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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0)营字第54-5

01月04日07:30-14:00停电：10kV
新五线电子园变西486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士林三叶电机、通用自来水、益达利科
技等龙虎塘、三井、安家等相关地段）；

10kV新科线嫩江变至盛士达C1975
开关至仙龙大队475开关（停电范围：迪泰
科特测控设备、益豪建设、诚联电源股份等
龙虎塘、三井、安家、河海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常连线青松
5229开关至金力光学A1233开关（停电范
围：港晖自行车、秋阳制冷科技、惠明装璜
工程等郑陆、北环、朝阳、青龙等相关地
段）；

01月08日07:30-12:30停电：10kV
创新一线创新配电所:联通公司二116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中国联合网络通信等安
家等相关地段）；

08:00-14:30停电：10kV厚余线北高
头B1447开关至五巷管家A1460开关（停
电范围：邹区水务工程等邹区等相关地
段）；

10kV满墩线卜弋变至观音塘B1644

开关至段庄5295开关（停电范围：佳得顺热
能设备、得盛炉具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12:30-17:30停电：10kV天安二线天
安配电所：联通公司一1240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中国联合网络通信等安家等相关地
段）；

01月11日07:30-14:30停电：10kV
旺财线东莫村592开关前段（停电范围：钟
华阻尼材料、良春集团、捷佳创精密机械等
罗溪、春江、新桥等相关地段）；

10kV粤海四线全线（停电范围：粤海
置业等罗溪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1月04日08:00-14:00停电：10kV

电子线东方红运输站配变、电子2幢配变、
电子9幢配变、广化里80号配变；

10kV吊桥线吴家场配变；
10kV广配线民丰路南配变、民丰路

配变；
01月05日08:00-14:00停电：10kV

关东线铁道居民配变；
01月06日08:00-13:00停电：10kV

增光线120开关支线19号杆至汤庄中学
B1203开关；

08:00-14:00停电：10kV三河线河口
老街支线17号杆后段；

10kV西园线路灯所配变、西园村配
变、102宿舍北配变、102宿舍南配变、西园
村西配变；

01月08日07:30-14:30停电：10kV
济农线安家杨木桥配变；

10kV安石线安家老汽车站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兆丰线东印

7幢配变、东印3幢配变、高家弄配变、东印
4幢配变、解放村委配变、高家弄东配变、东
印1-1幢配变、东印8幢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灵宝线成王
支线12号杆后段；

01月11日08:00-14:00停电：10kV
劳南线浦北71幢配变、浦北24幢配变、浦
北3幢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庄桥线长
青名苑1幢B1174开关至83号杆；

08:30-13:30停电：10kV汤新线明
海支线2号杆后段；

10kV汤镇线汤庄中学支线7号杆刀
闸上引线后段；

01月12日08:00-14:00停电：10kV

工人线清潭163幢配变、清潭95幢配变、
清潭107幢配变、清潭104幢配变。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网”
APP，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实现交
费、办电、信息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
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
线路进线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
送电。如遇雨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
原因，计划停电有可能会临时撤销，请关注
报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根据《市政府关于完善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意见》《新北区住房保障工作意见》的规定，经过本人申请、乡镇（街道）调查核
实和区住建局审核，在申请人户口所在地及实际居住地社区资格公示后，下列申请人将享受新北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现
予公示。如有异议，请于十日内向新北区住建局反映（地址：崇信路8号，电话：85127597）。

2021年常州市新北区公共租赁住房货币补贴公示

低收入家庭公共租赁住房公示名单
序号
1
2
3
4

申请人
朱利健
周焕良
赵雅琳
高银娣

性别
女
男
男
女

工作单位
退休
退休
常州吉铁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无

户口所在地
新北区百草苑30幢乙单元701号
新北区百草苑44幢4号
新北区兰翔新村8幢甲单元202室
新北区兰翔二村17幢乙单元402室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无房
无房
无房
无房

人均月收入（元）
1310
970
1800
905

安置意见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公共租赁住房公示名单
序号
1
2

申请人
徐苏宪
李红英

性别
女
女

工作单位
退休
退休

户口所在地
新北区天际雅居3幢甲单元2401室
新北区典雅花园7幢乙单元1101室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无房
无房

人均月收入（元）
3148
3574

安置意见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关于常州世纪园城房地产有限公
司破产一案，因常州世纪园城房地产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变价款在对拆迁安置
补偿债权、业主购房债权等优先债权以
及部分破产费用、共益债务清偿后，已
无财产可供分配。经管理人申请，本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一百二十条之规定，作出（2016）苏
0492民破1号之四民事裁定：终结常州
世纪园城房地产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如在破产程序终结后二年内发现有依
法应当追回的财产或者有应当供分配
的其他财产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
院追加分配。

