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李益钧 版式 杨珏 校对 余倩文 2021年1月12日 星期二 城事 精要闻· 3本版电话：88066306 86632072

本报讯 南美白虾、巴西
猪肉、印度冻带鱼⋯⋯近期
国内部分城市在进口冷冻食
品或外包装上检出新冠病毒
核酸阳性。我市进口冷链食
品的安全如何保证？为有效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及时消
除进口冷链食品在生产经营
消费环节的疫情传播风险，
常州市经开区市场监管局持
续推进物防、人防和闭环管
理，全力防范因冷链食品带
来的疫情传播风险。

“这黑虎虾是产自越南
的吧？既然是进口冷链食
品，那就一定要专区售卖，怎
么能和馄饨、烧卖这些普通
食品摆在一起呢？”昨天，常
州市经开区市场监管局执法
人员在辖区一家超市进行冷
链食品安全监管，发现问题
后当即严肃指出。

连日来，经开区市场监
管局对食品进口商、生产经
营企业、食用农产品批发市
场、商场超市、生鲜电商、餐
饮企业等冷库进行全覆盖摸
排工作，截至目前，共摸排各
类主体 4000 余户，冷库主体
单位93家，冷库145个，其中
涉及进口冷链食品的主体共
16家。

按照规定，生产经营者

对进口冷链食品必须专用通
道进货、专区存放、专区售
卖。没有检验检疫证明、没有
核酸检测报告、没有消毒证
明、没有追溯信息的，一律不
得上市销售。各进口冷链食
品经销商要建立健全销售台
账，保证每批次、每件食品做
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但巡
查中，执法人员发现部分经营
主体索证索票台账不全，进口
冷链食品与普通食品混放贮
存等问题，立即批评教育，指
出问题的严重性。目前商家
都已整改到位。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
者，若发现商家销售不能提
供“体检合格证明”的进口
冷链食品，要向相关部门投
诉举报；对进口冷链食品外
包装，要做好消毒处理；处
理食材前要洗手，在接触进
口冷链食品时应佩戴一次
性手套，避免用手触摸口鼻
眼 等 处 ；烹 饪 进 口 冷 链 食
品，要做好餐具和台面的清
洁，食物煮熟煮透，确保食
品安全。食用后一旦出现
发热等症状,要及时到发热
门诊就诊，并主动告知食材
来源、品种及食用时间等信
息。

(钱力 庄奕 图文报道)

进口冷链食品必须专用通道进货、专区存放、专区售卖

越南黑虎虾怎能和馄饨、烧卖摆一起

2019年底，运河5号获评第
三批国家工业遗产认定；博济五
星智造园继获评国家小型微型
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后，再获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殊荣。

虽然我市各地正积极推进
老旧厂房改造，也不乏像运河 5
号、博济五星智造园、西太湖影
视城这样的成功案例，但市人大
代表姜汉军调研发现，我市在老
旧厂房改造利用上仍面临一些
问题和难题，限制了发展。比
如，改造利用暂时未有相关政策
支持；因为不符合长期控规方
向，老旧厂房在审批过程中，存
在不审不批的情况；有些已经改
造完成的园区存在着手续缺陷；

部分老旧厂房存在权属不清、产
权切割、权证不全等问题。

为此，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姜汉军提
出了《关于强化政策激励，护航
老旧厂房改造的建议》。建议我
市抓好老旧厂房普查摸底；市级
层面借鉴北京、上海等地先进经
验和做法，出台相关文件，支持
老旧厂房改造；结合城市总体规
划，对研究编制老旧厂房利用专
项规划；对中心城区内老旧厂房
进行分级利用、管理等。

对该建议，主办单位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十分重视。去年，
结合近年工作，通过摸底调查老
旧厂房的基本信息，建立了完整

的基本信息数据库。在此基础
上，建立评价认定机制，统一开
展评估认定。重要的老旧厂房，
可以列为工业遗产，按照《常州
市 区 工 业 遗 产 保 护 与 利 用 规
划》，纳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
畴，其中列入不可移动文物的老
旧厂房，其保护利用严格按国家
及本市文物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在政策上，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表示，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
务院、自然资源部关于老旧厂房
改变用途的土地政策。同时，我
市将借鉴北京、杭州等一些先进
城市的经验，适时出台支持我市
老 旧 厂 房 改 造 利 用 的 有 关 政
策。 刘一珉

在人大代表的建议下，我市拟出台老旧厂房改造利用支持政策

培育更多的“运河5号”

自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入住殷村职教园区以来，作为市
人大代表，学院党委书记黄志良
十分关注园区发展。

