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晨先到办公室查阅每
周和月度工作计划表，梳理手
头在办工程前期手续办理进
度。9点去水利局，9点半到文
物局，10 点去规划局，接着再
赶到行政审批中心办理几个
项目的相关手续，下午 2 点去
踏看现场⋯⋯这是常州市市
政工程管理处前期工作科科
长许东庆上周五的行程。

而类似这样的轨迹，他基
本上每天都在重复。

不是在现场，就是
在去现场的路上

“很多人以为我们做工程
前期，主要是坐在办公室，和电
脑、电话打交道。其实，我们大
部分时间都在路上、在现场。”
许东庆说，他们每年都要为全
市十几个大项目准备前期的手
续，每一个工程从项目立项开
始，到进场施工，中间的过程就
是他们所要做的前期工作，包
括规划、选址、土地预审、环评、
可研、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
施工招标、质监、安监、规划用

地许可证、国土证、工程规划许
可证、施工许可证等在内有二
三十项前期手续。许东庆不仅
要把这几十个工程上百道工序
推进时间进行合理安排，还要
每天奔波于各个相关部门，进
行沟通协调，把这些手续一道
道按计划完成。

为了一个方案审批
通过，磨了近9个月

前期手续不完成，项目建
设就无从谈起。为了确保工
程早日开工、顺利推进，加班
加点，对许东庆来说，已是家
常便饭，而为了搞定一些“难
啃”的硬骨头，他工作起来更
是没日没夜。

目前正在实施的大运河
常州城区段保护及环境整治
工程，就是许东庆曾经遇到的

“硬骨头”之一，仅前期的设计
方案文物部门审批，就来回磨
了近 9 个月时间。“主要是文物
部门觉得方案里，对文物保护
的力度不够。”许东庆说，当初
做方案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对

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最大限
度的保护和尊重是第一要素，
但是没想到还是被挡了回来。

为此，许东庆已经记不清
多少个日日夜夜，和同事、专家
在电脑前讨论、深化、修改方
案，来回多次赴国家、省文物局
解释说明，“在保护历史遗存
的同时，我们也要努力为市民
营造一片亲水休闲空间。”

困难多，但办法更多

“其实我们前期工作有两
个难点最突出，一个是许多工
程留给前期的时间太少，第二
是 手 续 繁 琐 我 们 人 手 不 够
用。”面对工程前期工作任务
重、时间紧、人员缺等具体情
况，许东庆有着他自己的一
套。他精心将项目类别进行
了细分，把项目分成市政、绿
化、地块配套三大类进行打包
处理，分别派专人负责，以“确
保重点，兼顾其他”为原则，全
力推进前期手续办理工作，为
快速公交 BRT 一号线二号线、
高架道路一期二期、常州机
场、中吴大道、生态绿城等众
多大型市政项目的顺利开工
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中国青运史常州馆
正在紧张筹建中，许东庆作为
工程前期领头人，又一次迎难
而上，直面挑战，带领同事们
加班加点，继续践行着一名工
程建设者的使命担当。

杨皓 汤怡晨

加班加点、没日没夜，是许东庆的工作常态

不是在现场，就是在去现场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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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天是第33个教
师节。昨天下午，市委书记费
高云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走
访我市中小学和在常高校，代
表市委、市政府向辛勤工作在
教育岗位的全市 4.5 万余名教
师致以节日的问候。

费高云一行分别走访了
三井实验小学、常州西藏民族
中学和江苏理工学院。

三 井 实 验 小 学 始 建 于
1933年，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农
村中心小学。该校以“求原教
育”作为学校文化品牌，经历
十年，从传统农村中心学校向
城市一流学校转型。费高云
一行参观了学校的各类特色
社团，并慰问了仍在一线工作
的教师们。费高云指出，我市
均在“同心增创发展新优势，
聚力种好常州幸福树”。“种好
常州幸福树”要凝聚方方面面
的力量，需要科技和人才。作

为学生的人生导师，把未来接
班人培养好，就是为常州“增
创发展新优势”做出贡献。费
高云希望青年教师能向优秀
的老教师学习，不断开拓创
新，无私奉献，把常州的未来
建设得更加美好。

