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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陵西路晋陵中路

红梅南路延陵西路

晋陵中路飞龙东路

飞龙东路竹林南路

丽华北路劳动中路

延陵中路牌楼弄

晋陵南路光华路

兰陵北路中吴大道

丽华北路关河东路

永宁路关河中路

永宁路竹林西路

竹林北路竹林南路

丽华北路中吴大道

龙锦路通江中路

劳动西路会馆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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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名称

晋陵中路关河中路

吊桥路广化街

怀德北路延陵西路

通江南路飞龙中路

长江中路清潭路

化龙巷东横街

怀德中路白云路

关河西路北直街

关河西路中吴大桥

长江中路荆川东路

龙江中路棕榈路

中吴大道荆川路

白云路星园路

怀德中路勤业路

常州市新增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

本报讯 近日，位于武进
区南夏墅街道庙桥镇的群租
房金星公寓完成改造。整栋
楼安装了门禁系统，需要刷
卡进出，每层楼安装了智能
化烟感报警器，房间分区清
晰，走廊宽敞明亮，还增设了
单独的电瓶车充电场所。

“改造后的群租房，家
具、家电齐全，干净卫生，拎
包即可入住。关键是性价比
高，每月房租仅500元，对我
们务工人员来说很实惠。”看
着通畅整洁的群租房楼道，
租客张标直说就像是酒店式

“标准间”。
金星公寓以前是一家工

厂，后被改成了群租房。该
片区厂企较多，外来人员聚
集后，兴起了“群租房”，也带
来了诸多安全问题。张标回
忆，两年前他和妻子入住未
整治的金星公寓时，电瓶车
横七竖八地停放在楼道口，
电线乱拉，灭火器乱放。

去年武进区启动群租房
安全管理工作后，南夏墅街
道积极创新工作模式，通过
典型引领、示范推动、以点带
面，打出了“组合拳”。整治
中，街道充分引入“大数据+
网格化+铁脚板”管理机制，
整合村委（社区）干部、社区
民警、网格员等各方力量，开
展拉网式大排查，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同时，经过全面
调研，出台了《南夏墅街道社
区出租房安全管理配置标准

（试行）》，对居住人数、消防安
全、煤气罐使用等进行了规
范。

除了安装门禁系统、烟感
报警器外，街道还在群租房各
个角落安装了监控。同时为
打造优质的配套服务体系，在
街道的牵头下，金星公寓还引
进了超市、药店、熟菜店等，满
足租户的日常需求。

为确保长效管理，南夏
墅街道明确由网格员定期对
网格内群租房进行检查。房
东对群租房履行相关责任，
登记承租人信息并及时报送
派出所；租户入住签订房屋
出租治安消防责任书，形成

“源头预防、分包到人、综合
治理”的工作格局。金星公
寓负责人吴全玉告诉记者，

房子只租给辖区内企业工作
的员工，且一季度一租，不
按责任书执行的租客不再与
其续签。

改造后的金星公寓成了
“ 香 饽 饽 ”，入 住 率 高 达
90%。吴全玉透露，下一步，
还会把一楼 300 多平方米的
仓储间改造成共享空间，让
租户们可以运动健身、享受
阅读、品茶聊天。

金星公寓的整治模式，
为南夏墅街道各村群租房治
理提供了示范样本。当前，
街道正积极创新，探索成立
出租房屋管理服务中心，通
过政府牵头、专业运营，进一
步规范安置区群租房管理。

（陈黎云 王宁 吕亦菲
图文报道）

楼道口电瓶车横七竖八，房间里电线乱拉乱接。混乱不堪的群租房，在这里却完全颠覆了人们的印象，门禁刷
卡，拎包入住——

（城事·家门口，李益钧）南夏墅把群租房整治成“酒店标间”

楼道口电瓶车横七竖八，房间里电线私拉乱接。混乱不堪的群租房，在这里却完全
颠覆了人们的印象，门禁刷卡，拎包入住——

南夏墅把群租房样板整治成“酒店标间”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我市公安
交警部门获悉，为切实保障道路交
通通行秩序，减少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预防和压降道路交通事故，
促进文明安全出行，我市将新增 29
套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于 2020
年5月20日起启用。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
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
定》，“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

“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驾驶
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

