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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星韵城秉承国企责任与情
怀，砥砺奋进匠心营造，以迭代焕新力
作——北辰，与龙城人居共进阶。矗立
于京杭大运河醉美河段，波光潋滟，水
色倾城，十公里玉兰森林廊道，旖旎风
光尽收眼底。紧邻地铁2号线（五星
站），出行高效便捷，龙湖天街举步即
达，缤纷生活一站畅享。五星·星韵城
北辰总建约23.5万平方米，由15幢22

至28层的新古典主义风格高层住宅组成，建面约98至192平方米进阶户
型，领衔人居改善风潮。准现房实景呈现，所见即所得，幸福生活不久候！

中海云麓里位于天宁区天宁
新城核心青龙板块，项目由央企
品牌中海地产开发，周边配套完
善，临近东经120金融商务区及
多所产业园区、横塘河湿地公园
景观带、天宁教育小镇（局小分
校、二十四中分校）等。项目总建
筑面积约9.6 万平方米，容积率
2.0，筑就7栋高层人居产品，以简
洁型筑旷达境，赋予生活轻盈流
动之感。

项目位于两湖创新区核心，
距离164平方公里的西太湖约2
公里，是备受青睐的低密湖居板
块。项目占地约17.7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47.2万平方米，涵
盖江南合院、东方叠院、园境洋
房、现代高层四大类标杆产品，
目前低密产品已售罄，建面约
105至172平方米桂语系现代高
层即将入市，敬请期待。

20222022··第第1717届常州年度红盘评选参评楼盘展示届常州年度红盘评选参评楼盘展示
一年一度的红盘评选，是常州报业传媒集团延续了17年的评选活动。多年来，常报集团始终关注常州房地产业发展，见证了常州房地产业从起步到壮大再到高质量发展的历程，为

助力房地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持续注入引导和传播力量。
活动启动以来受到业界高度关注，已有嘉宏、新城、万科、中海、中建、金茂、光明、黑牡丹、绿城、龙信、美的等一大批房企积极报名参加。
以下为部分楼盘展示（排名不分先后，未完下转A6版）

五星·星韵城｜北辰 中海云麓里 绿城·常州江南里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2年）营字第2-4
01月14日07:50-17:30

停电：10kV天宏线全线（停电
范围：天宏机械制造等郑陆等
相关地段）；

10kV常连线北塘河路13
号环网柜：常连线1110开关
前段（停电范围：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等天宁等相关地
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1月14日07:30-15:30

停电：10kV欣园一线15号杆至

茂盛研究所G1002开关（临检）；
08:00-12:00停电：10kV

后园线孟河郭河冷家西配变；
10kV申江线孟河石桥建新

配变；
10kV郭河线孟河石桥建

方南配变、孟河石桥丽磊
配变；

08:00-15:00停电：10kV
新池二线汤庄牛乔头支线23号
杆支线侧（临检）；

08:00-17:00停电：10kV
南观线17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
奔牛二中配变（临检）；

08:30-14:30停电：10kV
灯辉线59号杆跌落式上引线
后段；

12:00-16:00停电：10kV
南庄线孟河石桥小岛西配变；

10kV后园线孟河郭河沟南
配变、孟河石桥黄泥坝配变；

10kV郭河线孟河石桥转盘
配变、孟河石桥七队配变；

01月17日08:00-11:00
停电：10kV延东线工人疗养院
配变（临检）；

08:30-10:30停电：10kV
荆川线荣亨逸都#1中间变电所

#2配变1020开关后段。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

“网上国网”APP，实名制认证
并绑定户号，即可实现交费、
办电、信息查询等一站式服
务。q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
早完工早送电。凡有双电源
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线路
进线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
线路倒送电。如遇雨雪天气
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原因，计
划停电有可能会临时撤销，请
关注报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公 告
常州市滆湖分区GH0602基本控制单元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草案将于2022年1月
14日-2022年2月13日在常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 划 局 网 站（http://zrzy.jiangsu.gov.cn/
cz/）、地块所属街道及社区进行公告。公告期
间公众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间提
出陈述、申辩、请求协调或听证申请等意见，逾
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13日

雕庄纪念堂搬迁公告
因凤凰新城建设需要,雕庄街道纪

念堂将实施搬迁，请涉及搬迁的居民凭
有效证件至雕庄街道原村（社区）便民
服务中心或雕庄街道为民服务中心（中
吴大道700号）办理搬迁手续，办理时
间：2022年1月17日至2022年1月28
日（工作日），逾期未办理的，视为无主
骨灰盒由集体搬迁。咨询电话:0519-
88825973。

