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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有 8 年摆摊经
历的摊主罗巧秀搬入升级后的郑陆
农贸市场，不管是摊位设置、硬件配
套、周围环境，都很满意。自市场升
级改造以来，客流量已经翻了两番。

她告诉记者，郑陆农贸市场是
2012 年启用的，一开始都挺好，可
是后来管理跟不上，环境脏乱不堪，
住在周边的居民宁可绕远路去别的
菜场买菜。

今年 5 月，镇政府决心对农贸
市场进行市场化改造，引入专业管
理公司，按照常州市菜市场规范化
设计建设，总投资约 60 多万元，让
市场实现了“华丽变身”。

经过 1 个多月的重装升级，再
次走进大门，各个功能区划分明晰，
有蔬菜区、肉制品区、水产区，各类
货品摆放有序，地面干净整洁。市
场不管从硬件还是软件都有了质的
飞跃。地面、下水道、灯光、瓷砖焕
然一新，摊位管理、环境维护有了制
度约束。

“现在整个市场看着都亮堂了，
最关键的是市民愿意进来买菜了。”
罗巧秀欣喜地说。

据悉，今年郑陆镇还将对焦溪、
三河口农贸市场进行升级改造，同
步完成市场化运作，计划明年元旦
后启用。 (宋婧 徐佳誉)

农贸市场华丽变身

郑陆推行市场化运作模式

本报讯 领粮票、了解一粒米的“旅
程”、争当“光盘侠”⋯⋯9月1日，亲历了
史上最短暑假后，天宁区 6 万名学子重
返校园，今年的开学第一课围绕“节粮惜
物”同样精彩纷呈。

继暑期向全校学生发出“拒绝舌尖
上的浪费”的倡议后，报到当天，局前街
小学的每位同学都领到了一张纪念“粮
票”，手拿“粮票”，大家迸发出一个个节
粮“金点子”，有的建议饭盒分大中小
码，学生按需取餐；还有的建议利用学
校的惩戒制度，对经常浪费的孩子进行
惩戒⋯⋯开学典礼上，校方邀请了城北
粮库米业的相关负责人，给大家介绍粮
食和粮票的相关故事。

“ 牵 手 小 米 粒 ，幸 福 大 成 长 ”，博
爱 小 学 的 开 学 从 了 解“ 一 粒 米 的 旅
程”开始（如图）——经过犁地、育苗、插
秧、防治施肥等多道工序，一粒粒大米
凝聚了许多人的辛勤劳动。新学期，学
校把“一日常规”与学生建议相结合，让
珍惜粮食、制止浪费的理念内化为每一
位博爱学子的行动。

虹景小学以“乘风破浪金秋起航”为
主题开展迎新活动。孩子们跟着小米粒
踏上金色穗道，感受丰收的喜悦，体会劳
动的不易。浦前中心小学以“微光接力，
你我共‘俭’”主题系列活动奏响新学期
的乐章。

三河口小学、青龙实验小学和紫云小
学则分别通过解读食育文化，编排有关勤
俭的小故事、儿歌、舞蹈，制作黑板报，让
讲勤俭、知节约在校园中蔚然成风。

在茶山中心幼儿园的开学第一课上，
幼儿代表们向全体幼儿发出珍爱粮食的
倡议，稚嫩真挚的话语引起了小朋友们阵
阵的应和；小朋友们用印手印、画符号的
方式在倡议墙上留名见证。

爷爷奶奶的老物件，父母珍藏的纪
念物，都承载着长辈的珍贵回忆。报到

日当天，解放路小学布置了物件展览馆，
并通过寻找老物件、交换老物件、品鉴老

物件，学会节约、传承和创造。
（罗翔 杜明 房宁娟 张莉敏图文报道）

天宁开学第一课：节粮惜物 本报讯 今年 8 月，青龙街道
组织辖区企业开展班组长免费培
训，目前共组织 120 多人参加培
训。据了解，这项培训已经连续举
办三年。

与其他培训不同的是，班组长
培训课程设置完全是个性化的定
制，让班组长带着问题来参与，自己
工作中遇到哪些问题提出来，共同
想办法来解决。

今年以提升岗位竞争力为主
题，围绕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
团队执行能力和提升自身形象魅力
开展情境式培训。培训形式灵活生
动，又特别接地气。所以，有的班组
长去年参加，今年又报名了。

