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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4日，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部署全国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结束后，江苏省继续召开会议，
对冬春季特别是春节期间疫情
防控进行部署。市长陈金虎在
常州分会场收听收看。

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指出，各地要把疫情防
控作为头等大事，学习掌握各
项政策规定和部署要求，指挥
体系 24 小时保持运行状态，实
行“零报告”制度。常态化时
抓好预防，落实戴口罩、勤洗
手、不聚集等要求，加强人员、
物资、技术储备，降低疫情反
弹风险；疫情发生后快速激活
指 挥 体 系 ，迅 速 组 织 核 酸 检
测，精准锁定重点人员并隔离
管控，切断传播途径。要把农
村地区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
重，压实社区、乡镇、村委会等
责任，加强机场周边、城乡结
合部等地区防控，做好务工返
乡 人 员 信 息 登 记 和 健 康 监
测。村卫生室、个体诊所、药
店等要落实首诊报告制度，发
现发热等疑似病例，2 小时内
必须报告。

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要求，必须深刻认识冬
春季疫情防控的严峻复杂形
势，进一步抓紧抓细抓实各项
防控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
要毫不放松抓好外防输入

工作，坚持“人物同防”，对进口
冷链食品加强集中监管、全流
程管控，对高风险地区进口非
冷链集装箱货物严格实施外包
装检测、人员检测、环境监测、
预防性消毒等措施，做好境外
企业和人员服务保障，加强口
岸防控和人员转运、境外来苏
返苏人员健康管理、涉外防控
一线工作人员防护；要切实强
化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建立健
全三级网格分包体系，加强返
乡人员管理，提高疫情监测能
力；要减少人员聚集，全面加强
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加强重点
人群和环境监测，特别要严防
医疗机构院内感染；要扎实推
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抓好疫
苗采购，抓紧疫苗接种，加强科
普宣传，力争做到“应接尽接”；
要细致做好来自中高风险地区
入苏人员闭环转运和隔离医学
观察、核酸检测等工作，确保安
全可控；要提前做好疫情防控
应急准备，提高核酸检测、隔离
保障、医疗救治、物资保障能
力；要积极引导群众做好自我
防护，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巩固好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
果。

我市各辖市、区分别设立
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

（姜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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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市司法局
获悉，我市《关于加强户外广告
设施设置管理的决定》将于 2
月1日正式施行。

户外广告是城市形象的展
示窗口、城市管理水平的标志
和公共安全的重要内容。近年
来，我市积极开展户外广告专
项整治，依法拆除违规破损的
户外广告，户外广告管理秩序
和设置品质有效改观，但仍存
在一些问题：户外广告设置规
划不健全，户外广告布局不合
理；户外广告设置过多、过乱、
品位不高；有些户外广告设施
破损严重、有碍观瞻，存在安全
隐患。而相关法律法规对户外
广告设置管理的依据、标准没
有系统规定，影响了户外广告
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即将施行的《决定》共十九
条，不仅阐明制定规章的目的
和依据、户外广告定义、适用范
围、主管部门职责及其他管理
部门的职责等内容，对户外广
告设置规划的编制、设置户外
广告的禁止性条款、审批手续
及经批准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
的相关内容等都作了规定。《决

定》明确了户外广告设施设置
者作为户外广告设施安全的责
任主体，以及应当承担的安全
维护责任。

从具体内容来看，《决定》
增加了禁设情形。《江苏省广
告条例》授权市、辖市人民政
府可以规定禁止设置户外广
告的区域，《决定》在上位法明
确的禁设区域、设施外，基于
公共安全等管理需要，增加规
定了禁止利用建（构）筑物楼
顶、消防设施、消防安全标志
以及除轨道交通车辆、公共汽
电车外的其他车辆设置户外
广告等情形。

明确了户外广告设施主体
的安全管理责任。根据《民法
典》最新的规定和精神，明确当
户外广告设施发生脱落、坠落
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
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
过错时，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

