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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黄洁璐 王烨）“要打开
化学实验准备室，需要化学教研组组
长和实验室管理员同时到场。”11月
29日下午，记者在常州外国语学校了
解到，为进一步加强危化品的管理，该
校在物防、技防系统上全面加大投
入。学校在实验准备室增设了化学药
品贮藏室专用药品柜，将危化品分类
别存放于不同防爆柜并接入了气体循
环系统；在原技防系统的基础上新增
6只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控危化品贮
藏室情况。“根据校园安全实际，我们
还制订了各项制度及应急预案，从制

度上减少漏洞，形成管理闭环。”该校负
责人说。

我市从2020年12月启动全市危险
化学品使用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常州外
国语学校对危化品管理的“升级”，正是
该专项治理行动成果的缩影。

专项治理行动以来，我市围绕江苏
省危化品使用专项治理信息系统进行系
统填报、企业自查等重点工作，采用“宣
传折页+线下培训+线上答疑+视频教
学”的模式，督促企业辨识安全风险，摸
清全市22004家危化品使用单位的安
全现状，逐步形成危化品使用单位分布
图和使用表。

在此基础上，我市充分发挥危化品
使用安全专项治理联席会议制度优势，
通过多种形式对重点企业、重要场所、重
要环节开展执法检查：在全市专项大检

查中，采取区级单位交叉互查的方式，提
升排查治理工作质量；在市级联合检查
中，市安委办牵头宣传部、教育局、文广
旅局等部门对技工院校、娱乐中心等重
点敏感单位开展联合督导检查，全面防
控各行业领域安全风险。

针对督查检查出的风险隐患，市安
委办全面建立问题隐患清单，在逐条逐
项整改闭环，确保专项治理行动取得实
效的同时，坚持长效治理、源头治理的理
念，加强制度建设。

针对冶金、机械、轻工等工贸企业存
在的无专用仓库等危化品存放难问题，
市应急局牵头起草了《危化品柜式储存
设备（非建筑类）安全规范》。目前，该规
范已通过地方标准立项。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中小学实验室的
危化品安全管理工作，市教育局出台《常

州市中小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范
（试行）》，要求学校在采购、储存、使用、
处置危化品的各个环节中规范操作，防
止学校内发生危化品事故。

为规范机动车维修行业危化品使用
环节安全工作，市交通局编制《机动车
维修行业危化品使用安全管理指南》，
进一步明确对机动车维修经营业主安
全使用危化品的日常管理，及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的行业监管。同时，武进区还
探索建立健全机动车维修行业的危化
品使用安全管理制度体系，有效防范和
遏制行业内使用危化品引发的各类安
全事故。

下一步，市安委办将进一步梳理典
型经验做法，并提炼转化为长效机制，巩
固提升我市危化品使用安全专项治理行
动效果。

我市多措并举推进危化品专项治理行动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整治整治

常州常州在行动在行动

□记者 唐秋冰

尹玲家庭

尹玲是常州凤凰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总经理。去年疫情期间，她
主动将自家的原木精品酒店改造成
了医学观察点。为了及时弄到改造
材料，尹玲四处托朋友、找建材市场
老板，以最快速度凑齐了木料、五金
件和塑料地毯等物资，并在没有工
人的情况下，她和丈夫吴念樟找来
舅舅、弟弟、表弟和朋友，在短短12
小时内完成了酒店隔离改造。

隔离人员入住后，尹玲和家人
又承担起了公共区域的保洁消毒、
值班，其儿子吴祖轩每天给大家做
饭。在尹玲全家人的共同努力下，
隔离人员享受到了家的温暖。

据悉，长期以来，尹玲家庭热衷
于公益事业、捐资助学，她的常州凤
凰国际旅行社与新疆伊犁州尼勒克
县还联合开展旅游援疆，促进当地
旅游业发展。

陈卓林家庭

陈卓林是新北区新桥街道新龙
湖社区居民。他们一家多年来积极
投身公益事业，慷慨救助困难群众，
累计捐助金额超过130万元。

1986年，陈卓林把一名孤老当
作自己的父母一样予以关爱。老人
去世后，她帮着操办后事，在当地被
传为佳话。30多年来，她从未间断

过对敬老院的定期资助，逢年过节总
带着慰问品去看望老人。通过妇联、
电视和报纸的牵线搭桥，她和家人一
起资助过几十名困难学子，并通过电
话、短信、微信联系资助学生，鼓励他
们好好学习，将来回报社会。

