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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参加市
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的人大代
表继续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
告》和其他报告。

代表们一致认为，《政府工
作报告》全面总结了去年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明
确了今年全市发展的主要目标
和总体要求。报告紧扣新时代
发展的主旋律，政治站位高、工
作谋划实，部署工作思路清晰、
重点突出、措施精准。审议中，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民

生福祉到经济发展，代表们各
抒己见，畅所欲言。

人大代表王留洪说，报告
很有针对性，总结“实”、思路

“清”、部署“细”、措施“硬”，是
一个振奋人心的报告。基层法
院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紧紧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建设平安
天宁、法制天宁。

人大代表李承霞认为，报告
语言“平实而不平淡”，语句“简
练而不简单”，既接地气，又提士
气，更添底气。她说，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政府积极帮助企业
复工复产，让企业真正享受到了

“店小二”服务，第一时间帮助企
业解决困难，自己作为农民工，
非常感谢政府给农民工营造的
生活工作环境，农民工在常州是
幸福感满满的。

人大代表袁洪度表示，听了
政府工作报告后深受启发，这份
报告主题鲜明、任务明确、措施
具体，充分展现了市政府致力于
全市人民过上幸福美好新生活
的决心和信心。 （郑雨露）

人大代表继续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等

凝心聚力 共谋发展良策

本报讯 为进一步激励护
士、护理员立足临床一线，提高
护理能力和水平，提升护理服
务内涵和质量，形成比学赶超、
争做能手的氛围，5 月 12 日至
18 日，常州市福利院举办护理

技能操作竞赛。全院 18 名护
士和 72 名养老护理员参加竞
赛。

护理技能操作竞赛分为护
士组和养老护理员组比赛，竞
赛以徒手心肺复苏、鼻胃管置

入、鼻饲法、带鼻饲管老年人的
进食照料等专业技能考核为
主，最终两组将各评出 1 名一
等奖，3 名二等奖和 5 名三等
奖。

（姚黎惠 曹阳 吴燕翎）

市福利院举办护理技能操作竞赛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我市公安交
警部门获悉，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解决原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
教学用房不足的问题，提升校舍建设
标准，原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实施整
体翻建。该项目因市政管道施工需
要，计划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至 2020
年6月8日对斗巷实施全封闭施工，施
工期间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过。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有关规定，
施工期间将采取如下交通管理措施：

1.2020 年 5 月 18 日至 2020 年 6
月 8 日对斗巷实施全封闭施工，施工
期间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过。

2. 施工期间过往行人及车辆可
通过通济路绕行。

交警提醒，请过往车辆驾驶员和
行人注意交通标志提示，提前选择绕
行路线，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
挥。 （焦静 徐丹 图文报道）

5月18日起，斗巷将全封闭施工

真真——公积金中心发言
人

心心——个人业务代言人
心心：真真，我听说市住房

公积金有一项对低收入家庭实
行公积金贷款贴息的政策，是
真的吗？

真 真 ：是 的 哦 ，我 市 从
2012 年开始，每年都会对在公
积金贷款还贷期间因失业、疾
病、意外等原因导致经济困难
的家庭实施低收入家庭住房公
积金贷款贴息。

心心：那要满足什么条件
才能申请公积金贷款贴息呢？

真真：满足两个条件就可
以申请低收入家庭公积金贷款
贴息啦。首先，主借款人是经
民政局、总工会上年度认定为
享受常州市城市（农村）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特困职工或低保
边缘困难家庭待遇的家庭成
员；其次，贷款购买房屋属普通
自住住房（按照本市目前标准，
住房面积不超过 144 平方米且
容积率在1.0以上）。

心心：哦，这样啊，那贴息
额度有多少呢？

真真：贷款贴息额度按该
笔贷款在上一年度（1-12 月
份）实际已支付的贷款利息的

一定比例计算，且单笔贷款的
贴 息 额 度 最 高 每 年 不 超 过
6000 元。享受常州市城市（农
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职
工待遇的贷款职工家庭，贴息
比例为 100%；享受常州市低
保边缘困难家庭待遇的贷款职
工家庭，贴息比例为 80%。因
贷款逾期偿还产生的逾期利息
不计入贴息范围哦。

心心：只要满足条件，随时
都可以申请贷款贴息吗？

真真：今年低收入家庭住
房公积金贷款贴息申报时间为
5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逾期将
不再受理贴息申请。经过联合
审查和社会公示后，市公积金
中心会在三季度将贴息资金划
入公示通过的贴息对象的住房
公积金贷款还贷银行账户内。
符合条件的职工一定要在规定
期限内赶紧申请。有疑问可以
拨打我市住房公积金12329服
务热线进行咨询。