“今天的学习，教会了我如何从

一个技术型人才向管理型人才转
变。”“工作中要进行必要的沟通，只
有团结一心、互相帮助，才能使企业
发展更好。”一份份学习心得，让组
织方看到了效果，也了解到企业的
需求。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沈庆武
说：“现在企业已经把我们这个班组
长培训排进每年的工作计划中，企
业挖掘出后备人才，通过这个培训
能直接上岗。”

为什么要组织班组长的培训？
沈庆武说，班组是企业的细胞，只有
每一个班组都充满生机和活力，企
业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快速
适应企业转型发展的需要，才有能
力去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凃贤平 房宁娟）

服务“六保”“六稳”

青龙免费培训企业班组长

本报讯 明亮的工作间、宽敞
的储藏室、凉风习习的休息区、崭新
的桌椅,近日，中海荣盛社区的“巧手
绘”工作室迎来了2.0版本，功能更齐
全，也吸引了更多居民前来献艺。

“巧手工作室”成立于2018年，
由前工作站站长汤亚平组织成立，
主要帮助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家属通
过手作小零件赚钱补贴家用，如今，

“巧手绘”工作室已由最初的 3 名成
员扩展到如今的10人队伍。

为帮助“巧手工作室”阿姨们赚
取更多零花钱，新任站长张毅超刚
一到任便开始“拓展业务”——积极
联系企业，帮助双方达成产品代加

工协议。
“加工1个拉绒片能拿1块钱，1

天做6小时就能加工120个拉绒片，
也就是平均每天能有120元的收入。”
63岁的张冬玲，从老家山东来常州帮
忙带孙子，孙子上学后，白天没事做，
又想给孩子减轻一些生活压力，便来
到这个组织，“赚钱、做家务两不误，生
活还很充实，这里有一群能唠嗑的老
姊妹。”张冬玲乐呵呵地说。

“隔壁的凤凰熙岸小区活动
室快装修好了，‘巧手绘’工作室
也可以走出水岸花语小区，帮助
更多妇女实现家门口的就业梦。”
张毅超说。 （陶怡 白锰）

“巧手绘”工作室迎来2.0版

本报讯 日前，雕庄街道凤凰
熙岸“宁管家”妇联针对居民在微信
群里反映的电动车楼道乱堆放问题
进行了议事，物业、社区工作人员和
巾帼志愿者们畅所欲言，这是“宁管
家”妇联在雕庄试点后的首个议事
项目场景。

“宁管家”寓意天宁管家，同时也
代表“您的管家”，是由天宁妇联在全
区成立的首个物业管家妇联组织，以

“物业+社区+巾帼志愿者”的模式，
试点选在了雕庄中海凤凰熙岸小区。

据了解，中海凤凰熙岸是雕庄
街道第一个商品房城市小区，居住
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人员结构复杂，
群众诉求多元化。凤凰熙岸“宁管
家”妇联成立后，将依托妇女儿童之
家等主要阵地，用点连线、连线带面
的方式，将妇联的综合维权服务、女
性素质提升、家庭教育培训等嵌入
其中，引导妇女和家庭成员参与到
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从而促进
居民与社区、城市的融合。

（吴玉平 朱小玲）

天宁成立首个物业管家妇联组织

本报讯 “墙面一刷，就和新房子
一样，现在住着安心了。”近日，在经过了
半个多月的屋顶重建和室内修缮，五保
老人许大宝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

今年85岁的许大宝老人，膝下无
儿无女，和侄子居住在位于茶山街道
常春村一幢3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

今年汛期雨水偏多，老人的房
屋因年久失修，屋内多处漏雨，“以
前漏雨，就用桶接着，再附上一层塑
料薄膜挡挡，今年情况特别严重。”

许大宝的侄子许先生说，漏雨的位
置正好在床的上方，已经到了无法
睡觉的程度。

眼看屋顶漏水，房子成了危房，
两人将无处安身，十分焦急。

7 月中旬，村干部在巡查防汛
工作时得知了该情况，立即上门勘
察。考虑到老人的实际情况，村委
联系到了一家爱心企业，帮其添砖
加瓦，重建屋顶，并对室内进行了翻
新整理。 (宋婧 袁静)

