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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我市举
行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表彰仪式。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汪泉出席表彰仪
式并讲话。市领导陈涛、方国强、
张屹、许峥、吴新法出席表彰仪
式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汪泉指出，进入新时代，高
质量发展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
的要求。全市各级文艺主管部
门、创作生产单位和广大文艺工
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高度自觉地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引领方向、指导实践，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守正创新、潜心创作，
以更多精品力作抒写伟大时代、
讲好常州故事。要自觉担负起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用文艺高举

“引航灯”、吹响“进军号”。要牢
牢把握文艺工作的时代要求，聆
听时代声音，呼应时代之问，用
心用情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时代的精神图谱。要善于从人民
的伟大实践和多彩生活中汲取
营养，用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
作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新期待。

汪泉表示，文化建设高质量
发展，最显著的标志是高质量的
文艺作品。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全面梳理常州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资源，深挖“常州三杰”、运河文
化等本土资源，充分展现常州悠
久历史文化、当代发展成就和人
民精神风貌。要充分发挥传统与
新兴媒体各自的传播优势，持续

扩大“常州文艺圈”的“影响力”。
汪泉要求，全市上下要更深

刻地认识肩负的使命责任，以更
强的担当、更大的作为奋力推动
常州文艺繁荣兴盛、走在前列。要
将名家大家培养作为文艺人才队
伍建设的重中之重，充分发挥“五
个一工程奖”示范引领作用，更好
地激发文艺精品的创新创造，让
文艺作品的“常州现象”成为常州
的文化标识，让文艺创作的“常州
现象”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本届“五个一工程”评选的
是 2017 年至 2019 年首次播映、
上演、出版的作品。此次评选授
予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
联、武进区委宣传部、金坛区委
宣传部、常州广播电视台等 5 个
单位“组织工作奖”，授予滑稽戏

《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特别荣誉
奖”，授予电视剧《老中医》等 9
部作品“荣誉奖”，授予《一代医
宗》等3部戏剧、《我心飞翔》等2
部广播剧、《纸花谣》等 8 首歌

曲、《智造常州》等8部图书共21
部作品“优秀作品奖”。

记者获悉，在今年 8 月结束
的第十五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评选中，常州原创
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入
选。截至目前，常州共有 13 件作
品入选全国“五个一工程”，位列
全国地级市第一；在江苏省第十
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评选中，又有电视剧《老中
医》等 8 件作品入选，总分位列
全省第一，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此外，以“最美基层干部”许
巧珍为原型的电影《桂香街》先
后获新西兰电影节华语电影金
蕨叶奖优秀影片奖、中国电影金
鸡奖最佳音乐奖提名；锡剧《卿
卿如晤》、儿童剧《青铜葵花》两
部大戏荣获第四届江苏省文华
大奖；18 件作品成功入选第十
三届全国美展，入展数量和门类
取得新的突破。

（刘懿 夏晨希 图文报道）

截至目前，常州共有13件作品入选全国“五个一工程”，位列全国地级市第一；
在江苏省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中，我市取得历史最好成绩，总分位列全省第一

我市表彰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汪泉要求全市各级文艺主管部门、
创作生产单位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以更多精品力作——

抒写伟大时代，讲好常州故事

本报讯 11 月 28 日，我市
召开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
续工作专题会议，会议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关于解决部分退役
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有关文件
精神，对常州市部分退役士兵
社会保险接续工作进行动员部
署。副市长许峥出席会议。

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部分
由政府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在
改革改制背景下，或未获得安
置岗位，或安置后下岗失业，工
作生活面临一定的困难。为
此，2019 年 1 月 22 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
了《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
会保险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以解决这部分人员的
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问题。

据了解，我市部分退役士
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将着力解
决 2019 年 1 月 21 日《意见》施
行前，以政府安排工作方式退
出现役、由常州市安置的退役
士兵出现的基本养老、基本医
疗保险未参保和断缴问题。未

参加社会保险的允许参保，参
保后缴费中断的允许补缴。在
补缴责任方面，退役士兵参保
缴纳费用，原则上单位缴费部
分由所在单位负担，个人缴费
部分由个人负担。原单位已不
存在或缴纳确有困难的，由原
单位上级主管部门负责补缴；
上级主管部门不存在或无力缴
纳的，由安置地退役军人事务
主管部门申请财政资金解决。

我市这次部分退役士兵社
会保险接续工作由各级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负责受理登记，民
政、财政、人社、医保、税务等部
门联动办理，建立“一门受理、
协同办理”机制。

据悉，从会议当日起，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将在全市各社区
张贴公告，同时发放《部分退役
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指导手
册》。由我市安置的符合条件退
役士兵可于2019年12月31日
前到所在乡镇（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或辖市区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申请办理。（徐凯 吕亦菲）