特此公告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16）苏0492民破1号

出售转让
某单位位于金坛区金城镇

施家棚路 6 号不动产出售转

让，有意向者请于2021年元月

4 日 前 与 高 先 生 联 系

13915806096。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0)营字第54-5

01月04日07:30-14:00停电：10kV
新五线电子园变西486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士林三叶电机、通用自来水、益达利科
技等龙虎塘、三井、安家等相关地段）；

10kV新科线嫩江变至盛士达C1975
开关至仙龙大队475开关（停电范围：迪泰
科特测控设备、益豪建设、诚联电源股份等
龙虎塘、三井、安家、河海等相关地段）；

07:30-14:30停电：10kV常连线青松
5229开关至金力光学A1233开关（停电范
围：港晖自行车、秋阳制冷科技、惠明装璜
工程等郑陆、北环、朝阳、青龙等相关地
段）；

01月08日07:30-12:30停电：10kV
创新一线创新配电所:联通公司二116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中国联合网络通信等安
家等相关地段）；

08:00-14:30停电：10kV厚余线北高
头B1447开关至五巷管家A1460开关（停
电范围：邹区水务工程等邹区等相关地
段）；

10kV满墩线卜弋变至观音塘B1644

开关至段庄5295开关（停电范围：佳得顺热
能设备、得盛炉具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12:30-17:30停电：10kV天安二线天
安配电所：联通公司一1240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中国联合网络通信等安家等相关地
段）；

01月11日07:30-14:30停电：10kV
旺财线东莫村592开关前段（停电范围：钟
华阻尼材料、良春集团、捷佳创精密机械等
罗溪、春江、新桥等相关地段）；

10kV粤海四线全线（停电范围：粤海
置业等罗溪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1月04日08:00-14:00停电：10kV

电子线东方红运输站配变、电子2幢配变、
电子9幢配变、广化里80号配变；

10kV吊桥线吴家场配变；
10kV广配线民丰路南配变、民丰路

配变；
01月05日08:00-14:00停电：10kV

关东线铁道居民配变；
01月06日08:00-13:00停电：10kV

增光线120开关支线19号杆至汤庄中学
B1203开关；

08:00-14:00停电：10kV三河线河口
老街支线17号杆后段；

10kV西园线路灯所配变、西园村配
变、102宿舍北配变、102宿舍南配变、西园
村西配变；

01月08日07:30-14:30停电：10kV
济农线安家杨木桥配变；

10kV安石线安家老汽车站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兆丰线东印

7幢配变、东印3幢配变、高家弄配变、东印
4幢配变、解放村委配变、高家弄东配变、东
印1-1幢配变、东印8幢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灵宝线成王
支线12号杆后段；

01月11日08:00-14:00停电：10kV
劳南线浦北71幢配变、浦北24幢配变、浦
北3幢配变；

08:00-17:00停电：10kV庄桥线长
青名苑1幢B1174开关至83号杆；

08:30-13:30停电：10kV汤新线明
海支线2号杆后段；

10kV汤镇线汤庄中学支线7号杆刀
闸上引线后段；

01月12日08:00-14:00停电：10kV

工人线清潭163幢配变、清潭95幢配变、
清潭107幢配变、清潭104幢配变。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网”
APP，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实现交
费、办电、信息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
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
线路进线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
送电。如遇雨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
原因，计划停电有可能会临时撤销，请关注
报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根据《市政府关于完善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意见》《新北区住房保障工作意见》的规定，经过本人申请、乡镇（街道）调查核
实和区住建局审核，在申请人户口所在地及实际居住地社区资格公示后，下列申请人将享受新北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现
予公示。如有异议，请于十日内向新北区住建局反映（地址：崇信路8号，电话：85127597）。

2021年常州市新北区公共租赁住房货币补贴公示

低收入家庭公共租赁住房公示名单
序号
1
2
3
4

申请人
朱利健
周焕良
赵雅琳
高银娣

性别
女
男
男
女

工作单位
退休
退休
常州吉铁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无

户口所在地
新北区百草苑30幢乙单元701号
新北区百草苑44幢4号
新北区兰翔新村8幢甲单元202室
新北区兰翔二村17幢乙单元402室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无房
无房
无房
无房

人均月收入（元）
1310
970
1800
905

安置意见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公共租赁住房公示名单
序号
1
2

申请人
徐苏宪
李红英

性别
女
女

工作单位
退休
退休

户口所在地
新北区天际雅居3幢甲单元2401室
新北区典雅花园7幢乙单元1101室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无房
无房

