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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提案背后的故事

委员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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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栏目由本报与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工委联合主办

产改视产改视窗窗

新时新时代代 新工人新工人

基层走笔

“这黑虎虾是产自越南的吧？既然
是进口冷链食品，那就一定要专区售
卖。怎么能和馄饨、烧卖这些普通食品
摆在一起呢？”昨天，常州市经开区市场
监管局执法人员在辖区一家超市进行冷
链食品安全监管时发现问题，当即进行
严肃批评教育，并责令改正。

为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及时消
除进口冷链食品在生产经营消费环节的

疫情传播风险，经开区市场监管局通过
一系列举措，持续推动物防、人防和闭环
管理，全力防范冷链食品带来的疫情传
播风险。

连日来，经开区市场监管局对食品
进口商、生产经营企业、食用农产品批发
市场、商场超市、生鲜电商、餐饮企业等
冷库进行全覆盖摸排，共摸排各类主体
4000余户，冷库主体单位93家，冷库

145个，其中涉及进口冷链食品的主体
共16家。执法人员在巡查中发现，部分
经营主体索证索票台账不全，进口冷链
食品与普通食品混放贮存。经过批评教
育，目前都已整改到位。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尽可能
不要网购冷链食品，不购买来源不明的
冷链食品，若发现商家销售不能提供“体
检合格证明”的进口冷链食品，可向相关

部门投诉举报；对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
要做好消毒处理；处理食材前要洗手，在
接触进口冷链食品时应戴一次性手套，
避免用手触摸口鼻眼等处；烹饪进口冷
链食品，要做好餐具和台面清洁，食物煮
熟煮透，确保食品安全。食用后一旦出
现发热等症状，要及时到发热门诊就诊，
并主动告知食材来源、品种及食用时间
等信息。 钱力 庄奕

当即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并责令改正

我市昨天发现——

依然有超市把进口冷链食品与馄饨烧卖摆在一起卖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对个人
身体素质的关注程度与日俱增，在政协
委员吴瑜瑾等18人的提案《关于国民体
质测定项目纳入体检推荐范围的建议》
推动下，闭眼单脚站立、握力、肺活量、体
成分（体脂率）、功率车二次负荷试验5
项国民体质测定项目于2020年被纳入
居民健康体检推荐范围，供有体质健康
评估需求的市民自主选择。

吴瑜瑾说：“国民体质测定服务，可

以让市民了解到自身身体素质状况，接
受科学健身指导意见。但群众知晓程度
不高、接受程度不高。如何让群众更好
地了解国民体质测定，让国民体质测定
真正发挥作用，值得深入思考，要寻求对
策。”

吴瑜瑾等委员为此建议，要通过让

国民体质测定进学校、进机关、进医院、
进社区、进企业等方式，增加国民体质
测定参与人数和覆盖范围；拓宽资金渠
道，保障体医融合前期推广所需经费。
同时，要抓好队伍建设，让医疗工作者
全方位系统学习国民体质测定的项目
原理和运动处方知识，提升社会体育指

导员能力素养，不断建立健全适应社会
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体医融
合服务体系。

目前，该提案建议已被市体育局、卫
健委等部门采纳落实，并被评为2020年
度市政协提案优秀办理件。

黄钰 张志成

闭眼单脚站立、握力、肺活量等5项国民体质测定项目——

被纳入居民健康体检推荐范围

3年前，溧阳市委、市政府出台意
见，鼓励发展具有茶乡特色和地域风情
的主题精品民宿产品。如今，“清风朗
月·溧阳茶舍”已成为托举乡村百姓小康
生活的新品牌。

戴埠镇深溪岕村位于南山竹海景区
北面，坐落在万亩竹海山脚下，一泓山泉
涧河穿村而过。这两年依托涧河整治，
这条800米的清流变成风光带，也逐渐

转型成为当地村民的致富纽带。村党支
部副书记王卫兵介绍说，原来涧河的两
边都是滩涂，环境脏乱差，后来通过设
计，对两边驳岸进行美化，沿线不少村民
开始筹建民宿。现在，深溪岕村已有十
几家民宿。

依托南山竹海的景区优势，深溪岕
人大刀阔斧改造民宿。位于涧河一侧的

“三朵花”民宿，日前成功入选“溧阳茶

舍”名录。原本老旧的村落民房，经过设
计改造，16间客房，白墙黛瓦，凸显江南
庭院风格，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平均每
月入住率达到60%至70%，周末基本满
房。旺季一个月营收差不多在8万元以
上。”民宿工作人员陈俞希告诉记者。

