁的饶金龙来自溧阳北
部山区，他的书法“初心”源于中学
时代。老师漂亮的板书、墙上好看
的大字，让他心羡。可农村基础教
育的薄弱，难以给他提供正规书法
的学习机会。

家境的贫困，使他过早步入社会
打拼，很快由泥瓦匠成为包工头。即
便忙于生计，但他对书法追求的初心
不改，于是在工地室内的两张办公桌
上分别铺满图纸与宣纸，研究图纸跑
工地、泼墨宣纸练书法成为他每天忙
碌的轨迹。

饶金龙要圆的梦，就是成为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可在岳父看来，这
种目标高度就像痴人说梦。双方争

执不下，催生了一份特殊的翁婿协议：
女婿他日成为中书协会员，岳父自掏腰
包宴请宾朋、罚酒三杯；否则，女婿安心
做好本行。

2011年，中书协在苏园设立书法培
训基地，自诩将心向清逸的饶金龙，终于
得遇奇人结善缘。著名书法家洪铁军成
为他第一位恩师。三年多的学习与参
悟，他的书法不仅洋溢出洪铁军的雄劲
气和金石味，而且体现了自己的思考与
风格，被洪铁军称赞为颇具悟性与潜能
的学员。

三年后，在洪铁军的举荐下，饶金龙
拜刘文华为师主攻隶书。刘文华的隶书
在当代书法界有着较高的声誉，这让偏
爱隶书的饶金龙如鱼得水。

饶金龙拜托岳父管理工地，自己专
心致志研习汉隶精髓，从形到意、从外在

到内心，把握汉隶的拙朴、厚重、宽博和
雅趣，他的书法渐渐步入了正道。

李双阳是饶金龙相遇的第三位老
师。李双阳以“五体兼修”的教学理念、
篆隶相融的表现形式、放松写意的书写
趣味，给饶金龙进行笔法、墨法、章法的
指导，并帮助他完成了行书、汉隶的临
创转换，让他逐渐克服笔力狂张恣肆有
余、清雅凝重不足之弊端；篆隶相融助
推他汉隶的创作螺旋上升，实现了质的
飞跃。

伴随三位老师的指导，饶金龙专注
在“临帖”与“出帖”上下功夫。从二王到
颜、褚、欧、虞、苏轼、米芾、王铎，遍临历
代名帖名碑。常年坚持，日课不少于
500 字，且对临帖的速度、动作、笔和纸
的摩擦讲究细微，形成心得。

皇天不负苦心人，这场圆梦之旅，使

得饶金龙崭露头角：2015 年，他的作品
在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学成果展上首次
获奖；隶书作品入选全国四届隶书展；
2016年获江苏林散之奖提名；在第二届
江苏书法展、首届王弼文化展（全国）、中
国兰亭会五届书法展、第一届黄道周展

（全国）、江苏食安江苏书法展中分别获
奖；并获江苏风流奖提名、常州二届书法
篆刻展金奖。

让人深感意外的不仅仅是接连获
奖，在短短的 7 年中，他先后成为溧阳
书法家协会理事，常州印社社员，江苏
青年书法家协会篆隶委员会委员，江
苏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

按照翁婿协议，岳父心悦诚服为他
设宴庆贺。手执酒杯，饶金龙泪盈双眼。

李金堂

溧阳草根饶金龙：

从泥瓦匠到书法家

昨天，武进湖塘实验中学初一
年级 50 名团员学生，来到上海最近
竣工开放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
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参观，进行青春

励志和革命传统教育。他们纷纷表示
要发奋读书，振兴中华，做新时代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

卞英才 黄智平图文报道

江苏河马井股份有限公司与
IWA 国际水协人工湿地专家委员
会合作，共同成立了“中欧人工湿地
技术研发中心”。前黄镇郎家塘农
村污水处理项目是由该中心实施的
省重点示范项目，通过模块化湿地

框技术，比传统人工湿地增加污水径
流5倍距离。经过1年的运行，并经常
州大学专家检测，出水水质远超城镇
污水排放一级 A 标准，达地表水环境
Ⅲ类水标准，目测水质透明度超过 4
米以上。 陆新 高岷图文报道

在刚刚落幕的第二届中国（淮
安）国际食品博览会上，我市唯一参
加展销的高科技产品——纳米硒纯
净米，以其无农药、无重金属、无添
加、富含硒等绿色生态优势，成为

“新杀出的黑马”，出现供不应求的“尴
尬”。

这款新品是由来自溧阳的江苏田
立方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利用“氨基
酸硒蛋白”培植的。秦坚毅图文报道