常州市天宁区雕庄街道办事处
2022年1月13日

△江苏盐道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船舶金航机160号遗失

《内河船舶适航证书》，证书编

号：852065137，声明作废。

△南京市鼓楼区人可合饮品

店遗失32040600020160924

0051号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声明作废。

△秦钰凌遗失 O320750858

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杭州盘古自动化系统有限

公司遗失01505632号江苏省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声明

作废。

△武进区湖塘江户川海鲜炒

饭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编号：32041200020190

7260013、320412000201907

260014，声明作废。

△常州市恒纶纺织有限公司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

可证编号：JY3320402003952

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常州市威林顿教育培训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2041167095265XK）经理事会决定，即日起注销，
请债权人见报日起45日内向本中心申报债权，逾期作
放弃处理。特此公告。

常州市威林顿教育培训中心
2022年1月12日

注销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奥园文化艺术培训中心（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320411MJ65496853）经理事会决定，即日
起注销，请债权人见报日起45日内向本中心申报债权，
逾期作放弃处理。特此公告。

常州市新北区奥园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2022年1月12日

销户公示
由苏州吴林园林发展有限公司承建的市区污水系统提质增效工程施

工二标段项目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
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1月13日至2022年2月12日），如
有异议，请向常州市市政工程管理中心（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反映，
联系电话：0519-85682076。

销户公示
由江苏卓扬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常林地块配套道路工程市政施

工总承包工程项目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
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 1月13日至2022年 2月12
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市政工程管理中心（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
反映，联系电话：0519-85682076。

声明作废
86603740

销户公示
由江苏陈氏铧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金坛区常州万科金坛公园

大道2#地块市政道路雨污水工程项目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
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1月13日至
2月12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金坛区建设工程管理处（工程所在地建
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0519-82698520。

销户公示
由江苏陈氏铧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常州金坛万科金坛公园大

道6#地块市政道路雨污水工程项目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
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2年1月13日至
2月12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金坛区建设工程管理处（工程所在地建
设主管部门）反映，联系电话：0519-82698520。

□黄洁璐 邵长殊

临近春节，内河船运物流迎来旺季。
10日上午，记者来到武进区前黄镇船闸管
理所，观摩当天举行的首届运调工班岗位
职能考核比赛，感受智能化“一站式过
闸”+“最强大脑”的现代化船闸管理。

前黄船闸于去年11月18日正式运
行，上接芜申线，下接苏南运河，是目前
国内规模最大的千吨级内河船闸。

“前黄水闸，我是皖明光货1599，开
通过ETC，但不会用，要上岸缴费吗？”
上午9点，船闸中控室的对讲机内，传来
一位老船民的询问。登记员金丹立即在
监控系统中查到该船位置并耐心回复：

“您好，不需要上岸。我把前黄船闸微信
号报给您，您添加后会收到电子缴费操
作视频，按照视频操作就好。”

结合疫情常态化防控，前黄船闸推
行智能化“一站式过闸”系统，让手续“网
上跑”、船员“不用跑”。

“考虑到一些船民年龄大，对现代化
的过闸流程不熟悉，我们自制了电子缴
费操作视频。”船闸中心副主任邓新财
说，如今，前黄船闸整体实现了“一次登

记、全程服务、自动缴费、智能调度”，赢
得了船民的点赞和好评。

大型船闸的运行，除了智能过闸系
统，也离不开一支业务技能过硬的运调
工班。

上午10点，前黄船闸迎来了每天的
船流高峰。溧航机 2888、苏盐城货
281199、兴荻机35928……船来船往，
看得人眼花缭乱。一旁的调度员刘旭已
通过监控画面，有条不紊地为每艘船分
配好了队列。

记者注意到，许多船舶外观锈迹斑
斑，加上货物遮挡，即便“追”着不同位置
的监控看，船名号也很难辨认。但刘旭几
乎不用切换监控画面，就能立即知道船

名。面对记者的疑问，刘旭笑着回答：“刚
接手这工作时，我也时常因看不清船名号
而漏船。”船民的电话催促让刘旭一度觉
得很羞愧，于是，他下班后背记各种地名
和缩写，上班演练背记成果，“现在熟能生
巧，有些字即使只有一部分，我也能根据
地名规律快速把船名号补充完整。”把“追
船”这样简单的事做到极致，就不简单了，
这正是常州航道人的魅力所在。

记者了解到，围绕建设长三角交通
中轴枢纽和长三角现代物流中心，探索
零碳城市建设，我市交通部门正加快构
建绿色高效的交通服务体系，其中包括
完善高等级内河航道建设、重点发展水
水联运枢纽节点等。