陈卓林夫妇的勤奋上进、节俭低
调、善良大方，深深地影响着女儿蔡
敏。如今的蔡敏，不仅成为了一名光
荣的教师，还是一名优秀的文艺志愿
者。

缪枫家庭

缪枫是溧阳市人民检察院一名专
职党务工作者。

她爷爷是一名老党员，兴建大溪
水库时，他带头放弃祖居迁居破庙；土
地承包到户时，他又率先选了偏远且
贫瘠的土地。缪枫的公公是一名狱
医，也是公安系统众所周知的“老黄
牛”，连续14年在高墙内为几百名犯
人提供医疗保障服务。缪枫的丈夫姚
鑫从警20年，工作中，他曾被违章者
带刀跟踪，也曾被闯红灯者开车顶出
近十米，但他坚定地说：“只要我在岗
一天，就要对得起自己肩上的警徽！”

缪枫自己在工作中时常会接触到
困境儿童和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她
牵头成立了检察院小橘灯公益法律志
愿队，和同事们一起组织孩子们举行
模拟法庭、参加“行走的绿豆汤”等公
益活动，尽可能为这些家庭和孩子提
供帮助。

“全国最美家庭”事迹

11月30日，钟楼区五星街道勤德家园社区工联会邀请江苏欣祥物业等辖区单位疫情防控志愿者，走进常州乱针绣博物
馆，开展“体验非遗文化 传承工匠精神”主题工会活动，聆听乱针绣四代非遗传承人的家风传承故事，体验非遗技艺，传承工
匠精神。 史康 胡平图文报道

本报讯（周翔 孙雪峰）12月1
日，常州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
公积金制度试点正式实施。常州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举行了“开放
日活动”，“面对面”“手把手”为灵活
就业人员提供公积金服务。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
制度试点，是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组织开展的一项试点工作，旨在进
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
更加充分发挥制度普惠共享优势，
让更多人享受政策红利。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吴海泳
主任告诉记者，常州作为全国首批
6个试点城市之一，既是上级部门
对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的
高度认可，更是一种鞭策与激励，常

州将切实把试点工作做实做细，努力
为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提供“常州方
案”，推动在住房领域实现共同富裕。
举办“开放日”活动，就是想让所有灵
活就业人员能更加清晰、直观地了解
试点政策，体验公积金线上线下的“智
慧服务”。

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来到现场
的个体工商户、外卖骑手等不同群体
的灵活就业人员了解试点政策、办理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
艺术家徐绘音知道试点政策后，早早
便邀请亲朋好友前来办理住房公积
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一部分去一楼
银行现场办理，一部分在线办理，体验
了线上线下多渠道办理的灵活与便
捷，唱响幸福常州、乐业安居之歌。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正式实施：

“开放日”，手把手提供公积金服务

本报讯（周洁 丁怡婷） 寒潮来
袭，常州淹城野生动物世界按动物习
性实施分段防寒保暖措施，不少小动
物住进了设有保暖灯、油汀、暖风机、
地暖等的保温室，喜暖的小猴子们聚
在取暖器前进食、怕冷的幼龟还穿上
了漂亮“秋衣”。

昨天，记者走进两爬馆看到，苏
卡达陆龟、饼干陆龟、缅甸陆龟和印
度星龟都穿着特制的毛线衣，萌趣
十足。饲养员张烨告诉记者，幼龟
的肺靠近背部上方，做好保暖工作
可以帮助它们顺利过冬。除了给幼
龟穿上“秋衣”，饲养员还用紫外线
灯替代日光浴，并时刻注意照射时
长及距离，保证饲养环境的湿度与
温度。

对于非洲象、长颈鹿等大型动物
的保暖，常州淹城野生动物世界采用
的是“空气源热泵热水器”提高室内温
度的方式。在大象馆，记者看到，“空
气能”通过冷热空气交换来稳定象舍
内温度。饲养员陆卫东说，他们还会

