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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这些天，腾讯和老干妈
因假印章导致的广告风波频上热搜，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热议。在这起乌龙
事件背后折射出一个社会问题，企业
如何辨识真假公章？

“我们研发了一款‘有灵魂的印
章’，全国首创，它有实物化的形状，数
据化的灵魂。”7月6日，在江苏诚印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屠卫平捧出了一
枚溯源云章。这枚印章使用了印痕溯
源技术，外形看上去像个茶叶罐，如同
穿了件科技的外衣，重约390克，收纳

高度12.8厘米。
现场，屠卫平进行了演示：企业盖出

每一枚公章，数据上传，后台可见，APP
上都有留痕；收到对方的合同，可以立即
对合同上盖的公章进行核验真假。“前提
是，这些企业的公章，都要进入我的这个
数据库里。”

数据显示，我国各类印章有近 3 亿
枚，因公章原因，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
损失高达 1000 多亿元。基于此，这些
年印章行业推出了智能印章、电子印
章等。

对于智能印章来说，它解决企业内
部管理的问题，但依然不能对纸上已盖
的印章辨别真伪。究其根本原因，是由
于目前这类印章产品在生命周期没有形
成信息安全闭环，无法对已盖印章图案
进行溯源核验，这正是印章行业需要突
破和创新之处。

屠卫平说，溯源云章包含了智能印
章的功能，既能管住自身企业的滥用，又
能验证对方公章的真假。

与实体印章相比，电子印章的每一
次使用行为均可记录，确保印章签署行

为可记录可追溯。但它只能实现线上的
服务。“我们的溯源云章不仅可以溯源，
还可以分辨合同是复印件还是原件。它
在传统印章和电子印章之间架起了一座
桥梁，它和电子印章融合使用，更能规避
用章风险。”

据了解，这款产品正在进行市场
推广中。“目前它解决了假公章的难
题 ，今 年 年 内 我 们 还 将 把 溯 源 云 章
嵌 入 合 同 管 理 ，彻 底 解 决 假 合 同 的
难题。”

（凃贤平 徐卓然）

既能管好自身企业滥用，又能验证对方公章真假

天宁全国首创“有灵魂的印章”

本报讯 原创快板、女声独唱、寓
言故事、情景剧⋯⋯近日，天宁街道

“扫黄打非”办联合常州博爱小学举办
了 2020 年“绿书签行动”系列宣传启
动仪式，通过传递尊重知识、尊重创造
的理念，同心协力营造绿色文化环境，
远离和抵制有害出版物。

“绿书签”寓意有生命力的、纯净
的、充满希望的绿色文化环境。活动

现场，每一位同学都被赠送了一枚绿色
书签，“希望能为同学们指引健康阅读
的方向。”“深蓝志愿者团队”负责人仲
佳欢表示。

一直以来，天宁街道在做好“扫黄打
非”基础工作的同时，创建了专项活动品
牌“深蓝行动”，打造由“深蓝宣讲队”“深
蓝管家队”“深蓝调解队”和“深蓝智囊
团”组成的“深蓝志愿者团队”，充分发挥

“深蓝伙伴”“深蓝研习”“深蓝力量”“深
蓝同行”作用，为辖区“扫黄打非”工作保
驾护航。

其中，“深蓝力量”旨在建立一支多
功能队伍，发挥巡查力量、调解力量、关
爱力量，推动工作政策入脑入心。目前，
已吸纳了社区全要素网格员、绿色主城
青年志愿者和街道青少年普法志愿者等
各行各业志愿者，实现了年龄层的全覆

盖。“深蓝伙伴”则主要融合文艺创作、文
学传播、媒体宣传，推动品牌工作更具广
度，快板《文明天宁共深蓝》、网剧《深蓝
行动》、情景剧《绿色护苗》《守望晴空》等
原创精品节日已陆续完成创作。“深蓝研
习”是搭建一个展示平台，结合深蓝剧
场、深蓝之声、深蓝课堂，营造社会氛围
更加和谐。“深蓝同行”整合一系列资源，
同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同行+新联会、
同行+共建，让品牌融合发展更有深度。

