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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国家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示“2019 年工业
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名单”获悉，
经过自主申报、地方推荐、专家评
审、现场核查等多个环节，全国
10 家单位入选“‘5G+工业互联
网’集成创新应用项目”，中天钢
铁“优特钢‘智造’项目”成为全国
钢铁行业首家“‘5G+工业互联
网’集成创新应用项目”试点示
范。。

中天钢铁优特钢“智造”项目
始建于 2016 年，主要是以信息
化、智能化手段，综合运用生产经
营管理等多维度信息系统，持续
致力于高品质绿色智造转型升
级。此次“5G+工业互联网”试点
示范项目是通过与利用5G技术，
围绕高清视频实时监控、工艺数
据和设备状态实时采集、数据实
时预警、高精度实时定位及一体
化管控等内容展开，依托不断深
化的信息化、智能化项目，多平台
集成协作，融合经营管理层、生产
制造层、过程控制层等全层级 5G
海量数据收集分析创新应用，打
造集团高品质优特钢新品研发、
生产动态排程、过程质量控制、库
存管理、下游客户服务等全过程、
多场景应用。

该项目已累计投入超 8000
万元，在项目持续建设过程中，不
断释放智能制造成果。据数据分
析结果改进工艺，某钢种降低精
炼渣料消耗，实现吨钢降本 7.73
元。项目建设成效显著，直供比快

速提升，实现由产品到服务转型。
据悉，围绕优特钢“智造”项

目建设，中天钢铁集团优特钢产
品升级已通过高新技术产品认证
3 项，省科技成果转化 1 项，授权
发明专利 48 项，实用新型专利
163 项；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以信
息工程部为代表的信息化运维、
研发等全方位优秀人才，集团目
前拥有 110 余名资深架构设计和
研发工程师，自主研发各类信息
管理软件高达47项。

近年来，中天钢铁集团紧紧
围绕“创新智造再出发”建设理
念，运用“5G+工业互联网”思维
与技术，推动信息化、智能化建
设，先后实施建设中天云商互联
网客户服务平台、MES 系统、智
慧安全平台、设备管理系统平台、
能源管控中心、远程计量系统、一
键式自动化炼钢、连铸坯智能喷
码机器人等一系列优秀项目，集
团 4 个炼钢、轧钢车间成功入选

“江苏省示范智能车间”。
同时，中天钢铁在推进“智慧

工厂”布局，应用“5G+工业物联
网”前沿技术建设的进出厂区一
体化管控平台项目，打造常州地
区 5G 智能园区。目前，对标全球
领先的智能钢铁工厂，集团信息
化、智能化建设步伐正逐渐加快，
依托以 5G 技术为代表的先进技
术应用，将集团真正打造成生产
现场智能化、生产管理一体化、经
营管控标准化的智慧型绿色钢
厂。 （韦入铭 朱元洁 谢韵）

工信部首批“5G+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名单揭晓——

中天钢铁“优特钢智造项目”
成为全国钢铁行业首家试点示范

本报讯 记者从我市港航事
业发展中心获悉，作为新孟河延
伸拓浚工程前黄枢纽项目的主
体，昨天前黄船闸经过 60 天封航
奋战顺利通航，经过该船闸的船
舶将不再需要绕行。

新孟河延伸拓浚工程是落实
“引江济太”（引长江水经地方河
道入太湖的大型调水引流工程，
以促进太湖水体有序流动，不断
改善太湖流域水环境）、确保其总
体效果的关键项目。常州市港航
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前
黄船闸毗邻锡溧漕河建造，裁弯

取直将整体工程压缩在 1.8 公里
范围内，体现土地资源的高度集
约。由于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对新
老航道进行通航转换，为尽可能
减少对现有航运的影响、确保区
域施工安全，交通部门决定执行
为期2个月的封航施工。

紧张施工中，建设部门投入2
至 3 倍的人力物力，多点开花，并
行作业，全线打开工作面，提高施
工效率，将原本近半年的施工工期
缩短至2个月内，圆满完成了通航
任务。（屠俊刚 陈玉坤 刘懿 文
图片由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提供）

新孟河延伸拓浚工程前黄枢纽项目主体

前黄船闸通航，船舶不再需要绕行
公积金咨询台又和大家

见面啦。2019 年，真真与阿
诚、心心一起努力解决大家关
于住房公积金政策要点和业
务焦点方面的问题；2020 年，
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努力为
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

大家如果有公积金方面
的问题，可以关注“常州住房
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或拨打
住房公积金 12329 服务热线、
登录常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网站网上服务厅咨询。欢
迎大家的参与。

近期，我们收到很多职工
咨询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商
业贷款的问题，让我们看看都
有哪些需要关注的政策要点
吧。