探访“一站式过闸”
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

本报讯（尤佳 毛翠娥） 记者
12日从市教育局获悉，全市中小学
于1月22日开始寒假，2月14日正
式开学。

根据市教育局统筹安排，1月
14日，中学考查科目考查结束；1月
17日—20日，中学期末考试；1月21
日，休业式（法治报告）；1月22日，
寒假开始。小学考查科目及期末考
试时间由各辖市（区）和常州经开区
结合实际安排，根据“双减”要求，
一、二年级期末将进行无纸笔考试。

2月 11日，教师报到；2月 12
日，教研活动；2月13日，学生报到
注册；2月14日，开学上课。

市教育局要求各地各校切实将
“双减”要求从学期延伸到假期，严
格控制假期书面作业时间和总量不
超过平时要求，提高作业布置质量，

指导学生合理安排完成作业进度。
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初高中学生寒
假书面作业总量，原则上不超过15
天。倡导给学生布置探究性、实践
性、体验性、创新性作业，探索布置
跨学科综合性作业，切实减轻中小
学生课业负担。鼓励各地实施寒假
学生体育家庭作业制度，引导家长
营造良好的家庭运动氛围，帮助学
生保持锻炼身体的习惯。

严禁寒假期间违规开展学科类
培训。各地教育部门将联合网信等
相关部门，通过技术与人工相结合，
全网、全时段巡查与重点监测相结
合，集中整治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
和学前阶段线上培训问题。对巡查
中发现的违法违规培训行为，要严
惩重罚，加大曝光力度，做到发现一
起、处置一起、通报一起。

全市中小学22日放假

本报讯（记者 汪磊） 1月 11
日，记者来到常州客运中心北广场，
在购票大厅看到两个窗口排着长
队。地面标记好了1米的间距，广
播里也不断提醒大家保持间距，但
旅客们仍挤在了一起，没有自觉遵
守相关规定。记者看到，购票的队
伍里，大部分人戴着口罩，但也有人

没有戴。
进站安检口也排着长队，所有

人都佩戴了口罩。记者佩戴好口罩
和其他旅客一样，通过测温门测温、
健康码查验和安检后进入候车区。
在候车区，记者发现，少数正在等车
的旅客摘下了口罩，还有的干脆把
口罩挂在手腕上。

记者探访火车站时发现，很多人忽略了1米间距——

旅客排队购票太“亲密”
为掌握全市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常州市纪委监委在各辖市区、常州经开区、市级机关部门、市属国有企业、院校等建立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月报制

度，每月定期向社会发布全市查处“四风”问题情况，释放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越往后盯得越紧、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推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持续好转。2021年12月，
全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如下：

2021年12月全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8起

备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其他”问题包括：违规配备和使用公车、楼堂馆所问题、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组织或参加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健身等活动、接受或提供可能
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健身娱乐等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领导干部住房违规。

常州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统计表（2021年12月）

时间

2021年
12月

2021年
全年

统计项目

查处问题数
批评教育帮助
和处理人数
党纪政务
处分人数

查处问题数
批评教育帮助
和处理人数
党纪政务
处分人数

总计

78
100
94
286
440
370

级别

县
处
级

2
2

10
14
9

乡
科
级
及
以
下

76
98
94
276
426
361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贯彻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
署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或
者表态多调
门高、行动少
落实差，脱离
实际、脱离群
众，造成严重
后果

2
2
2
9
12
10

在履职尽责、
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和生
态环境保护
方面不担当、
不作为、乱作
为、假作为，
严重影响高
质量发展

39
48
47
101
175
148

在 联 系 服
务 群 众 中
消极应付、
冷硬横推、
效率低下，
损 害 群 众
利益，群众
反映强烈

5
5
5
21
30
21

文山会海反
弹回潮，文
风会风不实
不正，督查
检查考核过
多过频、过
度留痕，给
基层造成严
重负担

其他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违规收送
名贵特产

和礼品礼金

违规收送
名贵特产
类礼品

违规收送
礼金和

其他礼品

6
10
9
63
88
76

违规吃喝

违规
公款吃喝

8
9
8
21
29
27

违规接受
管理和

服务对象
等宴请

6
9
8
23
35
29

违规操办
婚丧喜庆

1
2
2

违规发放
津补贴
或福利

2
2
2
10
16
15

公款旅游
以及违规
接受管理

和服务对象
等旅游

活动安排

4
9
8
11
18
14

其他

6
6
5
26
35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