“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
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机
动车逆向行驶”“机动车违反规定
使用专用车道”“遇行人正在通过
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在高速
公路或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
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
带”“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
为”等交通违法行为，都属于电子
警察的查处范围。

（焦静 徐丹）

5月20日起
常州将新增29套电子警察

本报讯 近日，常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发布了《常州市电梯安全状
况（2019年）》。

据统计，截至 2019 年年底，全
市拥有各类电梯 54813台，其中，在
用电梯 51695 台。投保电梯超过
1.6 万台，投保数量在全省位居前
列。

2019 年，全市未发生电梯责任
事故以及较大社会影响的电梯安全
事件，电梯安全状况持续保持平稳
态势。去年，我市在全省率先实现

“96333”电 梯 应 急 救 援“ 六 个 统
一”，“96333”电梯应急救援标牌实
现应贴尽贴。全市电梯应急处置平
台全年接警 1284 起，累计处置困人
故障 1093 起，解困人员 1711 人次，
日均接警 3.5 起。在常州市电梯应
急救援处置三级响应中，一级响应
有效救援 1152 起，救援成功平均用

时26.7分钟。
有效救援得益于应急处置工作

的优化，2019 年，常州市市场监管
局出台《常州市电梯应急处置工作
制度》，在全市精准划分 20 个救援
网格，落实网格化志愿应急救援单
位。

2019 年，在常州从事电梯维护
保养的单位有 105 家，其中，五星级
9 家、四星级 7 家、三星级 25 家、二
星级36家，还有28家没有星级。

2019 年，常州市市场监管系统
开展了全市老旧电梯安全评估工作
试点，委托电梯检验机构对辖区内
部分使用年限超过 15 年的电梯进
行“体检”，为大修、改造、更新工作
提供技术依据。去年，全市完成老
旧电梯更新改造电梯 5 台，完成既
有住宅加装电梯6台。

（赵溧榕 胡艳）

我市发布2019年电梯安全状况

全市电梯应急处置平台
日均接警3.5起

本报讯 16日，常州工学
院原院长马树杉教授团队力
作《常州地名历史文化大辞
典》（以下简称《大辞典》）首
发式在常州工学院辽河路校
区举行，开创了全国地名历
史文化典籍研究的先河。

首发式由常州市哲学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常州工学
院共同主办。校内外人文社
会专家学者、《大辞典》编委
成员等参会。

据了解，《大辞典》编撰
历时八年，是一部有关常州

地名历史文化的大型工具
书，具有地名搜集“全”、内容
阐释“详”、史料论证“足”三
大特色，兼具创意性、特异性
和权威性三大特点。全书共
400 余万字，收词 1.9 万条，
时间起于有文字记载始，讫
于 2010 年 。 内 容 分 为“ 释
义”“史载”“附着”三部分，是
一部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非
典型性区域地名辞典，对宣
传普及和传承发展常州文化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将成为
展示新时代常州“城市文化

之光”的新名片。这也是常
州工学院扎根常州服务地
方、发挥地方文化研究智库
作用的又一产教融合新成果
和新贡献。

仪式上，《大辞典》主编
马树杉分享了编撰《大辞典》
的心路历程；中国地名学会
副会长、《大辞典》序言作者
商伟凡，东南大学古文献学
研究所所长王华宝教授均发
来贺辞。学校还向常州市图
书馆、在常高校图书馆捐赠

《大辞典》。 （杨曌 周绍萍）

常工院团队历时八年完成力作

《常州地名历史文化大辞典》昨日首发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江
苏省2019年度高质量发展总
结表彰大会上获悉，常州大
学、江苏理工学院、常州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等 4 所在常高校荣
获“江苏省 2019 年度地方普
通高校综合考核第一等次”，

数量仅次于省会城市南京。
据悉，共有 72 家省属高

校首次纳入全省年度综合考
核体系。其中，11 家本科院
校、15 家高职院校斩获第一
等次。

常州大学党委书记陈群
表示，学校面向行业产业和

地方需求，主动适应石油石
化、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
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需求，做

“顶天立地”的科研，形成若
干个优势领域和优质研发团
队，在石化行业转型升级科
技前沿和关键技术上获得一
系列重要突破。 （杨曌）

常州4所高校获
全省年度综合考核第一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