心心：真真，市民陈先生
最近刚刚贷款买了一套房子，
压力挺大的，可不可以提取公
积金来还贷啊？

真真：职工在我市购买自
住住房的，都可以“购房”名义
提取一次公积金。申请材料
包括：提取人的身份证原件；
公积金储存卡（已签约用户可
不提供）；房屋产权证书和契
税完税凭证的原件；如果所购
房屋尚未办理产权证，需提供
经房产管理部门备案的《商品

房买卖合同》和购房发票或收
据的原件。若因办理商业贷
款而无法提供房屋产权证书
原件的，需提供房屋产权证书
复印件（借款银行盖章）、《借
款合同》或《抵押合同》原件。
提取金额为职工提供的购房
有效证明材料签发当月之前

（含当月）的金额。
心 心 ：如 果 商 业 贷 款 购

房，在商贷还款期间能提取公
积金吗？

真真：职工在偿还住房商
业贷款时，如果在我市没有未
还清的公积金贷款或公转商
贷款，并且已经按借款合同还
贷12个月以上，可以每年申请
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偿还商
贷。申请提取对象为办理商
业性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及其
配偶，包括其他产权人及其配
偶。提取总额不超过申请时
上一个月商贷应还款额的 12
倍。

办理时，商贷主借款人申
请提取，只需提供本人身份证
原件和公积金储存卡（已签约
用户可不提供）即可；如果是
配偶提取，还需提供婚姻关系
证明（结婚证或户口簿）原件；
其他产权人申请提取的，还需
提供《不动产权证》原件（有的

是《房屋所有权证》）或购房合
同原件。这里需要提醒的是，
首次办理此项业务商贷的主
借款人必须到场。

心心：商贷还清了还能提
取公积金吗？

真真：商贷还清后职工还
能再次申请提取公积金，提取
金额为贷款还清当月（含当
月）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存储金
额。职工在申请时，还需满足
没有未还清的公积金贷款或
公转商贷款的条件。

申请材料：申请人身份证
原件、公积金储存卡（已签约
用户可不提供）、银行出具的

《还清证明》原件，如果是借款
人配偶或其他产权人配偶申
请提取的，还需提供婚姻关系
证明（结婚证或户口簿）原件，
本市商业性住房贷款提供《不
动产权证》原件（有的是《房屋
所有权证》）或购房合同原件，
异地商业性住房贷款提供《不
动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
证》）原件。

梁茵 宛新

关于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商业贷款的政策要点

我市的市场监管系统中有
许多军转干部，“老孔”孔维和
是其中一员。2005年，孔维和转
业至春江镇工商所，当时，孔维
和38岁，他和所有新入职员工
一样，从普通科员干起。

按照部队的习惯，他给自
己制定了“个人成长规划”，自
我加压、加班加点、勤奋刻苦，
撰写学习笔记十万余字，查办
违法违规行为案件数百余起，
自身能力素质也完成了从“称
职”到“优良”再到“优秀”的跨
越式转变。

“2008 年的时候，无证无
照经营的商家数量还是很多
的。那时候，执法是工作的重

点内容之一，每次执法检查就
像割韭菜一样，这边整治了，
那边又出来了。”

一次执法检查中，遇到了
“难啃的骨头”，执法对象就是
不肯承认无证无照经营。为了
查证，孔维和和同事们一次次
蹲点守候，反复摸排，掌握了
对方的行动规律，在事实和证
据面前，执法对象最终办理了
证照。

2015 年，我市基层市场监
督管理局先后挂牌成立，工商、
质监、食药监在县区级实现了

“三局合一”，处于第一线的基
层工商所、分局肩上的责任更
重大了，特别是食药监这一职

能的加入，事关百姓饮食用药
安全，更是来不得半点马虎。

罗溪分局是 2015 年正式
成立的，之前，所属区域范围
由薛家分局代管，2016 年 10
月才搬到现在的办公地址。分
局现在 6 名在编人员都是军转
干部，此外还有 8 名协管员。军
人出身的老孔，暗暗下定决
心，要带领同事们把这个新成
立的分局搞得像模像样。

2017 年至 2019 年，罗溪
分局连续三年承担了三项试
点工作：2017 年的内部规范化
管理，建制度、抓管理、强队
伍；2018 年 8 月，由罗溪分局
承担的文明城市企业监管平
台试点正式投用；2019 年，罗
溪分局再次承担了精准执法
全过程标准化试点，从接到群
众的投诉或举报开始，直至结
案，每一个步骤、每一句用语
都有相应标准和规范要求。在
他 的 带 领 下 ，2017 年 、2018
年，罗溪分局连续两年被评为

“优秀分局”。蒋爱花 胡艳 文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军人出身的“老孔”，善啃市场监管“硬骨头”

前黄船闸顺利通航，经过该船闸的船舶不再需要绕行。

孔维和（左二）到企业执法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