据了解，今年天宁街道还计划拍摄
深蓝行动专题宣传片并筹备成立深蓝剧
场，通过情景剧、小品、快板等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扫黄打非”工作。

（沙杨 罗翔 张蔚）

同心协力营造绿色文化环境

一枚绿书签集结“深蓝力量”

走进东奥服装有限公司，与企
业负责人、技术人员进行了沟通交
流；走进纺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详
细了解企业的安全生产情况；走进
常州市德安医院，了解患者就诊情
况⋯⋯今年，根据《江苏省市辖区、
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街道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茶山
街道人大工委以此为契机，积极探
索推出“街道议政会”，逐步走出一
条发展共商、民生共议、难题共解的
基层治理新路径。

“街道议政会”，以人大代表为
主、群众参与为议事形式，以街道内

重大事务的决策落实为议事内容，定
期召开民主议事会进行共商、共议，对
提出的事项进行跟踪和督办，每年年
终通报代表联民议事意见的落实情
况。比如，4 月以龙游河综合整治提
升为议事内容，6 月以富强村信特超
市、红梅村朝阳菜市场的消防安全为
议事内容。

推出“街道议政会”以来，人大代
表和群众积极献计献策，茶山街道收
到了推进供给侧改革、搞活夜经济、加
强群租房管理、加快老小区改造、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等方面的改进意见和工
作建议。 张莉敏

茶山推出“街道议政会”

走进丽华一村社区，13 幢、14 幢
楼下有两块黑板格外引人注目。上面
记录的内容丰富多彩，上至国家大事、
政策方针，下至社会动态、科普常识，
只要是市民关注的、喜闻乐见的，都会
经过精心编排，出现在上头。走到这
里，无论是社区居民，还是过往路人都
会情不自禁地放慢脚步欣赏一番，成
为这里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从 2008 年社区安装了黑板开
始，黑板报从未间断过。”丽华一村社

区书记陆金龙说，这些板报出自社区
的两位老人之手，他们是78岁的张克
勤、71岁的周建华。

2007 年，张克勤当选为丽华一村
社区第一党支部支部委员，担任宣传
委员的职务。社区安装了黑板之后，
张克勤决定出黑板报，让小小的黑板
发挥作用。

他常年在企业从事操作工作，担
心自己的粉笔字拿不出手，于是专门
跑到常州图书馆办了借书证，查阅有

关写好粉笔字的要诀，一有空就坚持
练习。

“老人出黑板报真的很辛苦，每月
一期，期期内容不重复，可以看出在版
式设计上花了很大心思。上千字的板
报内容，至少要准备 2 天。不过无论
寒冬酷暑，还是刮风下雨，老人都坚持
月月更新。”陆金龙说。

就是靠着这份让许多年轻人都汗
颜的认真劲头，张克勤“出品”的黑板
报收获了社区一众“粉丝”。

周建华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周建华在家门口摆了个修理自

行车的摊位，距离黑板不到5米。时间一
长，两人交流也频繁了起来。了解到当过
知青的周建华写得一手好字后，张克勤欣
喜万分，原来身边就有一位“接班人”。

2013 年，张克勤因要照顾父母，搬
离了社区。周建华主动接过接力棒，负
责起两块黑板的编写工作。

一年又一年，周建华已过了古稀之
年，小区里房子也旧了，只有这两块黑
板，月月都是新的。

“黑板报不仅让我们能及时了解党
的政策，也让大家伙感受到一股劲头，一
股不服输不服老、不愿向困难低头的精
神。这一方板报已经变成了社区的一种
情怀，有温度，有正能量，还有故事。”陆
金龙这样说。

宋婧 张莉敏 邵雨林图文报道

两块黑板报 耕耘12载

本报讯 还有不到 10 天的时
间郑陆的葡萄和翠冠梨就要上市
了，当前正值两种水果生长的最后
冲刺阶段，但连着一个多月的阴雨
天气，让郑陆镇两大经济作物收成
大不相同，农户的心情也呈“冰火”
两极。

“淋过雨的葡萄会裂口腐烂，一
串葡萄上面只要有几个出现这种情
况，这串葡萄就很难卖得出去了。”
7 月 10 日，一说起今年的葡萄收
成，石堰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兼农
技员姜悦忠就心疼不已，他家种了
4 亩葡萄，套了 4000 多个袋，目前
剪掉扔了的有 700 多个袋，估计今
年没有利润，能保本就不错了。

