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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21 日，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正
式开始。记者从常州大学研究
生院获悉，今年常州地区考生人
数再创新高，多达 11353 人，相
比去年多了 1118 人。共设常大
武进校区、西太湖校区、江苏理
工学院 3 个考场，其中江苏理工
学院考场为今年新设。

来自全国的数据显示，今年
全国考研人数创历史新高，达
341 万人，较上年激增 50 余万

人。江苏共有 24.9 万名考生报
考，比去年增长 17.7%。近年
来，考研人数规模不断壮大，从
2017 年首次把非全日制考生纳
入统考以来，考研人数就已突破
200 万，2019 年研究生报考人
数达到290万。

今年报考常大达 2413 人、
江理工为 1752 人，较去年都有
明显增长。江苏理工学院学生
工作处副处长潘成清分析，基于
自身发展需要，不少大学生迫切

想提高自身竞争力，再加上高校
扩招，本科毕业人数不断增加，
就造成了“考研热”的逐年升
温。此外，就业压力和社会对高
层次人才的需求也是“考研热”
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专业
硕士的报考人数直线上升，越来
越多的人倾向于报考专硕。“一
是相对学硕来说，考取专硕的成
功率更高；二是专硕的实用性更
强，侧重理论研究和实践；三是
学习时间段、学习方式较为灵
活。”潘成清说。

考研首日进行的是政治和
英语考试。据考生回忆，政治多
道大题紧扣热点，如分析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关
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背景
和意义、“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
富清等；英语题则相对比较活，
作文体裁、新题型平时不太常
见。

本次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初试时间为 12 月 21-22
日，超过3小时的考试科目在12
月 23 日进行。复试时间由招生
单位按教育部有关规定自主确
定，全部复试工作一般应在录取
当年4月底前完成。

（杨曌 包海霞 图文报道）

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昨日开考

常州地区考生人数达1.1万人

本报讯 由弘阳商业投资的
常州大成弘阳广场日前在原常
州国棉三厂旧址奠基。

据了解，弘阳商业将以纺织
与运河文化为主题，在这里打造
一座 50 万平方米的城市综合
体，集民国文保建筑、高端商业、
休闲旅游、艺术人文、公共广场、
顶级居住、花园办公等复合功能

为一体，包含了一条超过 20000
平方米的民国风情街、80000 平
方米的艺术商业街以及近 1 公
里的文化长廊，且常州纺织博览
馆、刘国钧纪念馆、纺织文创街
区全部落位其中。

届时，大成弘阳广场将打造
成为常州首座运河文旅综合体，
定位AAAA级别的旅游商业综

合体、拥有历史文保的商业综合
体，更将携带超过 40%的独家
品牌首入常州。大量关于纺织
的历史、近代工业遗存、常州老
照片,印染、绣花、盘结、首饰、陶
艺、木工元素，刘国钧、査济民、
刘璧如人物传记以及大成遗迹，
曾经运河千帆、纺品罗列的景
象，都将再度上演。 （周静）

大成弘阳广场奠基

将打造常州首座运河文旅综合体

人 物 档 案 ：刘 饮 海 ，男 ，
1971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
现任常州市武进区司法局牛塘
司法所所长。

“ 我 1992 年 参 加 工 作 ，
2013 年加入司法行政队伍，从
新兵成长为省司法厅的专家级
人才。年初我被评为‘全国模
范司法所长’，年末又被授予

‘最美常州人’荣誉。我将不忘
初心，砥砺奋进，为群众办好每
一件事。”对于自己获得的荣
誉，刘饮海倍加珍惜，也更加鞭
策自己。

牢记父亲叮嘱，事
事走在前列

“我记得参加工作的第一
天，我的父亲，一名有着 20 多
年党龄的农民，就告诉我要‘踏
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这成了我的人生信条。”20多年
来，刘饮海始终铭记着这句话，
热情接待每一位群众，认真做
好每一件事。

牛塘司法所的业务范围，
包括矛盾纠纷调解、化解信访
难题、法治宣传、社区矫正、安
置帮教、社区戒毒、后续照管、
公共法律服务、人民陪审员选
任、行政执法监督等，工作量
大、标准高、要求严。刘饮海和
同事们一起努力，创下了年年
考核名列全区前列、创新工作
年年出新的好成绩，不少创新
举措还成为地区样板和标杆得
到推广。