现在，深溪岕涧河沿线的民宿纷纷
瞄准茶舍标准进行改造，向“天然氧吧”
的景观优势要效益。

溧阳拥有万顷碧波、万亩竹海、万亩
茶园，是全国首批8个森林旅游示范县
（市）之一。这几年，在溧阳“1号公路”
沿线，220多个乡村旅游景点、60多个
美丽乡村和特色田园乡村涌现出来，越
来越多的村庄开设了茶舍。

目前，溧阳已评定50家星级茶舍。
“清风朗月·溧阳茶舍”成为溧阳全域旅
游、乡村振兴的品牌示范。张浩 小波

溧阳部分民宿被改造成茶舍

本报讯 1月8日，中国旅游车船协
会公布首批国家5C、4C自驾车旅居车营
地，全国入选营地共15家，其中5C营地
6家。我市太湖湾露营谷入选首批国家
5C自驾车旅居车营地，成为全省唯一。

首批国家5C、4C自驾车旅居车营
地评定，是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
委托中国旅游车船协会实施的。太湖
湾露营谷总投资约2.5亿元，占地面积
约700亩，2019年正式开园。园区三
面环山，溪水潺潺、绿树成荫、移步换
景，生态环境优美，空气质量达国家一
级标准。

（常文旅 周洁）

首批国家5C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公布

太湖湾露营谷入选

自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入驻
殷村职教园区以来，市人大代表、学
院党委书记黄志良就十分关注园区
发展。他说，作为城建学院，不能关
起门来搞教学，要把常州这些年日
新月异的城市建设、迅速提升的城
管水平当作生动的教材。在他带领
下，学院主动承担了园区的很多职
能。如，园区的实时能耗监测平台
就是由该学院运行的。

黄志良经常到职教园区的兄弟
院校了解需求，希望通过他的建言，
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在市十六届

人大历次大会上，他分别提出了《关
于优化殷村职教园区交通环境，促
进常金一体化发展的建议》《建好殷
村职教小镇，打造大国工匠摇篮》
《关于提升殷村职教小镇战略层次，
服务“三个明星城市”建设的建议》
《关于落实常州市邹区污水处理厂
（殷村站）运行单位的建议》等多项
议案建议，都得到相关部门积极回
应，为推进和解决职教园区发展问
题提供了借鉴和思路。

黄志良还十分关注常州“东拓
西进”规划，积极参与钟楼区人大

“解放思想，高点定位，积极探索建
设城乡融合协调发展试验区”课题
调研。 刘一珉

黄志良为职教园区发展接连建言
代表风采

作为市政协委员，江苏金梓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小东始终
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一直围
绕环保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等积极
建言献策。

谢小东建议我市要合理做好规
划，对全市餐厨垃圾、建筑垃圾、工
业垃圾、生活垃圾、农村垃圾及秸杆
废弃物、有毒有害垃圾等各类垃圾，
形成从规划选点、项目实施、过程监
管到后续服务的“一张网”，分步实

施，实现城乡一体互补的模式。
谢小东认为，要把垃圾分类项

目建设成监管到位、运行有效的“放
心工程”，必须充分依靠大数据智能
化手段。“可在已建成的‘数字城管’
等平台基础上，结合当前垃圾分类
需求进行提档升级，对常州所有垃
圾分布实施无死角动态管理，打造
垃圾分类智慧管理的常州亮点。”

谢小东提出，关键要做好政府引
导、监管，这样既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
又能让广大市民积极配合。同时，要
用好在常科研院校的力量，引进专业
企业和社会资本共同参与。 朱雅萍

谢小东：垃圾分类管理处置
要建设智慧化“一张网”

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人文关
怀，完善各项福利保障，设立成长路
线图，建立个性化职业发展路径，激
励广大产业工人成长成才，是省产
改试点单位——埃马克（中国）机械
有限公司的产改目标。

该公司坐落在金坛，主要研发、
设计、生产五轴联动等数控机床、自
动变速箱、高速列车关键零部件等产
品，拥有员工近500人。在这家机械
加工企业，每年离职率仅1%左右。

埃马克员工的福利待遇既与企
业经济效益有关，还与员工服务年
限有关。员工工作到第4年，可享
受公司额外购买的补充商业医疗保
险；工作至第7年，员工的子女也可
享受补充商业医疗保险。

埃马克员工平均年龄约 35
岁。公司十分注重对年轻专业人才
的培训，专门组建了学徒车间，让员
工都能接受相关培训。公司还专门
建设了青年公寓，分蓝领四人间、白
领双人间、白领单人间和家庭双人
间四种标准，为非常州户籍、在常州

