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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2020《中国好
声音》全国海选常州赛区总决赛
在太湖湾露营谷上演，江苏城乡
建设职业学院的应届毕业生、18
号选手韩力一路过关斩将，以一
曲《你就不要想起我》获得好评，
夺得冠军。

据了解，韩力是“蓝动常州”

关爱自闭症儿童系列公益活动的
爱心大使。他在校期间曾获得校
园十佳歌手冠军以及 2017 动感
校园好歌手大赛常州赛区总冠
军。接下来，他将与常州赛区脱
颖而出的另外 6 名选手一起直通
省赛。 （刘懿）

图片由韩力提供

“中国好声音”常州赛区总决赛落幕

本报讯 针对夏季安全生产事
故相对高发的特点，市应急管理部
门连日来组织精干力量，分批下沉
一线，检查排除企业生产环节中的
安全隐患和问题，防患于未然。

日前，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
产监察支队执法人员，来到位于
天宁区郑陆镇的常州中南化工有
限公司。在连续几次的突击检查

中，执法人员发现该公司存在一
系列安全隐患和操作不规范问
题，执法人员当即开出责令限期
整改通知书，企业方面表示一定
配合检查和整改。

在位于常州经开区遥观镇的
常州辉航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执
法人员发现车间里存在一系列安
全隐患，例如：焙烧炉未设置高温

标志，配套钢丝绳绳夹少于 3 个
等。执法人员开出责令整改通知
书，要求企业立即整改到位。

执法人员表示，当前开展的
夏季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主要突出
两大重点：一是仔细甄别，从根本
上消除事故隐患；二是加强宣传，
全面强化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 （龚励 王烨）

应急管理部门开展夏季安全生产执法检查

本报讯 在“八一”建军
节到来之际，7 月 30 日上午，
常州市河南商会一行在执行
会长刘河的带领下，来到驻
常 92138 部队慰问，表达对
守卫祖国蓝天的卫士的崇高
敬意和节日问候，并向部队
官兵送上了饮料、水果等慰
问品。

部队领导对常州市河南
商会坚持多年来部队慰问表

示感谢。据悉，常州市河南
商会从 2012 年成立至今，在
张利平和杨建两任会长的带
领下，坚持每年到部队慰问，
一是表达对“所在一方，造福
一方”的军人的敬意；二是带
领企业家学习部队的好思
想、好作风；三是通过到部队
慰问和开展军营一日活动，
增强企业家的国防意识和爱
国情怀。 （宛新）

常州市河南商会慰问驻常部队

致富不忘拥军 共话鱼水情深
本报讯 近日，一场以“乘风

破浪抗疫情，公益直播助农兴”为
主题的直播带货在微信贝堡小程
序上播出。这是江苏理工学院延
续十年“罗霄山青果香”科技扶贫
行动后，再次以“互联网+”的新形
式，帮助江西罗霄山农户销售农
产品的一次社会实践活动。

今年受到虫灾、气候以及疫情
的影响，罗霄山农产品销售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冲击。江理工商学院的
志愿者们决定，用当下流行的直播
带货方式，帮助当地农民销售滞销
的农产品。来自新疆特克斯县的唐
钰洁迅速开始筹划直播扶贫项目。

此次扶贫直播带货是商学院

志愿者的直播首秀。志愿者们设计
了助农 logo，制作成贴纸送给农
民；对农产品重新组合定价，用专业
优势助力扶贫直播。在直播中，学生
主播全方位展示了香菇、茶叶、蜂
蜜、花生等农产品，用活泼接地气的
语言与网友互动，带动了一波又一
波的销售。 （陆育蕾 刘燕涛）

江理工商学院志愿者直播带货助力农民增收

本报讯 昨天，苏宁易购
常州公司联合中共常州市委
网信办、常州市商务局、钟楼
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6·6
龙城嗨购节系列活动暨常州
苏宁易购惠民生·促消费”公
益活动正式启动。

继 618 后，苏宁易购再
次在全国启动“双百计划”，
向全国消费者发放百亿元补
贴和百亿元消费券，此次在
常 州 共 发 放 470 万 张 消 费
券，总价值达 1.88 亿元，以此
提振消费，促进经济恢复。

此次活动，苏宁易购将
线上苏宁云超“搬”到线下，8
月 13-18 日在常州江南环球
港同步落地苏宁云超快闪
店，消费者可在现场领取消
费券下单，体验配送到家服
务。据悉，苏宁超市母婴用