创新服务举措，竭
诚为民服务

六年多来，刘饮海始终把
群众的需求作为自己的追求，
把群众的笑容当成对自己的最
好褒奖。

刘饮海勤学业务知识，细
心积累工作经验，全身心投入
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为了能更
好更广地化解矛盾，他根据矛
盾纠纷的特性，牵头成立了“一
会三室”，即：武进区第一个园
区 调 委 会（亚 邦 物 流 园 调 委
会）、第一个消费品市场调解工
作室（牛塘消费品市场调解工

作室）、第一个个人调解工作室
（“和事佬”调解工作室）、第一
个婚姻家庭调解工作室（“和
美”婚姻调解工作室）。

这些年来，刘饮海参与化
解矛盾纠纷 580 余起，调解成
功 率 达 99.5% 。 他 积 极 探 索

“枫桥经验”新实践，根据各村、
社区矛盾纠纷的特点，总结创
新出“1+1>2”“1+1+1”“1+1+
X”等多元化调解模式，被武进
区司法局广泛推广，获得了非
常好的社会效果。

为社区矫正自学心
理咨询，为普法开发“五
微一体”

为更好地管理教育社区服
刑人员，刘饮海积极创新管理
教育方法，制定了社区服刑人
员入矫宣告仪式制度，设立了
心理疏导室。他为了能更加胜
任本职工作，自学考取心理咨
询师。利用这一特长，他经常
对社区服刑人员和安置帮教对
象进行面对面谈心谈话，及时
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情况，加
强心理辅导和心理危机干预，
努力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形成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他
任期以来，牛塘镇社区服刑人
员无一人重新犯罪。

刘饮海根据乡镇普法的现
状，开发了“五微一体”（微信、
微画报、微课堂、微电影、微剧
院）基 层 司 法 行 政 工 作 新 模
式。他开发的普法宣传模式被
评为武进十大普法品牌，调解
案例多次被评为武进区十大调
解经典案例。他组织开展的牛
塘法治小课堂、文明小天使等
特色普法活动，深受社会各界
的欢迎，普法效果逐步显现。

刘饮海开创的牛塘普法周
三小课堂微信号，普法受众达
20 万余人次，连续推送以案释
法普法微信信息 350 余条。他
还成立了武进区第一个普法志
愿者中队，在各村（社区）组织
开展法治讲座、法治宣传活动
280余场，法治挂图海报500余
张，宣传横幅 380 余条，宣传受
益群众达6万余人次。

为了给基层企业、群众提
供更好的法律服务，2014 年他
牵头组织成立了牛塘 12348 法
律服务队，这是武进区第一个
服务基层群众、村、社区、企事
业单位的全公益性质的法律服
务队，为 150 多家企业提供过
法律服务，为群众提供法律咨
询、法律服务 500 余人次，受到
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

殷金华 舒翼 图文报道

刘饮海：
创优服务模式，一心为民服务

本 报 讯 日 前 ，
记者从我市公安交
警部门获悉，为规范
机动车行车，促进驾
驶人文明出行，保障
交通安全、有序、畅
通，预防交通事故发
生，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和《道路交通
安全违法行为处理
程序规定》，我市将
新增 34 套交通技术
监 控 设 备 ，并 于 12
月 22 日起陆续投入
使用。（焦静 徐丹）

今日起陆续投入使用

我市将新增34套“电子警察”

常州市区新建交通技术监控点位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点位名称
采菱公寓45-4对面
离宫路卞庄路路口
离宫路凤凰路口

离宫路青洋路西侧
故园路翠园世家2-109西侧
故园路翠园世家4-111门口

龙游路中吴大道南侧
龙游路田家炳中学门口

鹤园路中山路口
劳动路同济中学门口
文创路电脑城东侧

永宁北路A032路灯杆旁
永宁北路公交回车场门口

塑坊路电脑城西侧
武青路儿童医院门口北侧
中吴大道童家浜路东侧
星园路045路灯杆旁

序号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点位名称
星园路052路灯杆旁

星港路084号路灯杆旁
勤业南路中意宝地东门

秀山路丹江路
龙江高架聚湖路段（南北双向）
龙江高架丫河路段（南北双向）
长虹高架湖滨路段（东西双向）
龙城大道昆仑路段（东西双向）

龙江高架南延金坛方向分流处（北向南）
龙江高架长虹高架互通合流处（南向北）

青洋高架龙城大道分流处1（北向南）
长虹高架龙江高架分流处（西向东）

长虹高架青洋高架分流处2（西向东）
长虹高架转金坛龙江分流处（东向西）
长虹高架转龙江高架分流处（东向西）

龙江高架转长虹高架合流处2（西向东）
青洋高架龙城大道合流处1（南向北）

刘饮海（右二）在居民家中
进行普法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