人均月收入（元）
3148
3574

安置意见
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

关于常州世纪园城房地产有限公
司破产一案，因常州世纪园城房地产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变价款在对拆迁安置
补偿债权、业主购房债权等优先债权以
及部分破产费用、共益债务清偿后，已
无财产可供分配。经管理人申请，本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一百二十条之规定，作出（2016）苏
0492民破1号之四民事裁定：终结常州
世纪园城房地产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如在破产程序终结后二年内发现有依
法应当追回的财产或者有应当供分配
的其他财产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
院追加分配。

特此公告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16）苏0492民破1号

出售转让
某单位位于金坛区金城镇

施家棚路 6 号不动产出售转

让，有意向者请于2021年元月

4 日 前 与 高 先 生 联 系

13915806096。

本报讯 昨天下午，副市长蒋锋
带队督查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

在常州火车站、常州汽车客运站、
火车站公交中心站、常州外事汽车旅
游服务有限公司，蒋锋一行详细了解
各交通运输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措施保障、落实情况等。

蒋锋说，节日期间要全力做好交
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要慎终如始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加强各站点

和营运车辆的通风消毒，保障旅客安全
出行；要提前做好运力服务保障，精准优
化服务班次，保障运力供给；要对从业人
员加强安全教育，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
任和员工岗位责任；要高度关注恶劣天
气下交通运输安全，加强与气象信息部
门沟通，提前做好相关预案；要加强车辆
车况检查，做好事故隐患查找，及时堵塞
安全漏洞，确保市民出得了、进得了，保
障公众平安出行。 （黄洁璐）

市领导督查交通运输安全生产

本报讯 自2021年起，常州在全
省率先实现城区慈善大病医疗补充保
险全民化，为困难群众构筑起坚实的
因病致贫返贫“防火墙”。

大病救助工作一直是我市慈善工
作的重头戏。2015年，常州市慈善总
会在省内率先推出慈善大病医疗补充
保险，大大提高了救助的针对性、专业
性和实效性，6年来收效甚好。同时，
根据上一年度大病保险的实施情况，
我市每年对保险内容进行调整，逐步
提标扩面，完善救助制度，推进精细化
管理。

与2020年的方案相比，今年常州
慈善大病补助医疗保险主要有两方面
的变化。一是保障对象扩大范围，由
单一的18周岁以上扩大至不分年龄
段的城区（天宁、钟楼、新北）全部户籍

人口；二是2类救助对象的认定放宽
标准、保障金额提高，不再受家庭经济
限制，只要因42种大病发生住院费
用，即可按规定获得最高5000元救助
金。具体指因患重大疾病（42种）在
公立医院住院治疗发生的医疗费用，
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及第三方赔付
等途径补偿后，个人实付金额超过一
定数额的，一次性给予救助：个人实
付 2万元（含）至 5万元，救助 2000
元；个人实付5万元（含）以上，救助
5000元。

据悉，1类救助对象（新北区、天
宁区、钟楼区的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困
难对象和建档立卡对象）救助标准不
变：保障对象因重大疾病（42种）在公
立医院（住院+门诊）治疗发生的医疗
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及第三方赔付等途径补偿后，按全
年累计个人实付金额的90%给予救
助；保障对象因一般疾病在公立医院
住院治疗发生的医疗费用，经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途径补偿
后，按全年累计个人实付金额的50%
给予救助；以上两项合计最高救助5
万元。 （高颖 谢韵）

链接：

42种重大疾病范围
1. 恶性肿瘤；2. 急性心肌梗塞;3.

脑中风后遗症；4.重大器官移植术或
造血干细胞移植术；5.冠状动脉搭桥
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6.终
末期肾病（或称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
症期）；7.多个肢体缺失；8.急性或亚

急性重症肝炎；9.良性脑肿瘤；10.慢性
肝功能衰竭失代偿期；11. 脑炎后遗症
或脑膜炎后遗症；12. 深度昏迷；13. 双
耳失聪；14.双目失明；15.瘫痪；16.心脏
瓣膜手术；17. 严重阿尔茨海默病；18.
严重脑损伤；19. 严重帕金森病；20. 严
重Ⅲ度烧伤；21. 严重原发性肺动脉高
压；22. 严重运动神经元病；23. 语言能
力丧失；24.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25.
主动脉手术；26.脑动脉瘤开颅手术；27.
严重多发性硬化症；28. 严重系统性红
斑狼疮性肾病；29.严重重症肌无力；30.
终末期肺病；31. 系统性红斑狼疮；32.
心脏病；33. 严重肺结节病；34. 严重心
肌炎；35.肝硬化；36.肾病综合症；37.肺
结核；38.血友病；39.地中海贫血；40.丙
肝；41. 类风湿性关节炎；42. 严重胰岛
素依赖性糖尿病。