在傍晚增加大象饮食，确保它们有足够
的能量御寒。

另外，节尾狐猴馆内放置了大型暖
风机，河马也早早泡上“恒温温泉”，在
百灵花鸟世界内防风布已经铺好，保暖

灯也已经开启……当然，并非所有动物
都需要额外保暖措施，像大熊猫、红熊
猫、老虎等动物会长出抗寒绒毛，依靠
自己的力量扛过严冬，寒潮也完全不会
影响它们与游客见面。

动物园防寒有“妙招”

幼龟穿毛衣，小猴开了取暖器
本报讯（孙丹 芮伟芬）“大姐，

最近很少在街上遇到你，想你了，今
天过来看看。你空了也去我那坐
坐，有什么心事都可以跟我讲。”昨
天，溧阳市南渡镇诚隆超市负责人
杨梅方带着慰问品，专程赶到该镇
秀才圩村，探望结对帮扶的“失独”
人员张妈妈。

张妈妈今年65岁，原本有着幸
福美满的家庭，丈夫体贴，儿子儿媳
孝顺，孙女乖巧伶俐。然而，2009
年，28岁的独子因病突然离世。张
妈妈强忍悲痛，挑起了抚养4岁孙
女的重担。

2019 年，杨梅方通过南渡镇
“心愿树”爱心工作站得知了张妈
妈的不幸遭遇。从那以后，无论多
忙，她总要抽时间上门探望，陪她
聊天解闷。现在，张妈妈的儿媳改
嫁，孙女今年考上高中后住校，家
里冷清了不少，她越发感到孤独，

情绪很低落，连续几个月都不愿出
门。察觉到异常的杨梅方主动登门，
陪张妈妈伺弄花草，聊聊家常，邀请
她随时到店里去玩。“幸亏有你像亲
妹妹一样关心我，这几年，我心里好
受多了。”张妈妈拉着杨梅方的手，感
激地说。

55岁的杨梅方是土生土长的南
渡人，从1991年起就热心公益。那
时，她在上海做工程，工地附近有一家
孤儿院。当时她初为人母，看到孤儿
很是心疼，便三天两头地往孤儿院跑，
给孩子们买好吃的、送衣服。2001
年，杨梅方回到家乡创办超市后，带领
员工一起做公益。近几年，除定期到
敬老院陪伴老人并捐赠物资、助残帮
困外，她还动员身边的朋友，与南渡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志愿者们一起，
开展关怀关爱计生特殊家庭、公益助
学等各种志愿服务活动，给需要帮助
的人送去温暖。

当“失独”妈妈的亲妹妹

本报讯（贺汀 张国祥 秋
冰） 11月 16日，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我市首起“因不服无证经营
燃气行政处罚决定”诉讼案作出
终审判决：维持常州市金坛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对於某某无证经营
燃气行为的处罚决定，责令於某
某停止违法行为，处5万元罚款，
并没收违法所得841元。

去年8月，我市持续开展打
击“黑气点”行动，对瓶装液化气
市场实行全面巡查。朱林镇政
府、金坛区城镇燃气管理部门联
合金坛区公安、城管等部门执法
人员，巡查至朱林镇唐王村委唐
王村时，发现唐王村190号与老
唐王大桥东侧空地上，堆放了88
只燃气瓶。经查，该经营点没有
取得任何燃气经营许可手续，其
中33只气瓶装满了液化气。执
法人员遂依法对当事人於某某开
具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其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将查获的
88只燃气瓶作为证据，暂扣并全
部转移至安全地点。

经实地调查核实取证，金坛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认定於某某涉
嫌无证经营燃气，严重违反《城镇
燃气管理条例》和《江苏省燃气管
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其作出了

“罚款50000元，并没收违法所
得841元”的处罚决定。於某某
不服处罚决定而诉讼。

记者了解到，依据《城镇燃气
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国家对
燃气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违反
该《条例》规定，未取得燃气经营
许可证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由
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今年1月至今，我市公安、市
场监管、住建等多部门联手重拳
出击，打击取缔黑气点达25个，
暂扣非法气瓶471只，处理涉及
人员23名，有效净化了我市瓶装
燃气市场。

无证经营燃气
被判罚款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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