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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以来，市建设文明城市指挥部
办公室紧紧围绕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攻坚行动的11项重点任务，继续组织人
员对全市4类、63个点位进行随机暗访
督查，并对上期列入黑榜的点位进行复
查。现发布2022年度争创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红黑榜”（第二期）：

一、集贸市场及周边

红榜（3例）
11.. 平陵菜场平陵菜场
责任单位：溧阳市
上榜理由：地面干净整洁；市场大门

口设置有常州市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
息平台，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让消
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在每个摊位前
都设置电子显示屏，显示菜名、重量、单
价、金额以及经营者姓名、信用星级等信
息，实现了市场监控、亮证经营、信息公
示、电子支付一体化操作，切实保障消费
者权益。

22.. 城南市场城南市场
责任单位：金坛区
上榜理由：菜场环境整洁，秩序井然；

在显著位置张贴投诉电话，及时公平公正
地进行消费纠纷调解；停车场机动车、非
机动车停放有序；文明城市公益广告统一
规划设计，与周围城市风貌相融合。

33.. 玲珑菜场玲珑菜场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新北区
上榜理由：菜场外停车井然有序；显

著位置放置环保智能设备—环保袋取袋
机，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每个摊位配备
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的二分类垃圾桶，
将责任落实到人，垃圾满桶及时清理；在
显著位置公示文明商户；建有新时代文
明实践点。

黑榜（1例）
11.. 怡康小河沿菜市场怡康小河沿菜市场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天宁区

上榜理由：市场内整体环境卫生和
秩序较差，多处非机动车乱停放且飞线
充电、地面多处烟蒂、商户占道经营或在
过道堆放杂物；市场外围存在南门处有
路面积水、北侧机动车乱停放、西门外垃
圾站开门、垃圾满溢等现象。

二、背街小巷

红榜（1例）
11.. 金坛区北门大街金坛区北门大街
责任单位：金坛区
上榜理由：道路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机动车、非机动车有序规范停放，店铺口
设置非机动车专用停车位，在规范停车
秩序的同时，有效避免飞线充电、私拉乱
接现象。

黑榜（4例）
11.. 溧阳市昆仑菜场周边小路溧阳市昆仑菜场周边小路
责任单位：溧阳市
上榜理由：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杂

乱；有遛狗不牵绳现象；宣传栏张贴杂乱。
22.. 金坛区春风菜场西侧小路金坛区春风菜场西侧小路
责任单位：金坛区
上榜理由：道路有多处下沉严重、路

面坑洼；公益宣传栏被遮挡。
33.. 武进区凤鸣路武进区凤鸣路（（武南路南侧路段武南路南侧路段））
责任单位：市城管局、武进区
上榜理由：道路两侧商铺门口存在

多处乱堆杂物、占道经营现象；垃圾桶四
周脏污。

44.. 钟楼区军工路钟楼区军工路
责任单位：市城管局、钟楼区
上榜理由：道路路面破损，非机动车

乱停放，有飞线充电现象。

三、居民小区

红榜（5例）
11.. 星河国际星河国际
责任单位：武进区
上榜理由：小区环境优美，人车分

流，避免了机动车乱停放或非机动车拉
线充电现象；每个单元门墙面上都设置
了有关家风家训的“幸福至家”公益广
告，风格独特，与小区环境相融合。

22.. 太阳花园太阳花园
责任单位：新北区

上榜理由：小区绿化及楼道环境干
净整洁；非机动车停放有序；小区设置了
垃圾分类公益小品、宣传栏及红黑榜，督
促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氛围浓厚。

33.. 世纪华城世纪华城
责任单位：天宁区
上榜理由：小区文明氛围浓厚，绿化

带设置了美观大气的景观小品，突出展
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绿地和电梯内
都有“文明养犬”提示；垃圾分类箱整洁
美观，标有投放时间。

