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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经过公开
推荐、网络投票评议，主办方综合审定，
今年 3 月、4 月“常州好人”评选结果揭
晓，他们是助人为乐的彭华（风信子志愿
者队）、任华琴、杨志豪、顾鼎武；见义勇
为的宗长生、芮俊、刘奇铭、李彬全、徐小
丽；敬业奉献的韩献忠、张永洁；孝老爱
亲的王明娟。据悉，这批“常州好人”是
从27名候选人中产生的。

1、彭华（风信子志愿服务队）:坚守
16年为山区资教

彭华，1979 年 11 月生，国家税务总
局溧阳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局长。

自 2003 年至今，由彭华发起创立的
风信子志愿服务队，积极响应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号召，致力于山
区教育，以大别山区代课教师为扶助对
象，创新扶点、扶志、扶心、扶困、扶智、扶
制“六扶”机制，凝聚各方力量，优化山区
教学环境，提升教学水平。16 年累计为
安徽岳西田头乡教学点建立 10 多个“爱
心书屋”，送去 6000 余册图书绘本、60 多
套课桌椅和午休床，筹建水泥操场和篮
球架，开设国学、艺术等六大类素质课程
200 余节次，实现代课教师、留守儿童扶
助全覆盖。

近年来，风信子志愿服务队先后获
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最佳志
愿服务项目、全国公益创投大赛铜奖、江
苏省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等荣誉。

2、任华琴：做一名助残志愿者
任华琴，1977 年 5 月生，金坛伊曼美

容连锁机构有限公司总经理。
多年来，她坚持扶危济困，帮助困难

群体。2010 年，她个人捐资 30 万元成立
金坛区首个企业“阳光助残专项基金”，
定点帮扶残疾人家庭；2014 年，她担任
金坛民建志愿者服务队队长，积极打造

“思源工程——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助学
行动”志愿服务品牌，资助 10 名困难学
生，帮助他们成长成才。

自 2015 年至今，她每年参与“唱响
爱的分贝”大型公益助残行动，已累计赞
助 10 多万元的同时，还捐资帮扶孤独症
儿童。据统计，任华琴已为地方公益事
业捐款达60多万元。

3、杨志豪：20 多年献血 14400 毫
升

杨志豪，1975 年 12 月生，武进区职
教中心教师。

自 1995 年起，杨志豪每年坚持献
血，至今已累计献血 36 余次，献血总量
达 14400 毫升，成为常州献血“状元”。
他加入义务献血应急队伍，关注缺血信
息，只要符合自己的血型，就会第一时间
赶去献血，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称他为

“24小时运行的‘生命油库’”。
在他的感召下，争当义务献血志愿

者已在武进职教中心蔚然成风。杨志豪
先后获武进区“十大杰出志愿者”、江苏
省无偿献血奉献奖和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银奖等荣誉称号。

4、顾鼎武：老人们的“孩子”
顾鼎武，1973 年 9 月生，常州鼎武集

团董事长。
从一位三甲医院小医生，到鼎武养

老院董事长，顾鼎武走过了 20 多个年
头。看到农村老年人因养老问题，而陷
入困境，他毅然决然投身其中，立志造福
老年人。

他投入全部积蓄，建成了一幢 4000
平方米、128 张床位的养老院，开发了集
养老、医疗、康复、护理“四位一体”新模
式，并接管了政府托管的 100 多位五保
老人。顾鼎武说：“努力把这里打造成老
年人的家。老人来到这里，能住得安心、
吃得放心，这是我最大心愿。”

5、宗长生、芮俊：不畏严寒跳水救
人

宗长生，1979年8月生，溧阳市南渡镇
胜笪村委宗家村村民；芮俊，1991年1月
生，武进经开区潞城镇17幢甲单元居民。

今年大年初一傍晚，在上兴镇涧北村
旁，一辆轿车失控冲进了水塘里。路人见
状，紧急叫喊。正在附近钓鱼的宗长生闻
声赶到现场，并拦下一辆汽车，和车主芮
俊一起跳入水中，协力把后座上失去意识
的一男一女拖上岸后，又潜入水中把副驾

驶上昏迷的男子救上岸。
此时，宗长生和芮俊两人全然不顾

冬天的严寒，又再次跳入水中，与过路群
众一起打开驾驶室车门，把驾驶员从水
中捞起。在大家合力相助下，把落水者
送往医院治疗。可是，驾驶员因落水时
间长，经抢救无效死亡。

6、刘奇铭：为救人身中8刀
刘奇铭，1987 年 3 月生，武进区潞城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全科医
学主治医师。

今年 2 月 22 日傍晚，刘奇铭途经常
州经济开发区龙锦路与革新路十字路口
时，遇到一名满脸鲜血的女子求救，在其
身后，还有一名持刀男子紧追不舍。危
急时刻，他挺身而出，挡在女子身前让她
快跑，自己却身中 8 刀，与赶来相助的群
众将行凶者驱离现场。