五保老人住“新”家

本报讯 8 月 31 日下午，打开车联
天下物流云平台，查询以车联天下集团
有限公司为圆心，直线 5 公里范围内的
货车，并随机设置条件。几秒之内，找
到 57 辆货车，最近的就在园区附近，是
一位董师傅的车，车辆相关信息也一目
了然。

“通过物流信息平台，我们实现了物
流全流程可视化管理。”车联天下总裁
吴俊说，平台上所有货车都使用北斗定
位，数据每5秒更新一次，哪怕是司机等
红绿灯的时间都能测算出来。“我们是货
运业最早使用北斗的企业之一。”

目前该系统主要建设货源平台和运

力平台两大平台，基于平台上 680 万台
重型卡车动态静态数据及车辆位置、历
史行车轨迹等数据优势，服务 2 万户中
小微物流公司，帮助500多家央企、国企
和上市公司实现降本增效。

据了解，车联天下筹划于 2013 年
10 月，主要面向大宗商品、快消品、机械
制造、汽车零部件、日化用品等行业客户
提供物流服务。

2016 年 12 月，车联天下经招商引
资由北京迁址落户常州市天宁区，开始
了以常州为总部，多维发展的新格局。
2017 年 集 团 营 业 收 入 突 破 48 亿 元 ，
2018 年集团营业收入 82 亿元，2019 年

集团营业收入突破 152 亿元，企业也进
入了货运行业前五。

2016 年 10 月车联天下集团获得交
通运输部“无车承运”试点资格。今年，
车联天下获发国内第一批“网络货运”牌
照，宣告迈入“互联网+物流”新阶段。
乘此东风，集团营业收入今年有望突破
200亿元。

“网络货运”时代，最主要的是，利用
大数据、云计算、卫星定位、人工智能等
技术整合资源。“通过这种整合，最终要
实现为企业降低成本。”吴俊说，车联天
下推出了多式联运。

以从内蒙古的乌海运送塑料粒子到

广东的广州为例，客户可以选择用一辆
重 10 吨的大货车一次性装载 30 吨，经
过两三天的时间就能到，但运费要 3 万
多元。如果选择多式联运，先用重卡运
到包头火车站，再到天津港，通过海运的
集装箱到达广州，这样的话，时间要 15
天，但运费仅3000元。

“另外，我们创新地将卡车运营与贫
困户对口进行精准扶贫。”吴俊说，目前
集团已在青海省德令哈市、河南省潢川
县开始了试点工作，已经做了1000多台
货车，也就是将帮助1000多个贫因家庭
脱贫致富。

（凃贤平 房宁娟）

今年营业收入有望突破200亿元

车联天下迈进“网络货运”时代

本报讯 一件衣服是否与众不同，
面料是第一关，对于一件宠物衣服来说，
同样如此。

8 月 27 日，雕庄街道采菱工业园三
苗纺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片繁忙，
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针织牛仔宠物服
装，“一位美国客人通过我们的跨境电商
产业园电商平台订购了一批宠物服装，
价格在 20 美元一件。”三苗纺织负责人
曹静亚介绍说，针织牛仔面料比传统的
梭织牛仔更柔软、更有弹性，适合活泼好
动的小动物们。

三苗纺织成立于2013年，一直致力
于针织牛仔面料及成衣的设计、开发、生
产及销售，出口国家包括日本、美国、越
南等。

今年，疫情冲击了国内服装纺织行
业，一直走“稳扎稳打”路线的三苗纺织，
生产节奏虽然没有被打乱太多，但面对
市场变化，仍积极转型。

一 方 面 ，发 力 电 商 平 台 ，另 一 方
面 则 将 视 角 瞄 准 宠 物 服 装 这 个 细 分
市场。

宠物服装的市场有多大？曹静亚告
诉记者一个数字，在美国，花费在一条狗
上的费用一年平均在 3 万美元左右，其
中，狗服装占了很大一部分。有资料显
示，国内的宠物服装销售量呈逐年攀升