据悉，石堰村有一半村民种植
葡萄，种植总面积约700亩，目前情
况好的损失 1-2 成，严重的已经损
失过半。

那没有其他更好的弥补措施了
吗？姜悦忠叹口气摇摇头说，目前
主要是通过疏通田间水系，降低渍
害影响。“镇里也帮忙保了农业险，

但是目前灾情不符合出险条款，还是
得自己买单。”

阚家村与石堰村相隔 2 公里，阚
家村农户却欣喜地告诉记者，今年再
次迎来梨子的丰收年。

“100亩梨的产量近40万斤，个头
多已达到6.5两以上，烂果情况几乎没
有。”阚家村彩虹农场农户常彩莉说，
这都是因为有了“庄稼医生”阚师傅，

加强了田间管理为丰收赢得主动权。
“庄稼医生”阚师傅就是阚建本，一

个拥有近30年种梨经验的国家三级农
业技术指导员。阚建本认为，做好田间
管理，重点需要做好疏花疏果、水肥管
理、病害防治三方面工作，提高土地肥
力、唤醒根系活力，即使天公不作美，农
户也依然可以有丰收的果实可以收获。

比如施肥，提倡薄肥勤施，过多使

用碱性肥料，反而造成土壤板结。在
阚建本的指导下，阚家村梨农已逐渐
掌握使用黄豆、菜籽饼、菌肥等沤制的
生物肥培肥地力的技术。疏花、疏果
工作相较一般农户也做得更勤。

阚建本自己经营着一家农资店，采
取医院式管理模式，通过“望闻问切”为
农户“开方抓药”，他本人也时常会下田
间地头为梨农提供上门服务。2018
年，在阚建本的带动下，当地300多位
农户与市供销社建立合作，这次合作更
是带来了“精致农业”的概念，整个田间
管理采用的都是标准化操作。

现在，梨子还在树上挂着，但阚建
本说，已与经销商达成 100 万斤的口
头协议。 （徐蕾 苏晓峰）

种植葡萄和翠冠梨

怎么赢得丰收主动权？

本报讯 7 月是焦溪翠冠梨上
市时节，今年受雨水影响，果农为了
把梨子的甜度滋养得更高，预计要
等到7月25日才正式采摘上市。

郑陆镇共有大小 11 个翠冠梨
生产基地，主要有：常州市翟家果品

专业合作社的“常溪”牌翠冠梨，常州
查家湾生态林果专业合作社的“查家
湾”牌翠冠梨，常州市金剑蜜梨专业合
作社的“舜南”牌翠冠梨以及丹丹梨
等，今年的梨子产量大约4000万斤。

果品交易经纪人翟大伟告诉记

者，焦溪翠冠梨皮薄、肉细、香味浓郁，
汁多甜蜜、清爽鲜脆，口感优于其他翠
冠梨品种。翠冠梨最佳品尝期在 7 月
底到 8 月中下旬，到了 8 月底，正宗的
焦溪翠冠梨就要下市了。

今年受疫情、雨水等多方面影
响，目前的订单量较往年同期有所下
降。翟大伟表示将加大网络销售和
大型市场投放力量，并与杰记水果店
等连锁品牌合作，让市民买到正宗的
焦溪翠冠梨。

（宋婧 徐佳誉）

7月25日才正式采摘

焦溪翠冠梨还没上市

本报讯 青龙街道的横塘社区
夏令营将于7月20日开营，在一个月
的时间里为社区居民开展普法类、文
化类、科技类、环保类等26场活动。

横塘社区为了丰富少年儿童的
生活，挖掘青年潜力，促进社区居民
多元发展，提升居民文化素养，夏令
营活动办得丰富多彩，比如，樊登小
读者举办 6 场亲子类活动，青龙医
院为中老年人开设 1场“中医养生、
健康同行”知识讲座，典修律师事务
所为青少年举办“青春自护·暑期安