（上接 A1 版）将焦溪古镇成功纳入
联合申遗行列。她希望能在江南水
乡共性基础上，进一步放大焦溪古
镇的个性特征，与现有入列的古镇
群形成1+1大于2的效果，为联合申
遗贡献常州力量。

据悉，目前我市已成立领导小组
和申遗指挥部，并在政策和资金上给
予支持，全力推动焦溪古镇加入联合
申遗，并同步做好保护、修缮、利用、传
承工作。

（黄洁璐 凃贤平）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
调研焦溪古镇联合申遗

（上接A1版）
昨天，祥明智能电机项目开工

奠基仪式在丁堰街道举行。祥明
智能电机项目作为企业募投项目，
利用原有厂区 26.28 亩土地，建设
研发中心、生产基地等总建筑面积

4.22 万平方米，将集研发中心、博士
后工作站、CNAS 实验检测中心、办
公行政、职工之家等功能于一体，计
划总投资 3 亿元，预计实现年产值
5.37 亿元。

（舒泉清）

经开区一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上接A1版）
“当时，国际合作没有固定的方向，

只要是国外的，我们都欢迎。”刘烨说，
芬兰与中国合作的态度最积极，他们的
软件设计和编程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
地位，应用范围很广。为此，创新中心
还梳理了武进区的绿色建筑产业，全区
拥有 400 多家规上企业，750 亿左右年
产值。“这么多的企业，在发展中都面临
转型升级的需求，我们就当好桥梁、做好
服务，积极帮助双方开展技术、产品的交
流和对接，促成合作。”

几年来，中芬绿色创新中心以武进
绿建区内产业发展为牵引，依托江苏省
跨国技术转移中心的技术和人才优势，
借助社会资本及产业优势，围绕绿色建
筑材料制造、创意设计、高端低碳及绿色
低碳全产业链等重点产业，集聚资源、集
约发展，成为集中芬技术开发、技术创
新、技术转移、人才培养、产业孵化和培
育于一体的规模产业化基地。

目前，芬兰家用取暖器生产商奥林
公司，已和绿建区内企业江苏营特集团，
就空调余热回收技术转移进行了合作，
并获中芬合作专项科技资金支持；芬兰
国家技术研究中心与绿建区开展合作，
通过对绿色建筑内部自然照明、自然通

风及室内环境控制等方面的模拟实验，
为冬冷夏热地区的绿色建筑推广提供第
一手实验数据；5 月 6 日上午，由芬兰主
导的欧盟 LEF 项目相关负责人访问武
进绿建区，就建设模块化房屋进行考察
和选址。同时，与江苏省绿色建筑产业
技术研究院就模块化房屋欧盟标准和中
国标准对接进行探讨。该项目已获欧盟
专项拨款，计划 7 月份在绿建区建造一
栋低碳、节能、智能模块化房屋作为
LEF 项目展示、办公、业务对接场所。
与此同时，一批中芬合作项目正在深入
对接洽谈中。

作为中芬合作相对集聚的园区，武
进绿建核心区共引进了包括绿色建筑科
技研发、绿色建筑设计等领域的生产性
服务业企业 400 余家，注册资金超过
100亿元，基本涵盖了全产业链。

对于下一步中芬合作，绿建区管委
会副主任李涛表示，将着力引进先进企
业，以总部经济、营销中心、展示中心、国
内生产基地及代表处等形式落户中芬绿
色创新中心，与绿建区形成互为依托、互
为补充的产业集群，打造立足绿建区、面
向江苏省、辐射全国的中芬绿色技术国
际合作平台。

姜小莉

中芬合作：调亮绿色主基调

（上接 A1 版）全力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及
“保护伞”问题。同时突出党建引领，组
织各镇及开发区、街道召开扫黑除恶专
题民主生活会，选派12名“第一书记”入
驻软弱后进村（社区），提升基层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
“扫黑除恶武进在行动”主题宣传活

动已全面开展，印发宣传资料 77 万份，
张贴悬挂标语横幅3000多条，设置专题
展板4600余块。 （马浩剑）

（上接A1版）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

党的重托，也是社会大众的期盼。
钟楼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好‘头雁
效应’，带头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
定。”在警示教育大会上，钟楼区有
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要强化宗旨意

识，聚焦当前作风建设中群众意见最
集中的难点痛点堵点，统筹谋划、精
准发力，履职尽责优化服务，心系群
众多办实事，严惩群众身边不正之
风，优化发展环境，构建平安、和谐的
幸福钟楼。

（刘毅 何嫄 薛婷）

钟楼区扫黑除恶打出组合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