的态势，估计有数十亿市场的份额。可
以预见，随着城市老龄化人群的进一步
扩大，对宠物喜爱有加的一批“有闲族”
的成长，宠物服装这个市场的蛋糕将越
来越大。

“宠物服装作为一个服装分支，生产
企业较少，但用户却是越来越‘刁钻’”
曹静亚自己就是有“宠”一族，一直没能
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宠物服装，“何不用
自己生产的针织牛仔面料为爱宠做一套
衣服？”

这个念头在脑海里一闪现，便一发
不可收拾。目前，三苗纺织已设计、打样
出20多种款式的宠物服装。

在曹静亚看来，没有落伍的行业，只
有落伍的理念，针织牛仔的市场潜力无
限。除了制作宠物服装外，记者还在三
苗纺织看到了用针织牛仔做的玩偶（如
图）、花篮等。

（徐蕾 郑蓓/文 王锐/摄）

“危”中寻“机”

三苗纺织发力宠物服装市场

本报讯 “难怪这么香！”昨天，郑陆
梨农吴洪华给记者发来《不同种植方式
翠冠梨常温货架期实验报告》，这是由国
内水果零售巨头百果园集团采后研发中
心 提 供 的 。 实 验 报 告 中 指 出 ，通 过
BLOF 技术种植的翠冠梨检测出 22 种
香气物质，而普通翠冠梨仅检测出 9 种
香气物质。

吴洪华是去年开始使用BLOF技术
种植翠冠梨的。在采摘期进入6亩试验
田，满园都是梨香。哪怕采摘后放进冷
库，香气依然扑面而来。“当时就是不知
道这种翠冠梨为什么这么香。”

据了解，BLOF即“现代有机农业理
论和技术”，由日本著名有机农业专家小
祝政明历经 30 多年研究而成。BLOF
技术综合考虑土壤、植物本身的需求，可

量身定制施肥方案，使过去非常复杂的
高品质果品生产技术变成了简单、可复
制、可标准化的技术。

近两年，百果园引进BLOF技术，并
成立优农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推
广。翠冠梨这一品种，就选中了吴洪华
的梨园。

通过数据分析，BLOF 技术种植的

翠冠梨和普通翠冠梨共有的香气成分有
乙酸乙酯、丙酸乙酯、正己醛、2-己烯
醛、正己醇、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邻苯
二甲酸二丁酯，共7种。

BLOF 技术种植的翠冠梨，22 种香
味 物 质 主 要 为 醛 类 54.33% ，酯 类
36.38%，醇类8.01%，烯类1.28%。除了
酯类、醛类、醇类外，还检出了苯乙烯类

和烯烃类。而普通翠冠梨检测出的9种
香味物质中主要为醛类 86.02%，酯类
12.21%，醇类1.77%。

两者含量前三的香气成分一致，分
别是乙酸乙酯、正己醛、2-己烯醛。

“因为BLOF技术种植的翠冠梨，香
气物质多，并且酯类含量高，所以它的果
香味更浓。”吴洪华说。（凃贤平 徐佳誉）

普通梨仅检测出9种

使用BLOF技术种植的翠冠梨

检测出22种香气物质

本报讯 为 持 续 深 化“ 放 管
服”改革，提升服务效能，不断优化
提升营商环境，近日，郑陆镇为民
服务中心“24 小时自助服务区”正
式启用。

以往群众办事只能在工作时间
到窗口办理业务，现在为民服务中
心通过建立24小时自助服务区，提
供错时、延时服务，有效弥补了办事
窗口工作 8 小时以外时间和节假日
等非工作日的服务盲点，实现了便
民服务365天“不打烊”。

市民张先生一边尝试在自助机
上办理业务，一边为这项服务点赞：

我以前都要在工作时间请假来办
事，现在有了 24 小时自助机，随时
可以开具社保证明，对我们上班族
来说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在自助服务区，除了江苏政务
服务自助查询机，还配有税务自助
开票、社保查询、公积金查询以及违
章处理、出入境签注等服务，可提供
社保证明查询及打印、缴纳违章罚
款、各项政务服务查询等服务。

随着为民服务中心服务功能的
不断完善，今后还将充分利用数字
化、信息化、智能化平台为群众多办
实事。 （谈杰）

郑陆镇为民服务24小时“不打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