全”教育活动，社区开设“玉兰芬芳·女
子瑜伽”课堂。

横塘社区下辖四个商品房小区：
水晶城、御园、香溢紫郡、常发豪郡
(代管青韵雅苑住房保障小区），社区
将居民分为夕照横塘、炽盛横塘、朝
阳横塘、晨露横塘四个年龄段，全力
打造“全龄距离”文体品牌。2019 年
横塘社区暑期开展的夏令营活动，以
青少年为主，全体居民共同参与，共开
展 18 场活动，参与人数每场达到 30
人次。 （凃贤平 房宁娟图文报道）

一个月将开展26场活动

横塘社区夏令营7月20日开营

本报讯 “我们不能天天来，看
到社区的管家、社区网格员像亲人
一样照顾母亲，非常感激。”近日，孤
寡老人姚奶奶的儿子、女儿，把一面
书写“贴心关爱，胜似亲人”的锦旗
送到了红梅街道翠北社区党委书记
张翠华手中。

10 年前，翠北社区成立了一支
管家队伍，与社区孤寡老人结对。
当年56岁的社区管家王荷英主动与
家住翠北160幢的姚奶奶结成对子，
时不时地上门探望，隔三差五地拉拉
家常，还帮忙购买蔬菜和药品等。十
年如一日的陪伴，也让两人的关系从
管家变成了亲人。王荷英经常说的

一句话：“她把我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
看待,我也把她当成我母亲，她有什么
需要帮忙的，我肯定是随叫随到。”

今年 3 月份，为了进一步加强社
区在居家养老、社会治安、环境卫生、
消防安全以及邻里关系等方面的管
理，解决社区管家服务范围大、精力容
易分散的问题，红梅街道翠北社区招
募了第一批共11名专职网格员，由原
来的一个社区管家管理好几个网格转
变为一个网格对应一个专职网格员，
更加精准地为小区居民提供服务。

现在，社区网格员韩春萍又接下
前任管家王荷英的“接力棒”，与姚奶
奶结成对子。 （张飞云）

一面锦旗背后——

接好为民服务“接力棒”

本报讯 7 月 11 日，“对话‘青
新’聚力量·砥砺建功五十强”2020
天宁区青商会、新联会“AI·青新聚
力”共建项目在黑牡丹常州科技园
启动，就青年创业者如何逆境求生、
青年企业家如何转型自救、民营企
业如何重启成长等话题纾困解难。

青新人才指的是青年企业家、
新阶层人士。为更广泛地凝聚各方
力量，强化各领域优秀创新人才的
互联互动，天宁区青商会、新联会打

造“AI·青新聚力”211服务体系，该体
系依托“青新创造营”成长基地，邀请

“两个健康”导师团，打响“青新护苗”
“青新研习社”活动品牌，部署开展“童
享阳光”“童享春雨”“童享新风”三大
主题活动和“红蓝黄”计划，提升“青
新”人才的综合实力。

目前，“AI·青新聚力”共建项目
已完成对接“两个健康”导师团、建立
天宁区“青新智库”人才库、成立“青新
创造营”成长基地。 （罗翔 徐珺）

凝聚“青新”力量
做创新发展“有力引擎”

本报讯 “再过两三个月黄天
荡清水蟹就要上市了，自从去年合
作社230亩水产用上了养殖尾水治
理系统，不仅养殖塘水变清了，而且
养殖收入也增加了。”望着清澈见底
的池水，常州湟河生态养蟹合作社
社长廖理军开心地对记者说。

“绿富美”的湟河生态养蟹合作
社只是天宁水产业发展绿色生态养
殖中的一个亮点、一个缩影。

自2015年以来，天宁区持续强
化养殖尾水治理，累计完成4000亩

高标准池塘改造，全力打造特色渔业，
鳜鱼、水蛭等特种水产品养殖面积占
全区水产面积的 82%，全区渔业发展
取得了一定成绩。

今年，天宁区农业农村局将继续
组织实施 800 亩生态化池塘改造，同
步开展“绿岛”建设试点，创建 1 个以

“黄天荡清水蟹”为主的水产养殖尾水
净化生态示范点，逐步构建起全区生
态化、特色化、科技化渔业产业体系，
为全区渔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徐蕾 钱寅）

天宁继续改造
800亩生态化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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