大病包括42种，保障对象扩大至天宁、钟楼、新北区全部户籍人口

今年起，常州实现慈善大病医疗补充保险全民化

（上接A1版）赴塘沽等地演讲，声援
北京学生，呼吁“四万万同胞速醒猛
醒”，抵制日货，废止“二十一条”。

6月4日省立五中学生罢课，通电
北京政府，声援五四运动。5 日至 9
日，城区各校相继罢课，学生涌上街头
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

6 月8 日武进各界成立抵制日货
委员会。全城商店下午 5 时起停市。
同日，合兴、快利两人力车公司全体工
人罢工，声援反帝爱国运动。

6 月9 日常州全城小学罢课。中
小学生分散到街头进行演讲活动，组
织宣传队到武进奔牛、蠡河、陈渡桥、
丁堰、横林、戚墅堰等地演讲。

△溧阳商界在学生会的推动下，
举行罢市。

△常州火车站员工参加沪宁铁路
大罢工。11 日，员工手执“不除国贼
不通车”的白色旗帜上街示威游行。
新商、招商两轮船局亦停开宜兴、蜀山

等处轮班，声援反帝爱国运动。
6月11日武进学生在源昌泰商号查

获日本产斜纹布，当即运至公共体育场
公开焚毁，万人围观称快。武阳小学检
查队截获西瀛里大成糖栈一船日本糖，
将其全部倒入河里。12月4日，常州大
成糖栈再次运进日糖，学生上船检查时
与该栈发生冲突，群情激愤，将价值数千
元的日糖倾入河中。

6月12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
生，免去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的官职。消息传到武进，各界群众在体
育场集会，举行民意胜利大游行。商界
也拆去白旗挂国旗，燃放爆竹。

6 月 26 日常州商学两界联合会成
立，会址设在商会。学界张镜渊为主任，
商界李复稔为副主任。

7月9日金坛县召开商学界联合会成
立大会。会议决定抵制日货，倡用国货。

10 月 12 日常州城区木工同盟要求
增加工资举行罢工。方作头、锯匠和泥
水匠等亦随之罢工。

11 月 24 日武进县各界联合会致电
全国各界联合会，抗议日本施暴者殴伤
福州学生、警察，声援福州人民的反日斗
争。

12月5日，金坛益智小学等为抗议
日本施暴者在福州制造的暴行，集合学
生100多人，举行示威游行，沿途散发传
单。

12月7日，武进各校学生在第一公
园举行集会，并示威游行。

（上接A1版）在前期市委常委会、市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市领导思路研讨会
深入学习、深刻领会的基础上，2020
年12月26日，常州以“争当表率、争
做示范、走在前列，奋力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为主题，召开
了市委全会，动员号召全市上下牢记
嘱托、勇担使命，用实干创造、用奋斗
作答，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弘扬“勇
争一流、耻为二手”的常州精神，推动
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为全国全省现
代化建设贡献常州力量。

一是更大力度推进创新驱动发
展。坚持把创新摆在常州发展全局的
核心位置，市区两级设立科创基金，有
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创新投入，突破
一批“卡脖子”技术，搞出更多“一招

鲜”的独门绝技；壮大常州科教城创新
之核，建好科创走廊，发挥辐射带动作
用；更大力度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打造
更多“专精特新”行业小巨人和“隐形
冠军”；深入实施“龙城英才计划”升级
版，加大科技领军人才招引力度，努力
把科技创新打造成支撑常州发展的

“最硬核力量”。
二是加快建设国际化智造名城。

智能制造是常州的最大优势，也是决
胜未来的关键突破口。我们深入实施
工业智造明星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加快发展十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
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工业和能源互

联网等八大高成长性产业链，推动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在国内乃至国
际市场上打响常州智能制造品牌。

三是着力打造长三角中轴枢纽。
用好用足常州“一点居中、两带联动、
十字交叉、米字交汇”的区位优势，主
动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加快
推进常泰铁路等项目建设，全力打造
综合交通枢纽；高水平建设高铁新城，
高标准推进老城厢复兴，加快建设支
撑城市发展的大平台，大力发展创新
型、服务型、总部型、开放型和流量型
等“五型”经济，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不断增强要素吸引力、资源整合

