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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建军节前夕，2021上海国
际“郎静山摄影艺术奖”慈善摄影大赛
组委会将奖杯、奖章和作品集邮寄给
国内外获奖者。本报记者刘克林拍摄
的新闻照片《抗美援朝老兵的军功章》
荣获大赛“历届终身成就奖”、国际摄
影家联盟(GPU)银牌奖。照片中，84
岁的抗美援朝老兵曹志敏正在为局小
学生讲述战斗故事。此次大赛，我市
还有2人获奖，邹庆华作品《虔诚》获
金像奖，朱伟凌作品《童趣皮影》获金
牌奖。 刘克林 龚励图文报道

抗美援朝老兵的抗美援朝老兵的
军功章军功章

本报讯（龚励 商轩）中国汽车
流通协会日前发布《2022中国汽车
经销商集团百强排行榜》，我市3家
企业榜上有名，分别为：江苏万邦之
星车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第 8
名）、江苏明都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第70名）、常州外事旅游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第87名），不仅展示了企
业自身实力，还体现了我市汽车流
通行业发展成果。

2007年成立的常州万帮奔驰
中心隶属江苏万帮金之星集团，是
我市第一家奔驰4S店，也是常州地
区G级车、梦车及商务车授权中心，
其售后服务中心同步跟进梅赛德
斯—奔驰最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
及配件，为常州地区及周边城市客
户提供先进、及时、专业的服务，销
售、售后客户满意度全国领先，连续
5次在奔驰系统获客户满意大奖。

江苏明都汽车集团创建于

1996年，是一家以汽车销售服务为
核心的多元化集团企业。集团目前
拥有汽车4S店42家，特约经销汽
车品牌 24 个，2021 年实现销售
74.25亿元，是江苏省汽车销售服务
领域的领军企业，也是我市汽车销
售服务行业的排头兵。企业曾获评

“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状”“江苏省服
务业百强企业”。

常州外汽集团是我市最早的
汽车经销商集团，旗下包括奔驰、
雷克萨斯、红旗、凯迪拉克、一汽大
众、上汽大众、别克、雪佛兰、东风
本田、广汽丰田、一汽丰田、长安马
自达、斯柯达、一汽奔腾、上汽荣威
等15大国内主流汽车品牌，拥有
25家汽车4S店。集团连续12年
获全国百强经销商集团称号，连续
10年获常州市五星级明星企业、
江苏省文明单位、全国旅游系统先
进集体等荣誉。

中国百强经销车企
常州3家入围

本报讯（龚励 沈杨子）如何有
效解决偏远地区群众和部分困难群
体参与诉讼不便的难题？如何扫除
诉讼服务覆盖盲区，全面落实“让数
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民诉
求？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中国电信
常州分公司联合建设的“龙城e诉
中心”日前启动，双方创新打造家门
口的“微法院”，在相关部门和百姓
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服务桥梁。

“龙城e诉中心”依托电信网络
和信息服务以及营业网点遍布城乡
的优势，在距离城区较远的乡镇和
基层人民法庭无法覆盖的区域布局
建设。中心“一网通办、一键直达、
一次办好、一站多能”的一站式智能
诉讼功能，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通过现代化信息技术，可实
现远程网上立案、联系法官、案件流
程信息查询、文书查询、网上阅卷、
参与网上调解、网上庭审等。

目前，常州市法院系统首个
“龙城e诉中心”已在溧阳上兴营

业厅落地启用，金坛区后阳“龙城
e诉中心”一站式智能诉讼服务站
也已揭牌。

中心实行标准化建设，依托营业
网点规划设计统一门头、标识、宣传
标语及内部装饰。中心空间布局主
要有诉讼服务和调解开庭两个区域，
在诉讼服务区提供网上立案、联系法
官、信息查询、网上阅卷、文书打印等
功能，调解开庭区域主要提供网上调
解、网上开庭等功能。电信营业员在
经过系统操作培训后现场指导，为群
众提供全流程司法服务。

“‘微法院’是我们整合资源优
势、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实现互补互
惠、更加贴近服务基层群众的一项
有益探索。”常州电信相关负责人介
绍，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常州电信不
断加强乡村尤其是边远农村区域的
基础通信设施建设，下一步将联合
市中级人民法院实现对偏远地区

“微法院”全覆盖，打造智慧法院“亮
眼名片”，全面助力司法为民。

常州电信：

变营业厅为“微法院”
助力司法为民

本报讯（龚励） 7月30日，第十
五届全国营养科学大会以线上+线下
方式举行，来自全国的营养学专家围
绕“食物营养与健康”主题深入研讨。

为鼓励植物功能成分的科学研
究，推动其在营养科学和健康产业
的应用，安利出资720万元，与中国
营养学会共同设立“中国营养学会
科研基金——纽崔莱植物功能成分
与健康研究专项基金”，鼓励有关植
物及植物功能成分的健康价值（包
括预防慢性病）研究，提升科学界和
消费者对植物功能成分认知，帮助
改善居民营养健康状况。

