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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一加爱心社
社长王德林家来了一位特殊的
客人，一进门就把印有“扶危济
困，大爱无疆”的锦旗交到了王
德林手中，她叫俞银娟。

7 月 25 日，本报刊《27 年
前，你为渡我而来；现在，请让
我为你挡雨遮风》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并在网络上刷屏。这位
叫俞银娟的姐姐，回忆了自己
与弟弟俞海龙从小到大形影不
离的经历。俞银娟的老家在天
宁区郑陆镇的焦溪农村，1988
年，她才出生 28 天，就被确诊
为先天性心脏病。而弟弟俞海
龙，不久前被查出白血病住院。

王德林说，他在朋友圈看
到了俞银娟姐弟俩抗击病魔的
感人故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觉得自己的命运和他们有
相似之处，打算好好帮一把这
对姐弟。于是他在群里发起了
倡议，计划七夕节前一天开展
爱心义卖，希望大家尽微薄之
力，来帮助他们走出目前的困
境。倡议得到了志愿者们的积

极响应，义卖当天共有七百多
位小朋友、残疾人及志愿者参
加。当天募集的近 1.2 万元，悉
数送到了俞银娟手中。

“你们给我们带来的不仅
是救命的钱款，还有温情和鼓
励。”俞银娟把连夜制作的锦旗
送到王德林手中，她说，弟弟目
前正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求医，化疗已经进行到第二个
疗程。如果没有意外，本疗程

结束后弟弟就可以准备进仓开
始进行大化疗，然后就可以进
行骨髓移植了。她表示，不管
最后的结果如何，她和弟弟的
余生都将用实际行动来反哺社
会。8 月 17 日，她成为一名中
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8 月
29 日当天，俞银娟向一加爱心
社提出申请，成为一加爱心社
的志愿者。

（邵华美 万小珍 文摄）

为弟弟挡雨遮风的姐姐

曾接受“一加”捐助，现在也成为“一加”志愿者

本报讯 近日，今年市内首
场“职场精英猎聘对接会”在江
苏常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成
功举办。25家知名企业提供50
个中高级在职人才职位，约请
了省内外188名符合职位要求
的目标候选人参加对接。

本次猎聘会作为“职场精
英引进计划”的重要一环，旨在
为加快实施我市“人才强市”战
略，定点靶向引进一批我市急
需、即招即用的在职中高端人
才，促进高层次人才向常州集
聚。

为 更 好 地 提 供 精 准 化 服
务，举办方提前征集职位需求，
通过官方人才网、报纸、微信等

媒体发布活动信息、企业介绍
和人才需求。并根据招聘职位
要求，“点对点”寻访合适的候
选人，为每个职位按1∶3匹配符
合职位需求的人选参会，通过
精准匹配、初步面试、预约参
会、资格验证等措施提高对接
成功率。

本 次 活 动 参 会 的 25 家 企
业，主要涉及机械制造、电子信
息、新能源和新材料、生物医
疗、网络媒体等行业。

提供的50个中高级职位
中，主要包括研发工程师、薪酬
福利经理、大区总监、SAP财务
经理、电力工程师、高级销售经
理、外贸部经理等。这些岗位

对应聘者的工作经验和学历提
出了具体要求，平均工作经验3
年以上。这些高端人才岗位的
福利待遇较好，年薪都在12万
元以上，最高的达30万元。

相 较 于 传 统 的 现 场 招 聘
会，“职场精英猎聘会”更强调
精准性，人岗匹配程度在对接
会前期的面试人员筛选和邀约
工作中已经得到一定保障，因
此面试通过率较高。从现场反
馈情况来看，企业对这种服务
模式评价较高，不少单位老总
亲自坐阵与职场精英面对面交
流，大部分企业对洽谈结果也
表示满意。

（荣荔荔 羊晋慧 吕洪涛）

最高30万招揽高级人才

我市举办首场“职场精英猎聘对接会”

本报讯 9月开始，很多大学
生开始回校，记者近日从武进获
悉，从七月开始，武进区在大学城
夜排档、鸣新路、古方路三个小餐
饮集中点，开展零门槛“瓶改管”
活动。目前大学城夜排档已经全
部完成改造。

“瓶改管”是指将液化气瓶改
成天然气管。7月开始，常州新奥
燃气公司主动担当，采用零门槛
的设备租赁模式，对餐饮场所涉
及的天然气外网、调压设施和燃
气设施全部免费改造。目前，3个
试点区域中，大学城夜排档已全
部完成天然气替代工作。