力、财富创造力，努力把城市潜力转化为
发展实力。

齐家滨表示，今后五年，常州将聚焦
聚力高质量、现代化，坚持不懈抓创新
抓环境抓项目，强力推进工业智造、科
教创新、文旅休闲、宜居美丽、和谐幸福

“五大明星城”建设，着力打造“国际化
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枢纽”，加快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高品质生
活、社会高效能治理，勇争一流，争创更
多第一唯一，成为全省现代化建设走在
前列的一面旗帜，早日跨入“万亿元城
市俱乐部”。

舒泉清

常州要争创更多第一唯一 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上接 A1 版）这为全市上下对“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增添了信心，鼓舞了
干劲。

齐家滨强调，财税收入是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风向标。2021年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财税金融系统
要围绕常州“国际化智造名城、长三角

中轴枢纽”城市新定位，主动适应新形
势，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提高
工作能力水平，聚焦金融服务、金融产
业、金融生态，全力打造优质金融环

境。实现以上目标，需要突出抓好创
新驱动，锻造经济发展强引擎，需要进
一步研究高人一筹的创新支持政策，
紧扣智能制造等谋划好的重大目标，

集全市之力开展“饱和式”攻关，打造全
国一流的产业高峰。

市领导方国强、梁一波、杭勇参加调
研。 （舒泉清）

市领导调研全市财税金融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常州—中国共产党在常州100100年年

奋斗的故事奋斗的故事

前言 为隆重庆祝建党100周年，
激励全市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乘势而
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
程，今天起本报与市委宣传部等联合
开设“奋斗的故事——中国共产党在
常州100年”专栏，用奋斗的故事，深情
回顾党领导常州人民的奋斗历程。

20世纪初期，常州纺织、机械等
工业逐步兴起和发展，常州工人阶级
的力量也逐步壮大。随着沪宁铁路通
车，常州与上海、南京等地的联系日渐
紧密，报纸、宣传册等各类出版物得以
传播，常州人民获取新思想更为便
捷。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一时
期，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
等一大批常州先进知识分子以此为转

折点，相继走上革命道路，成长为坚定的
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常州，常州人
民以极大的爱国热情，融入全国的声援
洪流，开展了积极持久的声援活动。

全市各界积极响应，声援这场群众
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江苏省立第五中学
（今省常中）、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武
进县立师范学校的学生代表成立三校学
生联合会，武进学界联合会、商界联合会
等各界联合会成立，《晨钟报》《新报》等
联合发出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

学生分赴城乡进行演讲，集会游行
此起彼伏。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界罢
市，全市掀起了爱国宣传、游行示威和抵
制日货的高潮。在全国民众巨大声威的
影响下，卖国贼陆宗舆、曹汝霖、章宗祥
被罢免，常州城举行了“民意胜利”大游
行。

马克思主义在运动过程中得到广泛
传播，对常州的影响越来越大，为后来常
州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
础、群众基础。 吕洪涛 赵静静

马克思主义在常州的传播

本报讯 元旦佳节来临，我市西
瀛里城门、东经120景观塔、文化广
场、西太湖揽月湾景观塔等地标景观
正式启动照明节日模式，以建筑为屏、
灯光为墨，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西瀛里城墙上、文化广场建筑立
面上，灯光投影“喜迎元旦”“新年快

乐”字样，营造节日喜庆气氛；东经120
景观塔以庆祝元旦为主题，辅以“常州，
教我如何不想她”城市宣传语，为节日的
夜空增光添彩；西太湖揽月湾景观塔也
披上“红装”，熠熠生辉，与全市百姓共庆
佳节。

（史庭佳 周瑾亮）

常州地标景观开启节日模式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城管局获
悉，为有效避免因人群聚集带来新冠
肺炎疫情传染风险，最大限度保障广
大市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当天起
全市公园各类园事花事活动、园艺文
化活动及其他大规模群体性活动全部
暂停举办，市城管系统内的各类展馆、
博物馆等公共场所暂停对外开放。

对于确须组织的活动，市城管部门
将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最大程度减
少人员、压缩时间、保持距离，做好通风
消毒和体温监测工作。各辖市区城管部
门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和工作职责，
加强对各类群众自发组织的群体性活动
的科学管控和合理引导，及时做好劝离
工作。 （蔡晓丹 秋冰）

我市暂停公园大型公众集聚性活动

2020年12月30日，钟楼区永红街
道东方村委的工作人员来到百岁老人
陈亦新家，送上新年礼品和生日蛋糕，
为老人献上生日祝福。老人一脸幸福
地笑着，伴随着欢快的生日歌，许下了
生日愿望。

胡平图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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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钟报》报道省立常州第五中学罢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