梁茵 盛栖

申报时间截至6月30日

满足两条件可申请
低收入家庭公积金贷款贴息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我市
住建部门获悉，5 月 1 日起，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以 下 简 称《条 例》）正 式 实
施。为了确保《条例》落地见
效，市住建部门针对建筑行业
特性，采取切实措施，做到实
名制考勤覆盖率 100%、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覆盖率 100%、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通覆
盖率99.83%、工资代发覆盖率
98.97%，在全省建筑工人信息
化服务平台的排名中位居全
省综合第二。

据悉，我市印发了《关于
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的通
知》,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充分利用标语、海报、横幅、宣
传册、口袋书等多种形式，广
泛宣传，深入解读，做到建筑
行业从业人员人人知晓、人人
尊崇、人人落实《条例》。

此外，我市采用动态人脸
识别实名制考勤系统，启动实
名制考勤系统提档升级，进一
步强化建筑工程项目实名制
管理。截至今年 4 月底，我市
建筑行业共安装动态人脸识
别 实 名 制 考 勤 系 统 283 台

（套），累计19万余名农民工纳
入了实名制考勤管理。由于
动态人脸实名制考勤系统采
用了高清探头、动态抓拍、人

脸特征点比对算法等新技术，
极大地提高了施工现场人员
实名制考勤率，实行了进出场

“秒刷”。并与建筑工地门禁
系统集成管理，通过人脸识
别、闸机联动、大屏显示、自动
语音播报、陌生人禁入等功能
模块，实现了建筑工地智能
化、封闭式管理。

我市还严格执行农民工
工资专用账户和银行代发制
度。开发了面向农民工的专
项“建工卡”，提供免年费、工
本费、转账手续费等 8 项优惠
措施，同时上门为农民工现场
开办实名制银行卡。在工程
竣工验收环节，对农民工工资
专户和银行代发农民工工资
制度落实情况进行审查。组
织开发了全市农民工工资专
户系统，实现了对各工程项目
制度落实情况全流程在线监
控。全市建筑行业开立农民
工工资专用账户累计达 2623
个建筑工程项目、专用账户累
计进账资金63万余元，通过银
行代发农民工工资达 48 万余
元。

接下来，市住建部门还将
配套出台《常州市建筑工程项
目实名制管理和劳务作业人
员工资支付保障实施办法》，
更深入地贯彻执行《条例》。

（朱斌 邓小成 刘懿）

市住建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四率”指标位居全省综合第二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教
育部门获悉，我市各地培训机
构复工复课验收工作正持续推
进中。截至 5 月 14 日，全市通
过验收、准予复课的各类培训
机构已达 392 家，其中，教育许
可 类 培 训 机 构 的 复 课 率 达
55.9%。通过验收的机构，线下
培训活动正有序展开。

5 月 1 日以来，常州市各地
根据市新冠肺炎防控应急指挥
部发布的《关于做好 2020 年春
季培训机构恢复线下培训相关
工作的通知》要求，按照自查自
纠、自主申报、部门验收、区级
审定的基本流程，对申请恢复
线下培训的机构进行现场指导
和验收。

据介绍，全市各地组建成
立了多部门联合验收小组，验
收小组对申请复课的培训机构
在疫情基本控制、基本防控条
件、学员和公共卫生安全保障
等三大类 19 个方面进行全面
检查、验收，在官方网站公布通
过验收、准予复课的培训机构
名单，并明确其他未经验收或
者验收未通过的培训机构，一
律不得开展任何形式的线下培
训。同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加强指导，提出具体整改
要求，坚持不达标准不予复课，
强化培训机构的疫情防控意
识。

各地还建立了政府、医院、
社区、家长等多层次培训机构

防控工作体系，帮助培训机构
准确掌握属地教育部门、市场
监管部门、卫生疾控部门、就近
发热门诊医院、所在社区等疫
情防控人员名单及其联系方
式，畅通疫情防控信息渠道，加
强协同配合，为培训机构复工
复课提供咨询、指导等个性化
服务。

复课后，市、区两级疫情防
控指挥机构还将对培训机构开
展错时错峰培训、实施“封闭
式”管理、严格卫生消毒制度、
加强卫生健康教育、建立缺课
登记追访制度等方面开展督查
和飞行检查，确保疫情防控举
措落到实处。

（教宣 毛翠娥）

全市已有近400家培训机构有序复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