鸣新路、古方路两处的近
280 家餐饮场所正加快推进，已
经有 103 家餐饮店签订了天然
气配套合同，对于 65 家没意向
的餐饮店。三个试点“瓶改管”
结束后，武进中心城区其他区域
预计在 2018 年底前将全部完成

“瓶改管”改造。
据了解，使用天然气管道，

除了更加安全、环保之外，经济
上 天 然 气 比 液 化 气 也 更 为 划
算。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一家
餐饮店，每月按使用液化气 50
公斤测算，改用天然气后可节省
成本56元。 （王淑君）

武进大学城夜排档

完成“瓶改管”改造

本报讯 近日，中航货运航
空公司 B757 全货机在常州机场
进行为期 25 个小时的验证飞
行，全面检查飞机的适航状况。
顺利通过验证飞行的话，该全货
机将于 9 月初正式投入运营，执
飞深圳-常州-深圳航线，用于
载运跨越速运集团的货物。

据了解，中航货运航空公司
是 2015 年成立的，此架全货机
是该公司引进的首架货运机，也
是该公司在常州机场投放的首
架运力。这架货机采用红白相

间的颜色，机身主体为白色，配
有红色腰线，机身尾部整体喷涂
为红色，在垂尾上喷涂着大大的

“运”字。满载情况下，这架货机
可运载30吨货物。

验证飞行期间，跨越速运组
织了部分货物，常州机场、中航
货运航空和跨越速运共同配合，
对库区设备运行、打板、配载平
衡、货物装卸机流程等进行了测
试，为下一步的航班正式运行打
好基础。

（机场宣 马静 文摄）

中航货运首架全货机

在常验证飞行

本报讯 新学期到来，为了
给广大师生营造一个安静、整
洁、优美的学习环境，新北城管
大队高新中队开展了“护学”行
动。

8 月底，新北城管大队高新
中队提前对核心区内多所中小
学、幼儿园周边市容环境问题
进行全面的排查，重点针对无
证经营、占道经营和堆放等影
响校园周边环境秩序的违法行
为进行了集中整治。

8 月 31 日、9 月 1 日上午各
中小学学生报到期间，高新中队
执法队员在新北区各个学校周
边加强定点巡查，劝离在三井小
学、龙城小学等学校门口擅自设
置易拉宝和发放传单的教育培
训机构，和在校门口设置遮阳伞

宣传保险业务的工作人员。面
对满地被随意丢弃的传单，高新
中队队员们帮助环卫工人一起
清理。在巡查途中，执法队员们
还协助维持学校周边的秩序，确
保学生们安全返校、安全离校。

今后，不仅在上学放学期
间，新北城管大队高新中队还
将在白天学校上课时段的校园

外安排队员进行定点、定时巡
查，减少时间空隙和管理空白；
突出上学、放学高峰时段校园
周边的管理，加派队员进行定
点巡查，打击乱设摊等违法行
为，确保无乱发张贴小广告行
为，确保无流动摊贩，确保校园
周边两百米内道路畅通。

（贾帝 邹立 包梦依 文摄）

新北城管大队高新中队

开展开展““护学护学””行动行动

本报讯 昨日常州机场公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1日～8月
31日，该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
量近46.5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26.5%；完成货邮吞吐量2081.7
吨，同比增长7.8%。

据悉，进入暑期以来，常州
机场的人气一直很旺，尤其是今
年8月份，该机场完成旅客吞吐
量23.8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
其中，8月10日的客流突破9000
人次大关，为该机场开航以来单
日最高水平。

机场工作人员介绍说，从航

线的受欢迎程度来看，南方的广
州、深圳、珠海和西南的重庆、成
都、昆明的客座率较高，平均达到
90%以上，哈尔滨、沈阳、大连、长
沙、西安等其他城市航班的客座
率也达到了85%以上。其中，客
座率最高的前五座城市分别为重
庆、深圳、广州、成都和厦门。

境外航线方面，曼谷、芽庄、
普吉岛和巴厘岛这四个东南亚城
市是出行热点，平均客座率均超
过了95%，其中今年暑运新增的
普吉岛的客座率达到了100%。

（机场宣 马静）

常州机场暑假期间

运送旅客近46.5万人次

为了表示感谢为了表示感谢，，俞银娟连夜制作锦旗送来俞银娟连夜制作锦旗送来。。

学生报到日学生报到日，，城管城管““护学护学””忙忙。。

全货机外观全货机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