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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招投标，随机抽取专家来参与
我市招募物业管理评审专家60名

本报讯 记者从市物业管理
协会了解到，为了提高我市物业
管理招投标活动的评标质量，同
时满足物业管理法律服务、房屋
维修评估、行业培训的需要，将面
向全市招募物业管理评审专家
60名。

此次招募的60名专家中，包
括常州市物业管理法律咨询 !调

解"委员会委员20名；工程造价、
审计委员会委员20名；设施设备
专家委员会委员20名。这些专家
将被组建为“常州市物业管理评
审专家库”，今后每次招投标都将
从专家库里随机抽取专家参与招
投标。

记者注意到，此次招募的专
家顾问要求“有点高”，除了要求
责任心强、具有较高的专业学术
水平，还要具有一定的社会公信
力，并熟悉相关领域或行业的发
展动态和相关政策、标准和法律
法规。具体来说，对招募的3类专

家要求从事相关工作满 5年，并
具有相应的执业资格且有处理物
业事务的经验；如果是在我市大
专院校内从事相关专业教研工作
的教授、学者，则应取得相应资格
证书。此外，应聘的专家要确保，
今后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
专业委员会安排的工作。

符合相关要求的市民可以登
录常州市物业管理网报名，或到
新北区黄河东路 88号 !百兴集

团 "6楼市物业管理协会现场报
名。报名将采取个人申请或单位
推荐两种方式，个人申请的应事
先征得所在单位同意。

聘任专家除担任物业管理招
标项目评标委员会成员，还承担
物业管理项目的法律咨询、房屋
维修评估、行业培训等工作。

专家委员会实行开放式动态
管理，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整，符合
条件的继续聘用。

"陶新峰#

“蓝盾行动”
3年内轮训5万名保安

本报讯 记者 28日获悉，武
进区人社局首次与区公安局、区
教育局联合举办了名为“蓝盾行
动”的保安员培训班，对近500名
校园保安进行职业培训。
“培训很正规，也真的挺辛苦

的。”今年55岁在南宅实验小学
做保安的王效忠告诉记者，培训
内容包括“保安员职业道德培
训”、“校园反恐应急”、“盾牌使用
和队列训练”等技能。“以我们的
年龄，的确很难做高难度动作，但

是学一些防卫技巧却很有必要。”
王效忠表示，很多工具他也是经
过培训才学会使用。
据了解，武进拥有各类保安

从业人员5万人，今后，“蓝盾行
动”还将分期对银行系统、物业
等多类保安进行有针对性的培
训，并计划在 3年内对 5万名保
安进行轮训，以实现武进所有保
安员队伍的正规化、职业化建
设。

"王淑君 袁凤健 文摄$

维尔利论坛探讨环保话题
我市餐厨废弃物处理及综合利用项目预计年内运营

本报讯 8月29日，上海同济高
廷耀环保科技发展基金会 2015年
青年博士生杰出人才奖学金颁奖仪
式暨环境创新、共塑未来———维尔
利论坛在我市举行。

成立于 2003年的上海同济高
廷耀环保科技发展基金会，是上海
市首家以资助、推动环保事业发展
为宗旨的非营利性民间基金会。基
金会由同济大学和上海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发起创办，并以同济
大学原校长、我国环保界老前辈高

廷耀教授的名义命名。
由该基金会资助的“青年博士

生杰出人才奖学金”项目，旨在鼓
励我国高等院校环保相关领域的
全脱产不带薪博士生在研究工作
中作出优异成绩，奖学金每年评选
一次。今年，共有来自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同济大学等国内 14家
知名高校的 20名青年博士生获
得这一奖励。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是一家扎根于常州的企业，公

司董事长李月中为上海同济大学校
友，已被该校聘为兼职教授。在昨天
的环境创新、共塑未来———维尔利
论坛上，多名院士、教授就循环经
济、城市污泥处理等环保话题交流
经验。
另悉，2013年，维尔利中标我

市餐厨废弃物处理及综合利用
!一期 "项目，该项目预计在今年
9月份进行设备调试，今年年内
运营。

%胡艳$

启用“叫号系统”
市政务服务中心工商窗口

本报讯 近日，常州市政务服
务中心工商窗口正式启用“叫号
系统”和“收件通知书”。
据了解，“叫号系统”是为企

业和群众提供的一种智能排队软
件，该系统设置了“名称登记、企
业登记、司法协助、出质登记、业
务咨询、领取执照、电子口岸”等
业务，通过对申请事项的分类划
分和分流处理，有效缓解了窗口
的拥堵状况，进一步提高窗口工
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收件通知书”则是结合“叫号系
统”向企业发放的一种收到登记
申请材料的凭据，告知申请人办
理业务的名称、办结时限、领照时
间、咨询电话等相关事宜。