44.. 华林家园一期华林家园一期
责任单位：钟楼区
上榜理由：在显著位置设置文明城

市宣传栏，公益广告统一设计整齐美观；
机动车停车有序规范；小区路面及楼道
环境整洁，垃圾分类收集。

55.. 公园壹号花园小区公园壹号花园小区
责任单位：常州经开区
上榜理由：小区内文化气息浓郁，草

坪上有多处“金句”，因地制宜建设党建
主题街区；小区内设置文明养犬便民服
务箱，免费提供一次性手套，引导市民文
明养犬；小区内公益广告齐全且与小区
氛围融合。

黑榜（7例）
11.. 平陵二村平陵二村
责任单位：溧阳市
上榜理由：小区内有飞线充电现象；

建筑垃圾随意堆放；垃圾桶开盖且垃圾
溢满不清理；有遛狗不牵绳现象。

22.. 望华新村望华新村
责任单位：金坛区
上榜理由：小区外部及楼道空中线

缆凌乱，楼道堆放杂物，墙面大面积破
损，有小广告乱张贴、飞线充电现象。

33.. 丰乐公寓丰乐公寓
责任单位：武进区
上榜理由：小区单元楼内非机动车

车库积水、杂物乱堆放；楼道消防设施不
能正常使用、小广告乱张贴；非机动车乱
停放且存在飞线充电现象；商铺北侧地
面油污。

44.. 富都小区富都小区
责任单位：新北区
上榜理由：生活垃圾未入桶，建筑垃

圾随意堆放、不及时清理；单元门上乱涂
画租房广告，楼道内清理小广告未同色
覆盖；消防设施未及时检查记录；机动车
乱停放且存在飞线充电现象。

55.. 青山湾花园青山湾花园
责任单位：天宁区
上榜理由：楼道内墙皮脱落，有小广

告乱张贴现象；小区内有遛狗不牵绳现
象；楼道内安全出口和应急照明灯设施
掉落；小区内多处公益广告破损；小区内
多处垃圾桶开盖。

66.. 蓝天花园蓝天花园
责任单位：钟楼区
上榜理由：小区绿化带存在杂物乱

堆放现象；小区楼道存在杂物乱堆放、非
机动车乱停放、飞线充电、小广告乱张贴
现象；宣传栏公益广告脱落；善行义举榜
规模太小不符合标准；绿化大面积缺失。

77..河苑新村河苑新村
责任单位：常州经开区
上榜理由：小区内存在多处飞线充

电现象；垃圾桶满溢，未及时清运；广场
上雨棚破损，未及时维护，有晾晒衣物现
象；楼道内反诈公益广告破损；公益标识
被遮挡。

四、主次干道

红榜（1例）
11.. 延政中大道延政中大道（（淹城中路—花园街淹城中路—花园街））
责任单位：武进区
上榜理由：道路整体干净整洁、绿化

美观，公共设施无损坏；公益广告设计与
周边城市景观相融合；非机动车有序停
放，车辆、行人各行其道。

五、上期黑榜点位抽查复核情况

11.. 汇丰菜场汇丰菜场（（整改到位整改到位））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新北区
复查说明：上期黑榜提到的汇丰菜

场周边路面污损、积水；市场周边停车秩
序较乱；市场内水产区地面破损、积水、
存在占道现象等问题均已及时整改。

22.. 春风菜场春风菜场（（未整改到位未整改到位））
责任单位：金坛区
复查说明：市场外水果店仍有占道经

营，市场内地面清扫不及时，垃圾桶开盖。

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红黑榜”(第二期）

本报讯（徐梦超 周茜）武进区
苗木产业供销联盟16日在嘉泽镇
成立，标志着武进以特色产业组建
的“供销联盟”服务体系初步建成。

联盟现有首批会员75家，其中
重点会员企业3家，旨在通过“公
司+合作社+经纪人+农户”的组织
模式，围绕龙头企业构建产业链，在
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开展一体化经
营，有效配置技术培训、品牌营销、
保险互助、融资担保、信息共享等各
类资源，在降低内部交易成本、提高

综合竞争力的同时，继续探索发展
新模式，进一步提升客户的体验感。

嘉泽镇素有“花木之乡”的美
誉，全镇种植苗木7.8万亩，年亩均
产值约3万元。

通过项目带动、示范引领，建立
“先富带后富、大户带小户、党员带
社员、产业联农户、流通联万户”的
共同富裕机制，我市正加快搭建服
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服务平台，
力争到2025年组建十大农业特色
产业“农合联”。

武进成立苗木产业供销联盟

本报讯（吴振宇 陆佳怡） 近
日，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部门
间大数据共享，实时接口互联，实
现了住房公积金提取时社保卡一
键绑定。

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目前已有63位职工绑定
社保卡，共计提取金额50.7万元。这
项服务可以让缴存职工线下办理提
取业务时，在不提供银行卡的情况
下，直接将住房公积金提取到本人
的社保卡中。工作人员通过系统可