刘奇铭强忍伤痛，带着满身血迹，驱
车赶到自己单位报警求救。此事，先后
被常州晚报、现代快报、中国青年网等媒
体相继进行了报道。

7、李彬全：“光脚大叔”带伤救人不
留名

李彬全，1962 年 5 月出生，天宁区红
梅街道林园村委康家塘村民。

4月8日下午，朝阳桥附近一位老太
太正在桥上行走，一不小心掉入河中。
路人见状，立刻拨打了 110，并大声呼
救。而此时，正从河对面跑来一位大约
50 岁的男子，纵身跳入河中救人。老人
获救后，救人男子却默默离开了现场。

有心人拍下了救人男子的照片，画
面上：他浑身湿透，手上拎着一双鞋，光
着脚走在马路上。4月23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等微信公众号以“大叔，你拎鞋
光脚走路的样子真帅！”进行了报道。

8、徐小丽：带领全家人勇救落水者
徐小丽，1984 年 2 月生，特百惠华润

国际店店长。
今年大年初一，一辆沃尔沃越野车

因拐弯不慎，坠入路边河中。徐小丽一
家正好从此经过，危急时刻，徐小丽随即
招呼过路司机，10 多位路人自发组成了
救援队，迅速下河救人。营救中，徐小丽
还不停让儿子和婆婆拨打 110 报警。在
众人合力救援下，将车内一名 40 多岁男
子先拉上了岸，徐小丽的公公赶紧为他
按压胸腔，好在落水时间短，该男子很快
苏醒。随后，一男一女 2 位七八岁的孩
子也被救上了岸，经胸腔按压，处于昏迷
中的两个孩子苏醒了。

遗憾的是，两孩子的妈妈被拉上岸
时，已没了呼吸。待民警到达现场，徐小
丽一家和过路好心人，才陆续离开现场。

9、韩献忠：扎根基层 36 年不辍笔
耕

韩献忠，1963 年 7 月生，金坛区作家
协会主席、唐王故事会会长、金坛区朱林
镇文体站副站长。

36 年，韩献忠先后创作 300 多万字、
数十部作品。其中，10 多部作品获国
家、省、市级多类奖项。“人民是文艺创作
的源头活水。”韩献忠坚持为时代歌唱，
为人民发声，做到接通天线不掉线，接好
地气补元气，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
乡村文化振兴、繁荣乡村文学事业繁荣
等平凡岗位上，做出了显著成绩。

2014 年，韩献忠被省文化厅评为
“江苏省特色文化标兵”；2016 年，被金
坛区政府授予“金沙英才”奖，其所在文
体站被文化部评为“全国一级文体站”。

10、张永洁：在数控机床上写青春
张永洁，1975 年 6 月生，常州宝菱重

工机械有限公司技能专家、党支部书记。
围绕企业生产中连铸框架加工效率

等技术难题，他开展多项QC活动，攻坚
克难，先后完成 80 多项加工难题，授权

发明专利 6 项，为企业降本增效，成为
宝菱重工数控加工技术攻关领头人，
是公司首个命名技能专家的一线员
工。

2008 年，宝菱重工成立“张永洁
劳模创新工作室”，以此为平台，他为
企业培养高技能和高素质人才，编制
新员工入职培训教材，将“人才”变“人
财”，真正成为公司的宝贵财富。

11、王明娟：用爱培育道德之林
王明娟，1973 年 7 月生，北环百碗

馄饨店老板。
她是常州“一加”爱心社骨干成

员，全国道德模范提名获得者王德林
的妹妹兼长期照顾者。为方便照顾母
亲和哥哥，她在北环新村开了一家小
吃店。受哥哥王德林的影响，她也积
极投身到志愿者服务队伍中，把小吃
店的经营与公益联系在一起，积极参
与志愿服务，成为“一加”骨干成员。

王明娟的丈夫长期在外打工，女
儿在读初中，一大家子的重担落在了
她身上。尽管很艰辛，但她依然乐观
开朗，为家人、为大家付出，无怨无
悔。王明娟曾获常州市第八届“十佳
好儿女”称号。 （常宣 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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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22 日获悉，天宁区
在全市创建首个垃圾分类宣教基地，
并正式对外开放。

宣教基地以天宁区大件垃圾分拣

中心为基础平台，增加了垃圾分类学习互
动区、垃圾分类游戏区、电教点和“变废为
宝”展示区等四大功能区，让孩子们“在玩
中学，在学中乐”，寓教于乐，教育和增强
孩子们的垃圾分类意识。

自今年 3 月试运行至今，该基地已
接待局前街小学等9所学校的学生和幼
儿前来参观学习。

（毕小群 秋冰 高岷图文报道）

我市创建首个垃圾分类宣教基地

本报讯 5 月 21 日，常州装饰
装修行业协会一行前往常州华艺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等我市工装企业进
行调研，重点考察企业在转型升级
中如何克服困难，将工装品牌做大
做强。

在常州华艺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该企业董事长羌磊表示，华艺是
一家专业做建筑幕墙、外墙装饰的
工装企业，曾与中建八局合作，为被
誉为世界十大建筑奇迹之一的“上
海深坑酒店”做幕墙，得到业内高度
赞誉。