"薛敏娴 万小珍 文摄$

多位梅花奖得主
倾情献艺

4台锡剧精品将陆续登台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以
名家联袂的锡剧《珍珠塔》打头
阵，从8月28日起到11月，凤
凰谷大剧院将迎来“第三届锡剧
艺术节精品剧目展演”活动，包
括大型现代锡剧《江姐》、原创锡
剧《林徽因的抗战》、锡剧《真假
新郎》在内的4台精品剧目将陆
续上演，周东亮、董云华等常州
戏迷熟悉的数十位艺术家将悉
数登台。
此次展演汇集了包括苏州锡

剧团、江阴市戏剧团、张家港市戏
剧团等多家锡剧院团的名家，仅
梅花奖得主就有倪同芳、周东亮、
黄静慧、董红等。

除锡剧之外，“感恩家乡”
2015陈燮阳经典作品音乐会、话
剧《二月兰》、怀旧青春话剧《曾经
2》、儿童剧《小魔盒》也将在接下
来的9月悉数上演。

"陈慧娴 刘懿$

申请人资格准入“零门槛”
对外贸易原产地签证制度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常州检
验检疫局了解到，我市已经改革
原产地签证制度，申请人资格准
入条件降低为“零门槛”。这意味
着，即便是没有取得对外贸易经
营者资格的生产者，包括个体工
商户，也可以申请原产地证书。

原产地证书是各国根据相关
原产地规则签发的证明货物原产
地，即货物的生产或制造地的一
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该
证不是强制性申领的。“原产地证
书最重要的作用是能够获得进口
国相应的关税优惠待遇。”市检验
检疫局副局长岳小平说，“尤其是
自贸协定签署以来，对双边货物
贸易均有关税减让安排，只要我
国出口货物符合自贸协定原产地
规则，就可以享受进口国关税减
免优惠待遇。”

改革后除申请人门槛降低
外，企业还可自由选择委托在国
内注册的法人，代为申领原产地
证书；签证企业只需在首次办理
时进行备案，年审制度取消了。

截止到7月份，我市有4654

家企业向检验检疫机构申领区域
性优惠原产地证，占到外贸企业
比例的30～40%。
“今年以来，受部分国外客

户货币贬值的影响，我们原价出
口的产品无形中提高了成本。而
拿到原产地证能让客户在进口
我们产品的时候享受关税优惠
政策，这又把成本降了下来，从
而促进产品销售力度。”常林股
份进出口公司副经理高迎向记
者表示。

目前，我国已与东盟、智利、
秘鲁等 22个国家或地区签署生
效了14个自由贸易协定。此外，
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已经正式签
署，其中中韩自贸区有望于今年
底或明年初正式实施。检验检疫
部门提醒广大出口企业，及时关
注国家自贸区政策进展，如有涉
及相关区域的贸易，可到检验检
疫局咨询原产地相关优惠政策；
同时，我市企业在进口原材料时
也可以要求对方出具原产地证
书，享受进口关税优惠。

"鲁亚萍 董逸$

研讨传承与发展
锡剧大咖齐聚常州

本报讯 昨天，由武进区文广
新局主办、常州凤凰谷大剧院承
办的首届“凤凰谷论坛”在凤凰谷
大剧院举行。来自戏曲界的学者、
著名演员 20多人参加研讨，戏
曲理论家汪人元、江苏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所长陆建
芳、常州市锡剧院院长谢庆、戏曲
名家小王彬彬、周东亮、董红、沈
惠兰等先后发言。

此次论坛旨在站在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的高度，探索未来“锡剧的传承
与发展”。大家达成共识：锡剧
应更多地走向民间、服务群众，
不断出新作，将传统戏曲引入
校园文化，发扬与时俱进的价
值观，让流派生命力得到传承
和创新。

"陈慧娴 刘懿$

开学前的周末，天气刚刚好

好不容易又盼到了一个

周末#也无风雨也无晴#多云

的天气最适合玩耍了好么#不

会特别热还不晒#偶尔的局部

雷阵雨也无伤大雅#是不是很

想赶快出门嗨起来$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天空的

能见度没以前好了#没有副高的

控制#天空中的蓝天白云也没有

之前那么迷人了#今天的最高温

度也会超过
!"!

#但是早晚依旧

凉爽%

这两天是开学前的最后

周末了#出去玩耍的学生们 #

赶紧和父母出去准备开学装

备吧#最后的放松#迎接新学

期%

何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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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局部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级，今天最
高温度31℃!室外体感高温

!!!

"，明晨最低温度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