黄志良说，作为城建学院，
不能关起门来搞教学，常州这些
年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迅速提
升的城管水平，都是非常生动的
教材。在他的带领下，学院主动
承担了园区很多职能，比如殷村
职教园区的实时能耗监测平台，

就是由城建学院运行的。
他倡导园区绿色发展，学院

在升级、异地新建过程中，确立
了“打造绿色校园，培养绿色人
才”的发展蓝图。近年来，学院
人才培育进出两旺，形势喜人，
特别是绿色发展品牌在全国产
生影响，2017 年学院获评人居
环境范例奖，为园区树立了榜
样。2018 年，省教育厅厅长葛
道凯在《群众》杂志发表文章，对

该院绿色校园建设和绿色文化
育人实践给予很高评价。

黄志良经常到职教园区兄
弟院校了解需求，希望通过他的
建言，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黄
志良还十分关注常州“东拓西
进”规划，积极参与钟楼区人大

“解放思想，高点定位，积极探索
建设城乡融合协调发展试验区”
的调研课题。

刘一珉

黄志良：关注殷村职教园区发展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
政府都非常关注垃圾分类及资
源化利用，此事关乎民生、惠及
百姓，功在当代、利在长远。”市
政协委员谢小东身为江苏金梓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度
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一直
围绕环保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等
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谢小东建议，我市要合理做
好规划，对全市餐厨垃圾、厨余

垃圾、建筑垃圾、工业垃圾、生活
垃圾、农村垃圾及秸杆废弃物、
有毒有害垃圾等各类垃圾，形成
从规划选点、项目实施、过程监
管到后续服务的一张网，然后分
步实施，实现城乡一体互补的模
式。

谢小东认为，要把垃圾分类
项目建设成监管到位、运行有效
的的“放心工程”，必须充分依靠
大数据智能化手段。“可以在已

建成的‘数字城管’等平台基础
上，结合当前垃圾分类需求进行
提档升级，对常州所有的垃圾分
布实施无死角的动态管理，打造
垃 圾 分 类 智 慧 管 理 的 常 州 亮
点。”

谢小东希望，在解决技术、
管理等问题的前提下，我市能探
索具有常州特色的垃圾分类处
理及可持续发展模式。

朱雅萍

谢小东：建言垃圾分类智慧管理及资源化利用

本报讯 常州市公安局旅游
警察支队10日正式挂牌成立。

据介绍，常州公安旅游警察
主要职责包括：负责维护全市旅
游市场、重点景区的治安秩序，
开展旅游市场治安形势分析研
判；依法查处涉及旅游活动参与
者人身财产安全、破坏旅游市场
治安秩序的违法犯罪案件；配合
相关部门开展旅游市场监管联

合执法工作，依法打击破坏旅游
市场秩序的强买强卖、非法经
营、欺客宰客等违法犯罪案件，
共同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同时，
接受游客报警、求助服务工作，
指导、监督景区内部安全保卫工
作，对景区开展秩序维护、巡逻
防范等工作。

10 日，常州市公安局在治
安警察支队增挂旅游警察支队

牌子，同时在溧阳市局、金坛、武
进、天宁、钟楼分局治安大队和
高新区（新北）分局治安防控大
队增挂旅游警察大队牌子，辖区
重点景区所在地派出所设立旅
游警察中队；交通治安分局治安
大队、奔牛机场分局治安大队、
水警支队一大队增挂旅游警察
大队牌子。

（顾燕 汪磊）

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挂牌成立

本报讯 昨天，常州同惠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精
选层挂牌仪式在常州高新区
举行，成为 2021 年我市首家
登陆资本市场的企业。公司
股票简称：同惠电子。股票
代码：833509。

同惠电子成立于 1994
年，主要从事电子测量仪器
研发、生产和销售，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挂牌新三板。
产品主要包括元件参数、绕
线元件、电气安规、电阻类、
电力电子测试仪器和台式数
字多用表等，主要应用于各
种电子元器件、材料、电子零
部件、电子整机等被测对象
的性能测试、测量、试验验证
及品质保证。

同惠电子本次精选层小
IPO 发 行 价 格 6.31 元/股 。
本次公开发行 2174 万股，超
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2500 万股。公开发行后总
股本为 1.04 亿股，超额配售
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1.07 亿
股。此次募资主要用于智能
化电子测量仪器生产制造项
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及
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目前，常州高新区
共有上市公司 12 家，新三板
挂 牌 企 业 57 家 。 特 别 是
2020 年上市工作再发力，成
功 IPO2 家、过会 3 家，通过
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67.6 亿
元，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强劲动力。 （吴燕翎）

同惠电子新三板精选层挂牌

建议提案背后的故事

代表委员风采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