品、酒品、牛奶饮品、粮油速
食、靓丽美妆均可参加活动，
每位新用户可领 40 元，满 40
元即可使用；老用户也可领
40元，满80元即可使用。20
斤优选珍珠米，券后价仅需
10.9 元；金龙鱼 5L 食用油，
券后价仅需8.9元；24听哈尔
滨啤酒券后价仅需 9.9 元，优
惠力度爆棚。

据苏宁易购常州公司总
经理任国伟介绍，苏宁云超
城市攻略项目作为“6·6龙城
嗨购节系列活动暨常州苏宁
易购惠民生·促消费”公益活
动，旨在发挥苏宁在供应链、
物流、场景、金融和技术等方
面的领先实力，为消费者打
造极致购物体验，让更多消
费者参与其中、乐在其中。

（周静）

在常发放470万张消费券，总价值1.88亿元

苏宁易购启动818“双百计划”

本报讯 记者获悉，日前，常
州高新区（新北区）发布《深入推
进“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的二十条具体措
施》（以 下 简 称《二 十 条 具 体 措
施》），旨在贯彻落实国务院、省、
市关于“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
点的总体要求，深入破解“准入不
准营”问题，在疫情常态化防控期
间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优化自
主创业环境，助推常州高新区优
化营商环境走在全省前列。

所谓“证照分离”改革，本义
是指将企业的营业执照和各相关
主管部门的行业许可证相分离，
让企业在获取营业执照后更便捷
地开展经营活动。具体体现在一
方面通过“取消审批”“审批改备
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
务”四种改革方式破除市场准入
壁垒，降低准入门槛，另一方面通
过“双随机、一公开”“互联网+监
管”等信息化手段，提高监管的精
准性和有效性，确保行业准入“放

得开”且“管得住”。
此次公布的《二十条具体措

施》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
实施清单管理（共计2条措施），二
是通过四种改革方式共计 16 条
措施推进行政审批局制度改革，
三是通过推行“双随机、一公开”
和实行信用监管，建立精准高效
的监管体系。通过这二十条举措，
最终实现准入门槛更低、审批服
务更优、行业监管更准、信息共享
更畅的改革目标。（沈霞 吴燕翎）

推进“证照分离”改革

常州高新区发布“二十条”

本报讯 记者 29 日从常州大
剧院获悉，8月将有一系列好剧亮
相常州大剧院。儿童剧、动漫作
品视听音乐会、相声等演出，将让
喜爱艺术的市民一饱眼福。

8 月，2020“八喜·打开艺术
之门”暑期系列演出继续开展，儿
童剧《赛尔号之逆行世界》8 月 3

日上演，魔幻家庭音乐剧《儿童百
货商店——疯狂玩具城》8 月 5 日
上演，大型恐龙科教儿童舞台剧

《恐龙归来 2 之小精灵探险记》8
月8日上演，大型正版授权互动卡
通儿童剧《海底小纵队之深海探
秘》8 月 29 日上演，陪孩子们欢乐
过暑假。

此外，千与千寻——久石让·
宫崎骏动漫作品视听音乐会 8 月
14 日亮相，优美音乐将把听众的
思绪带入浪漫且充满梦幻色彩的
世界。8 月 16 日将举行未来的霍
洛维茨——德国博兰斯勒未来钢
琴家雷羽钢琴独奏音乐会·2020
中国巡演，钢琴家雷羽施展精湛
技艺，让乐迷们感受古典音乐魅
力。8 月 28 日，嘻哈包袱铺“金霏
曦比”相声专场亮相，传统相声碰
撞嘻哈说唱，带来欢声笑语。

（吴蕾 刘懿）
图片由常州大剧院提供

儿童剧、视听音乐会、相声⋯⋯8月将亮相常州大剧院

退伍老兵争领“志愿者服务证”
7 月 29 日，一场拥军文艺汇演在茶山街道富强村委上

演，辖区居民以丰富多彩的表演欢庆即将到来的“八一”建
军节。88岁高龄的老兵吴国方向大家分享了当年在抗美援
朝战场上的故事。活动中还有一个重要环节是向辖区热心
居民发放幸福志愿者服务证，领证者中有不少退伍老兵。
他们响应村委号召，秉持“退伍不褪色”的军人初心，积极投
身村委公益志愿服务工作，以实际行动致敬“八一”建军
节。 王锐 图文报道

千与千寻——久石让·宫崎骏动漫作品视听音乐会（资料图）

比赛现场，选手韩力深情演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