目前，华艺建设已经进入企业
转型升级发展的快车道。“近年来，
我们企业发展的方向、目标定位更
精准，品质成为第一追求，我们不贪
大、慢消化、慢适应，力求每一个项

目都精益求精，得到合作方的认
可。”羌磊表示，华艺从过去不筛选
接单的粗放型发展，已经变为与品
牌合作走“精而美”的道路。

在人才管理上，随着公司转型
发展速度的加快，通过 OA +等电
子办公信息系统，将管理效益大幅
提升。“我们目前上了4条国内技术
最先进的单元幕墙生产线，以机器
代人，生产效益也大幅提升。”羌磊
说。

羌磊还表示，营改增税收政策
实施后，对于有一定规模的工装企
业是一件好事情。

据了解，近期常州装饰装修行
业协会还将深入调研江苏华淳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等我市工装企业的生
存、发展状况。 （陈君超 王淑君）

常州装饰装修行业协会

调研我市工装企业
转型发展情况

本报讯 5月1日，社保费率下降
正式落地。连日来，我市税务部门持
续开展新政宣传、培训和辅导工作，帮
助企业把政策红利“收回家”。

社保费率下降是减税降费又一重
磅举措。本月起，我市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从 19%降至
16%，继续阶段性降低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这一
政策的出台，有效降低了我市企业用
工成本，提振了企业加快高质量发展
的信心。

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是中国
中车旗下的一级子公司，现有员工
4100余人，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高级
技术人员，公司每年在缴纳员工社保
费用上都承受了较大压力。公司财务
总监管艳华坦言，降低社保费率就像
一场及时雨，浇到了企业的心坎上，

“按照公司 2018 年的缴费情况预测，

社保费率下调后，今年 5 月至 12 月，
公司仅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一项
就能省下 620 万元。”管艳华表示，有
了这笔资金，公司将加强人才培养和
引进，进一步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加大在非洲市场的投入，扩大中国
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在全球的影
响力。

据了解，为了让社保费降率新
政落实落地，税务部门在全市各办
税服务厅都设置了“社保费率下调
咨 询 专 岗 ”，为 缴 费 人 进 行 快 速 精
准的政策解答。同时，加派业务骨
干、特服号坐席人员直接进驻社保
中 心 、就 业 管 理 中 心 服 务 大 厅 办
公，方便缴费人。

近期，税务部门还将依托“纳税人
之家”平台，联合各行业协会开展政策
培训，确保缴费人尽享政策红利。

（毕赣斌 龚励）

社保费率下调
企业发展添动能

本报讯 为期两个月的文化市场专
项整治行动正在进行，根据前期摸排掌
握的情况，11日，市文化行政综合执法支
队执法人员分3个小组展开突击，对部分

“黑歌厅”“黑网吧”依法采取措施。
黑歌厅、黑网吧是指违反相关营业

场所管理条例规定，未取得《娱乐场所经
营许可证》或《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而
擅自从事服务经营活动的歌厅、网吧。
这类场所通常位于乡镇或城市非中心区
域，规模不大，活动较为隐蔽。

11 日下午 4 点，执法人员到达夏溪
某卖场旁的量贩KTV时，有两组消费者
正在包厢中唱歌。检查发现，该场所尚
未获批《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许可
证》，也未取得《娱乐场所经营许可证》，
属于无证经营。执法人员依法取证，并
对其进行取缔。

在科教城附近一商铺 2 楼，执法人
员发现了一处未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
可证》的黑网吧。该网吧装修简陋，30
多台电脑和众多电线密集排列在一起，

现场几乎没有安全措施，一段昏暗的
楼梯就是这个网吧唯一的进出口。执
法人员现场依法收缴了电脑等设备，
拟对经营者进行进一步行政处罚。

本次突击行动，市文化行政综合
执法支队共检查经营单位17家，取缔
非法经营单位 5 家。此前，5 月 6 日，
支队执法人员已经取缔武进庙桥 1家

“黑网吧”，鸣凰1家“黑舞厅”。
据介绍，5 月 25 日前，执法人员

在全市文化市场进行排查整治，全

面梳理违法经营情况，及时将场
所内的涉黑涉恶线索移送公安部
门，以进一步规范文化市场经营
秩序，净化经营环境，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在排查整改的基础上，6
月将对重点地区和单位整治情况
进行“回头看”，对已关停取缔、责
令整改的场所进行复查，针对突
出问题制订有力措施，建立文化
市场监管长效机制。

（沈馨伟 周茜）

“黑网吧”“黑歌厅”专项整治强力推进

5月取缔非法经营单位7家

宜居常州宜居常州 你我共建你我共建

最近，奔牛镇运河生态廊道建设
工程初见成效，一期投资 1500 万元，
范围包括运河北岸立面修复，两岸慢
行步道建设、绿化、亮化以及融入奔牛
历史文化元素的节点景观打造。其中
北岸有155户民居修复一新。

22 日，奔牛实验小学组织学生开展
社会实践活动，他们聆听当地村民讲述
历史，喜看沿河老街生态廊道美景，感受
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言志国 张伟强
黄智平图文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