常州西藏民族中学是创
办于 1985 年的首批内地西藏
班（校），现已累计招收 3000
余名藏族学生。自 1999 年全
国内地西藏班（校）初三毕业
生返藏统考以来，该校中考成
绩一直名列全国前茅，毕业生
100%升入高中学习。费高云
肯定了该校的办学成果，并看
望了该校的藏文教师，亲切地
询 问 他 们 在 常 州 的 生 活 情
况。他指出，常州西藏民族中
学为祖国建设和西藏发展培
养一批批优秀人才，希望学校
要站在民族团结的高度，努力
为西藏学子营造更加优越的

学习和生活环境。
中国科学院院士钱逸泰作

为特聘教授，于今年正式任教
于江苏理工学院。钱逸泰院士
在新超导材料探索和纳米材料
化学制备方面有着重要贡献，
并培养了一百余名博士。费高
云为钱逸泰院士献上了鲜花，
并向他致以问候和崇高的敬
意。费高云希望在常高校学科
建设要与常州发展相结合，为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搞好
教学，培养好人才。

市领导周斌、方国强参加
了走访慰问活动。 （尤佳）

又讯 我市教师节表彰大
会暨教育系统道德讲堂活动 9
日在常州市第五中学举行。

会上宣读了 2017 年常州
市师德标兵和师德先进个人
名单。今年 9 月入职的 60 名
新教师代表进行入职宣誓。

（尤佳）

费高云向全市教师送节日祝福并寄语——

凝聚力量种好常州幸福树

本报讯 8～9 日，“新制造
新江苏——全国网络名人看江
苏”活动走进常州，实地考察常州
智能制造、互联网信息技术等领
域。活动期间，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科教城党工委书记徐光辉会
见了来访嘉宾。

昨天上午，来自全国的 20 位
网络名人，走进常州壹号农场，体
验智慧农业颠覆性的发展。壹号
农场是常州首个数字化有机农
场，占地 1500 亩，农产品涵盖有
机蔬菜、水果、水产等七大类 180
多 种 ，全 程 使 用 智 能 化 生 产 管
理。80 后创办人姜方俊还成立
电商中心拓展销售，让顾客能吃

上当天采摘、当天配送的新鲜蔬
菜。时政评论员黄胜友、绿色中
国年度人物杜少中等纷纷为常州
壹号农场点赞。

常州埃马克（中国）机械有限
公司是由常州民营企业——江苏
金昇集团海外并购德国机床企业
埃马克之后，在国内投资建立的企
业。“网络大咖”们走进车间，对常
州智造的创新力有了深入了解。

本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
社会工作局、江苏省委宣传部、江
苏省委网信办共同主办。全国网
络名人一行还参观了江苏恒立液
压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盐湖城等。

（谢韵）

20位全国网络名人走进常州

和同事研究设计方案和同事研究设计方案，，是许东庆在办公是许东庆在办公
室里度过的为数不多的时间室里度过的为数不多的时间。。

近日，中国知青联盟、北京
鹰击长空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
司与香港卫视旅游台联手，继
2014 纪念杨沫百年系列活动之
后，联手推出《再唱青春之歌》，
用影视手法拍摄纪实访谈类节
目，为知青留下足以留史的印

记。启动仪式 9 月 2 日下午在香
港卫视旅游台运营中心举行。
常州知青文研会负责人顾林芳

（左）被聘为香港卫视旅游台《再
唱青春之歌》摄影组项目联络
员。

宛新 文摄

《再唱青春之歌》
百集知青故事启动

本报讯 9 月 8 日下午，中华
全国集邮联、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江苏省分公司在南京国际展览中
心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诚邀世
界各地集邮爱好者光临常州，参
加明年 5 月 11 日至 13 日在我市
举办的 2018 第 18 届中华全国集
邮展览。

据了解，明年将迎来中国首
次邮票展览会举办 100 周年纪
念 。 1918 年 的 5 月 10 日 至 12
日，中国集邮史上首次邮票展览
会在常州市人民公园（当时称常
州公园）举行。经论证，1918 年
的邮票展览会，是我国举办的首
次邮票展览会，是中国集邮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为
此，国家邮政局 2008 年发行了

《中国举办邮票展览会 90 周年》
（JP147）纪念邮资明信片，2016
年，由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常州
市人民政府联合设立的“中国首
次邮票展览会举办地遗址”纪念
碑落成。 （江天舒）

百年前，中国首次邮票展览会在常州举行

第18届中华全国集邮展
明年在我市举办

许东庆照片

天气预报

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
雷雨，下午到夜里雨量小到中
等，东南风 4 到 5 级阵风 6 级，
全市今天最高气温 29℃，明晨
最低气温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