下一步，我市将依据《决
定》，组织各辖市（区）对不符合

《决定》禁设情形的户外广告设
施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周娟 赵星 王淑君）

将于2月1日正式施行

我市出台加强户外广告
设施设置管理的决定

本报讯 日前，胡润百富携
手全球领先的分享住宿运营机
构斯维登首次发布《2021 斯维
登·胡润最具潜力民宿片区》，溧
阳南山竹海度假区位列第九。

江苏民宿看溧阳，溧阳民宿

看南山。南山竹海所处的戴埠镇
是江苏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拥有
南山竹海、御水温泉、美岕山野温
泉度假村等知名旅游品牌，是溧
阳最早发展农家乐的先行区。近
年来，戴埠镇累计建成民宿 100

余家，其中精品民宿占一半以上，
整合了旅游要素，优化了旅游功
能空间。同时，有效盘活了村民
闲置住宅与宅基地，解决了农村

“空心化”问题，促进了农民的增
收致富。 （韩一宁 李金堂）

胡润百富首次发布民宿榜——

南山竹海度假区位列第九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文化
和旅游厅网站公布第二批江苏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基地评
定结果，常州市邢氏梳篦有限公
司非遗创意基地入选。此次全
省共8家单位获评。

作为我市首个省级非遗创
意基地，常州市邢氏梳篦有限公
司非遗创意基地以常州市邢粮
梳篦有限公司和真老卜恒顺梳
篦博物馆为依托，构建“一中心、
多基地”模式，盘活非遗文化，呈
现多功能性。

一中心，即邢粮大师工作
室，位于钟楼区陈渡路，主要功
能是核心团队的创作，是基地的
文化创意输出中心。多基地，即
青果巷的非遗文创基地、九洲新
世界非遗馆基地、天宁吾悦广场
非遗街区，以及设于武进区青少
年活动中心的非遗基地，展示非
遗成果，开展研学体验。

常州市邢氏梳篦有限公司
非遗创意基地在我市非遗传承、
产教融合、文旅市场开拓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累计接
待各地参观、学习、体验的观众
约 50 万人次。接下来该基地将
发挥创新示范带动作用，积极探
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
用新路径，推动传统工艺产品创

新设计和改造提升，对接市场需
求研发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体
验产品，努力把基地建设成集文
化创意、研学旅游、体验旅游、休
闲旅游为一体的文旅综合体。

（常文旅 刘懿）

我市1家单位获评省级非遗创意基地

本报讯 14 日，在常州市工
商联、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司法局
的指导下，常州市安徽商会人民
调解委员会挂牌成立。这是常州
市首家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

商会人民调解是人民调解
工作在民营经济领域的延伸拓
展，对于推进促进商会调解规
范化、法治化发展，为民营经济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意
义。

市工商联计划以常州市安
徽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为试点，
以点带面，3 年内在全市工商联
系统 80%的商会组织中推广成
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多元化
的纠纷解决机制，推动商会治理
的法治化。

（黄钰 常联轩 常司轩）

计划3年内在
80%商会组织推广

常州首家商
会人民调解
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 新北区新桥街道

勤廉文化教育基地落成仪式昨
天在新桥街道茶庵村委举行。

新桥街道勤廉文化展厅
于 2020 年 10 月开工建设，总
面积共120平方米。展厅融合
多媒体互动科技手段，结合新
桥的特色元素，兼具文化传
承、工作展示、教育学习、交流
互动等功能于一体，是新桥街
道廉政文化建设的集中展示。

八百多年前，北宋名臣包
拯的后人迁居新桥茶庵，包氏一
族的孝肃家风吹来常州。新桥
街道深入挖掘茶庵的勤廉历史

渊源，打造勤廉文化教育基地，旨
在发挥示范、品牌、教育作用，打
造干部勤廉教育课堂，地方文化
展示课堂，学生德育培养课堂。

2020 年，新桥街道启动了
以“春送廉、夏种廉、秋收廉、冬
保廉”为主题的“廉心桥”廉政品
牌建设。通过勤廉文化的教育
引导作用，进一步激发正能量，
提升党员干部增强主动作为能
力和廉洁自律意识。

茶庵村党群服务中心、江苏
理工学院廉政教育基地当天同
时揭牌。

（徐大双 姚俊岐 吴燕翎 图文报道）

新桥街道

勤廉文化教育基地落成

邢粮教孩子们制作梳篦。邢粮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