没有购买房产的员工提供食宿。
记者日前采访发现，该公司

2018年起设立的“时间账户”也很
有特色。从2020年8月1日起，时
间账户由之前的“-120小时至+60
小时”调整为“-120 小时至 0 小
时”，正数余额每月都被“清零”——
通过发放加班费而“清零”，让员工
付出的每个小时都有回报。

“员工是企业的最大财富。企
业要发展，员工是根基。”这是埃马
克的座右铭。除用硬性制度规范员
工行为，埃马克还尝试用现代企业
文化柔性增加员工归属感，凝聚起
和谐的团队。比如，企业塑造“爱心
文化”，尽管规章制度上没有写明救
助标准，但每个员工遇到难事、急
事，都会得到公司的援助。

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我市
深入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创建，近年
来成功创建省级以上和谐劳动关系
区10个、和谐劳动关系企业9家，
2020 年创建五星级和谐企业 15
家、四星级和谐企业21家，全市企
业工资集体协商覆盖面达95%以
上。这些，不仅提高了技术工人的
待遇，也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实现
企业和职工双赢。

总宣 秋冰/文 胡平/摄

金坛埃马克：

近500人的机械加工企业
每年离职率仅为1%左右

专注工作中的埃马克员工。

武进国家高新区邻里中心公园（桐
庄公园）是我市2020年生态绿城建设项
目的重要内容，也是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之一。该公园占地 21178 平方米，总投
资1705.13万元，计划本月正式开园。

陆新 高岷图文报道

我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

桐庄公园月内将开园

上海商务印书馆是我国第一家现代
出版机构，1897年创办于上海。五四运
动后，商务印书馆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驿站，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活动的一
个重要据点。

董亦湘189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
1918年秋，他进入商务印书馆词典部
当助理编辑；1921年4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在商务印书馆，董亦湘积极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发展共产党员和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923年7月，
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决定将
53名党员重新编组，分设4个直辖党小
组，其中商务印书馆组为第二小组，由
董亦湘任组长，有沈雁冰、沈泽民、杨贤
江、徐梅坤等12名组员，共13人。经
董亦湘介绍入党的有杨贤江、恽雨棠、
冯稚芳（冯定）、张闻天、廖陈云（陈云）
等人。

1924年4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
行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
原商务印书馆小组改称闸北组，归闸北
区委领导，董亦湘依然任组长。在董亦
湘的大力推动下，商务印书馆党团员快
速发展，至1925年初发展到30多人。
1925年5月，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支部

成立，董亦湘担任书记，成为该馆第一任
党支部书记。

1925年 5月 30日，震惊中外的五
卅惨案在上海发生。董亦湘奔赴日华

纱厂，代表闸北地区的工人向该厂工
友表示慰问，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
随后响应上级组织的指示，日夜奔走，
发动工人示威游行。第二天，他领导
发动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工人、发行所
职工，参加由上海总工会在上海总商
会召开的大会，加入全市罢工、罢课、
罢市斗争。

10月，受党组织委派，董亦湘不再
担任商务印书馆支部书记，前往苏联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间，他与王
明展开激烈斗争，受到诬陷和打击。
1939 年 5 月，董亦湘被迫害，含冤而
死。1987年 3月，被民政部批准为革
命烈士。

陈娜 吕洪涛

商务印书馆首任中共支部书记董亦湘

1924年，董亦湘（后排右二）等欢送商务印书馆部分同仁赴法国勤工俭学。

（上接A1版）
一是建立企业培育库。重点围

绕全市10个先进制造业集群，聚焦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将
一批拥有核心技术，成长性好、专业
化水平高、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纳入
培育库。全市共有309家企业入选

“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库。
二是完善培育体系。2020年

我市出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
定办法》，首次开展市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认定工作，目前我市
已形成国家、省、市三级培育体
系。市级层面，2020年共认定常
州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7家；

省级层面，全市共组织103家企业
申报2020年度省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国家层面，新纶复合材
料科技（常州）有限公司等10家企
业入选第二批国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三是强化政策支持。重点支持
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对当年度认
定的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给予
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据悉，“三
位一体”专项资金也将加大支持力
度，对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和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分
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奖励。

（常工信 孙东青）

我市已有18家 数量为全省第一

（上接 A1 版）4家以色列企业通过创新
署审核，引进39个含以色列元素的高科
技项目。

武进国家高新区努力实现营商服务
高质量，把企业登记平均用时从原来的
3个工作日缩减至现在的1.5个工作日，
并正式启用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受理
点，已办理业务775件。园区还联合江
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银行
合作推出“园区保”产品，扶持中小企业
共渡难关。目前，43家提交申请的企业
中已有31家获得“园区保”贷款。

（马浩剑 王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