我市部署
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

本报讯 昨 天 ，市 委 宣 传
部、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举行常
州应急管理领域“最美常州人”
先进事迹发布会，发布余学智、
郭建军、杨成栋、许金平 4 位

“最美常州人”的先进事迹。
余学智，男，现任江苏中关

村科技产业园综合管理局副局
长。他 14 年如一日奋斗在安全
生产监管一线，勇挑重担、踏实
做事，筑牢园区平安和谐的第
一道防线。近年来，他先后获得

“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
等荣誉，2011 年荣立个人“三
等功”。

郭建军，男，现任武进高新
区经济发展局安全监管员。他通
过了全国首批注册安全工程师
考试。凭借多年累积的经验，尝
试对基层安监人员的工作进行
标准化、制度化的全流程规范，
并在武进区安监局支持下，编制
了 72 张记录表格，规范企业安
全管理。2016 年获评武进区首
届“最美安全员”，2013年、2015
年、2018 年获评常州市安全生
产长效管理先进个人。

杨成栋，男，现任钟楼应急
管理局危化品专责安全监管

员，至今一直战斗在安全生产
监管第一线。他严格要求自己，
时时处处争当一流，创新新形
势下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思路，
促使服务对象变“要我安全”为

“我要安全”。多年来，他相继被
评为全省危化品监管先进个
人、全省烟花爆竹监管先进个
人，2018 年被评为全国安全生
产先进个人。

许金平，男，现任市安全生
产监察支队执法人员。2009 年
成为一名安监执法人员后，他恪
尽职守、默默耕耘，检查企业近
千家次，查办各类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案件 120 余件，始终保持

“零投诉、零复议、零诉讼”。他凭
借扎实功底和务实作风，坚持

“执法就是服务”理念，一举打响
了常州安全监察执法“服务牌”。
2015 年和 2017 年获市安监局
嘉奖；2017年和2018年被评为

“全省安全生产执法工作先进个
人”。 （张海涛 舒翼）

市委宣传部、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发布——

应急管理领域
4位“最美常州人”事迹

本报讯 昨天上午，在常州
地铁 2 号线勤业站，随着最后一
段区间——怀德桥站至勤业站
右线盾构机刀盘破洞而出，该区
间顺利贯通，同时也标志着 2 号
线区间隧道全线双向贯通。至
此，历时 1 年 8 个月，常州地铁 2
号线实现了“洞通”。

据悉，常州地铁 2 号线为东
西走向，由青枫公园站到五一路
站，全长 19.8 公里，共设 15 座车
站，其中地下站 14 座，高架车站
1座。2号线首台盾构机于2018
年4月1日晚间从青枫公园站始
发，全线共投入 18 台盾构机。
昨天贯通的怀德桥站至勤业站
区间是 2 号线最后贯通的一个
区间，全长1.4公里，盾构机在这
个区间共推进了4个月。

实现全线“洞通”是土建施
工三大里程碑节点之一，而在 2
号线“洞通”施工过程中，可谓困

难重重。
市轨道公司建设分公司工

程二处副处长陈亮介绍，虽然 2
号线长度相较 1 号线短了不少，
但它的施工难度一点都不低，因
为它大量的车站都在繁华的市
中心，比如南大街、文化宫、勤业
等区域，“洞通”施工过程中克服
了建筑物密集、地下管线错综复
杂、施工场地狭小等实际困难。

“比如这个怀德桥站至勤业站区
间，盾构机要穿越运河。为了不
影响市民出行，保证长江路的正
常通行，勤业站局部采用了盖挖
法，加大了工程难度。”据中铁十
六局 02 标项目书记李国龙介
绍，盾构班组内包含管理人员、
盾构司机、测量人员、机电维保
人员等共 63 名工人，班组通过
控制掘进参数、注浆量、注浆压
力、跟踪注浆及管片拼装质量等
措施，保证了工程质量与进度，

安全顺利穿越了河流及建构筑
物，为常州的相似地层穿越建筑
物提供了经验数据，可以指导后
续的盾构施工。

据了解，地铁 2 号线其余车
站陆续在进行轨道铺设，已经完
成全线55%左右。供电、机电设
备安装、装饰装修等相关后续作
业也已陆续进场，明年将大规模
进行站内和车站附属施工。另
外，2 号线首列车将于明年上半
年抵常，全线预计 2021 年开通
初期运营。未来，2 号线将与 1
号线形成“十”字形的主骨架，不
仅有利于改善城市交通结构、缓
解交通压力，还将有力地支撑城
市结构布局进一步优化。

（李国龙 沈琳 郑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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