以自动获取提取人的社保卡金融账
户信息，无需再手工输入银行卡号。

近一年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积极投入数字政府建设，创新
构建数字化应用生态圈，通过微信
公众号“常州住房公积金”提供的线
上服务，建立“多入口”生态协同效
应；利用大数据共享，借助多部门政
务服务平台，将线上标准化常州住
房公积金应用服务部署至多个政务
APP上，其中包括“我的常州”APP、

“常州智慧人社”APP等，实现“减证
便民”，用“数据跑”代替“群众跑”。

住房公积金可用社保卡一键提取

本报讯（赵鹤茂 尹欢 周燕 汤
敖齐） 记者6月15日从金坛区人
社局获悉，该区加快推进稳经济政
策措施落地生效，快速、高效发放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14万元，惠
及企业4301家、职工8.5万余人。
其中，享受稳岗返还资金企业数比
去年增长2倍多。

金坛区人社局从服务民生和地
方经济发展出发，把促进重点群体就
业和服务企业用工作为稳就业保就
业的重要抓手，强化就业优先政策落
实，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助企
稳岗。该区深入开展“就业援助月”

“服务企业用工‘十个一’专项行动”
等就业服务活动，帮扶返乡农民工、
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退捕渔民等
重点群体实现稳就业、再上岗。

今年，金坛区人社局克服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联合该区总工会、
妇联、退役军人事务局、残联等部门
举办务工人员、“三八”架金桥及春
风行动就业援助、退役军人及重点
群体就业等各类线下线上主题招聘
会64场，服务企业1854家次，进场
求职16500余人。同时，开发公益
性岗位78个，帮扶1822名就业困
难人员实现再就业。

该区还通过政策帮扶，让一批
创业者收获成功。张森从部队退役
后，在人社部门的引导下报名参加
SYB创业培训班。经过多次论证，
他选择中医艾草板块创立江苏森顿
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该区人社部门
雪中送炭，帮他顺利申请到20万元
退役军人创业富民无息贷款。

金坛多举措稳就业促创业本报讯（记者 黄钰）“这个地方要
改个坡，马桶、浴缸要装个扶手，再配个
助行器。”6月16日至19日，九三学社常
州市武进区基层委员会组织专家，冒着
高温走进湟里镇、牛塘镇、南夏墅街道、
遥观镇开展助残志愿服务，走访慰问服
务残疾人家庭63户，多个残疾人家庭经
过调研评估将得到无障碍改造。

独居残疾人裴某家，几年前发洪水，
水漫进家里，梁柱虽然加固过，但一些地
方倾斜角度较大，裂缝也不少。裴某今
年66岁，哥哥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作
为烈士遗属，经过专家上门评估后，这户
家庭拟综合依靠残联、慈善总会等多方
支持，予以就地重建。

“效果不错，药要坚持吃，家属也可
以陪着到下面去散散步，和邻居聊聊
天。”精神科主任医师严清章关照监护
人。此次走访慰问服务中，其他专家还
开展了简易检查，慢病居家用药及康复
指导，并送去了慰问物资。

根据本次活动征集到的残疾人需
求，九三学社武进区基层委将与武进
区同心助残驿站一道，通过“送微心
愿”“有爱无碍，情暖武进”“让爱点亮
精神残疾人生活”等公益项目形式予
以解决。

九三学社武进基层委
精准服务残疾人

为保证今夏高温天气期间的冷冻食品安全，科学做好生产及经营，连日
来，常州市冷冻食品企业家商会兵分多路，开展对上百家企业的冷冻食品生
产设备及温控设施的专项常态化安全抽检。图为6月19日，邹区镇工业园于
发冷冻食品生产基地的设备查堪现场。 徐建坤 宋维岩 黄智平图文报道

本报讯（尹梦真 姚佳滢）“欢迎
你参加今天的项目评审会，接下来请
介绍一下你的项目情况……”6月17
日，位于新北区新桥大厦的嘉壹度青
年众创空间里，新一轮青年创业计划
线上项目评审工作正在进行。

在这栋大楼内，汇集了46家像嘉
壹度一样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2019
年以来累计实现税收1.4亿元，为新
北区4000多家单位提供人力资源配
置服务，被江苏省人社厅评定为省级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人才广场

“磁场效应”凸显。
以楼兴产，以产促城，产城融合。

近年来，楼宇成为新桥街道推动区域
产城融合的重要支撑。目前主要楼宇
有8幢，总建筑面积57.6万平方米，均
位于高铁新城核心区域，硬件设施完
善，周边配套齐备，具有较好的项目承
载能力。

除新桥大厦，高新广场、科创水镇
一期等楼宇，都按照“一楼一品、一楼
一特”思路运营，每幢确定1—2个主
导产业，重点招引大型企业总部、科创

型中小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
驻。截至目前，成功引育企业300余
家，初步形成了人力资源、企业管理、
科技服务、建筑安装等现代服务业产
业集群。

楼宇的特色化，扩充了区域经济
“容积率”。新桥街道经发局副局长姚
剑表示，将抓住税务局入驻新阳大厦契
机，重点引进一批法律咨询、税务服务、
会计审计、咨询评估类中介机构，探索
建设在线教育产业园、绿色能源孵化器
等，加快打造一批税收“亿元楼宇”。

新桥街道：“一楼一品”赋能经济发展

本报讯（骆冬明 周茜）挥发性有机
物的源头治理，是改善空气质量的新关
键点。近日，武进区两家企业因所用涂
料挥发性有机物含量超标被查处。

武进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某机
械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对其使用
的涂料进行监测。经常州检验检测标准
认证研究院检测，该企业喷漆房使用的
两种涂料，VOCs含量分别达508g/L和
546g/L，均超过国标420g/L的限值。

另一家企业江苏某设备有限公司使
用的涂料经检测，其中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含量为472g/L，同样超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武进生态环境部门对两家企业分
别处罚款2万元。

这两起案件也是常州地区首批从挥
发性有机物源头治理进行查处的案件。

为有效遏制夏季臭氧污染，切实控
制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武进区加强涉
VOCs排放企业执法检查，指导企业主
动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清洁原料替代工
作，不断提高源头治理强度和水平，持续
改善空气质量。

挥发性有机物超标源头治理

首批两家企业被查处

本报讯（舒翼 常政法）记者从
6月15日召开的打击整治养老诈
骗专项行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我市已打掉7个诈骗团伙，专项
行动取得初步成效。

据介绍，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
市各地各有关部门围绕养老诈骗易发
多发的行业和领域，全面排查、系统梳
理、广泛宣传、扎实推进，目前已组织
现场宣传活动194次，发放宣传册5

万余份，成功打掉7个诈骗团伙，抓获
犯罪嫌疑人78人，涉案资金1000多
万元，摸排出重点线索7条，已立案3
起。专项行动取得初步成效。

下一步，市专项办将以高度的政
治自觉切实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抓
出成效，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营造
良好社会环境，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我市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取得初步成效

打掉7个诈骗团伙

本报讯（徐梦超 周茜）拉
线手工插秧、插好标签、标识秧
苗编号……6月10日至19日，
经过连续10天的忙碌，江苏（武
进）水稻研究所完成了4万多份
材料近120万株秧苗的栽种。

“这是一项精细的工作。”
水稻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徐洁芬
告诉记者，为保证选种准确可
行，必须单株栽插，保证行距、
株距一致，在同等栽培管理条
件下进行比较，且不能出现错
号错苗的情况。插秧现场，打
好记号的长绳一定要拉直，并
严格按照标记将秧苗丝毫不差

地栽插下去。一旦发现栽种质
量不高、出现倒苗的，还要重新
扶苗栽插。如此精细复杂的工
作，只有靠传统的人工插秧实
现。

研究所副所长朱邦辉介绍，
4万多份材料中最终获选的优异
稳定新品系，会被推荐参加省级
或国家级试验。试验分1年预备
试验、2年区域试验和1年生产试
验，只有顺利通过4年比试且每
年试验中产量名列前茅，同时，
抗病性、米质都达标者，才有资
格通过审定，用于市场推广。

今年以来，江苏（武进）水
稻研究所已有11个品种通过
审定。

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

4万多份材料近120万株秧苗完成栽种

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本报讯（李寿生 黄钰）我市知
名作家陆涛声新著《古玉》日前由中
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出版并向
全国发行。

陆涛声去年获得第九届小小说
金麻雀奖，由评委会安排独立书号
出版“第九届小小金麻雀奖获奖作
者自选集”。《古玉》收进陆涛声小小
说64篇，共15.2万字，是他的第12
本个人文字著作。

书中作品，被《小说选刊》《新
华文摘》《小小说选刊》等多家转
载，有 6 次进入年度全国性精选
本；有3篇获《小说选刊》年度最受
读者欢迎奖，并入2020年中国小
说排行榜小小说第一名，有10篇
获第九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还有1
篇获《小小说选刊》双年奖；有7篇
先后被选作高考语文模拟考试现
代文阅读题。

我市知名作家

陆涛声新著
《古玉》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