“基金支持‘植物功能成分与健
康功能’和‘植物功能成分推荐摄入
量’两大方向基础科研，未来3年将

面向科研院所、高校、医院及其他营
养食品科学专业机构开放申请。”安
利常州分公司公共事务主任钱佳表
示，通过科学研究挖掘和认识植物
功能成分，再通过技术创新转化科
研成果、惠及公众，是安利重视科
研、持续与营养学界合作的初心。

安利十余年来通过“营养中国
行”“健康中国我们行动”等公益活动，
致力营养科普，提升公众健康认知，累
计覆盖人群过亿；联手中国营养学会，
培养3万多名经营养学会认证的“营
养健康顾问”，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健
康生活社群，与消费者共同学习、互相
督促、彼此鼓励，把知识变成行动，把
行动变成习惯，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推动公众享有全面健康。

探索植物力量

安利携手中国营养学会
设立专项科研基金

本报讯（龚励 周小虎）为丰富
社区居民生活、弘扬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8月1日，天宁区天宁街道文
笔塔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文
笔山庄饭店共同举办“我们的节日·
七夕巧手做巧果”活动，邀请辖区
50组亲子家庭通过着汉服、做巧果
领略中华传统之美，营造节日氛围。

当天下午1点，文笔山庄饭店
一楼宴会厅内居民们齐聚一堂，社
区志愿者早早地把彩色面团、模具、
盘子等材料准备就绪，孩子们身着
汉服围坐在大圆桌旁，细心地聆听
讲解：“做巧果讲究技巧和火候功
夫，和面要软硬适中，太硬太软都不
行，做之前要把面醒好，烤箱需要预
热，是个精细活儿呢……”文笔山庄
点心师于成明在现场解说道。

小朋友们学着做巧果的步骤，
把各色面团有序排列到模具里，压
平、压实，再拿起模具，翻转过来，在
面板上轻轻一磕，一个个造型精致
的巧果就呈现在面前。不一会儿，

“金鱼”“金锁”“花篮”等形态各异的
巧果就做好了。工作人员把孩子们
制作的巧果放进烤箱，20分钟后，一
盘盘热腾腾的巧果出炉了，香味扑
鼻。此外，现场还准备了传统的“穿
针应巧”“晒书乞巧”等民俗活动。

文笔塔社区书记卞文娟表示，此
次七夕活动，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
节日文化，活跃了社区居民文化生
活，不仅让孩子们进一步加深对传统
节日的理解，更让孩子们体会到自己
动手的乐趣，同时增进了社区邻里
情，让家庭更和睦、社会更和谐。

七夕做巧果 巧手传民俗

□记者 龚励 通讯员 朱晨靓

打开中国移动“5G数字乡村”平台
查看梨园情况，拨打5G视频通话、开展
5G直播，给全国人民种草“丹丹梨”……
蜜梨成熟丰收的季节，常州市丹丹梨农
业专业合作社社长吴丹凤在移动5G的
帮衬下忙得风生水起。

“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吴丹
凤，是焦溪梨农眼中的最美“梨花”，她带
着焦溪当地农户科学种梨，把“丹丹梨”
品牌推广到全国，让大家一起富了起
来。其实，吴丹凤在大学毕业后原本是
名教师，看到家乡甜脆爽口的蜜梨总是
滞销，爷爷也总是为来不及出售就烂掉
的梨愁眉苦脸，她毅然辞职回乡创业。

要从滞销变畅销，打响品牌是关键。
吴丹凤吸取前辈们的销售经验，用自己的
名字为蜜梨取名“丹丹梨”并注册商标，在
众多竞品中体现差异化。为打开“丹丹
梨”知名度，吴丹凤自费举办“丹丹梨花
节”，让更多人在赏花的同时，了解焦溪蜜

梨，一办就是8年。近几年受疫情影响，梨
花节无法如期举办，吴丹凤想到常州移动
的“5G视频通话”技术，能像打电话那样
进行视频聊天，不需专门下载APP或者添
加小程序，也不消耗流量，特别适合游客
们用来与家人、朋友分享梨花美景，便邀
请进果园的游客们通过5G视频通话，将

“丹丹梨花节”传播出去，在网上散作满天
星，取得了不输线下活动的传播效果。在
吴丹凤的运作下，“丹丹梨”品牌影响力快
速提升，几年来，销售量从10万斤到百万
斤，销售额更突破千万元，让数百农户尝
到了蜜梨的“甜头”。

吴丹凤对“丹丹梨”的质量把关很严
格，她为“丹丹梨”制订了高标准：不用农

药、足月采摘、不用催熟剂……为确保严
要求执行高标准，她在得知常州移动已
实现焦溪镇“村村通5G网络、通千兆宽
带”、正在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后，
第一时间通过常州移动，在“丹丹梨”种
植园里装上了5G智能监控，接入中国
移动“5G数字乡村”平台，方便果农随时
通过平台远程查看果园情况，及时淘汰
长势不良的花蕾，控制每棵树的蜜梨数
量，隔空喊话约束采摘行为，保障蜜梨的
完整生长期……焦溪的肥沃土壤加上高
质量种植，让“丹丹梨”年产量突破1万
吨，个个脆甜肉嫩、个大汁多，普通梨重
在0.3千克至 0.4千克之间，精品梨在
0.4千克至0.5千克之间，极品梨可达0.5

千克以上，在全国“梨”界颇负盛名。
为将成熟“丹丹梨”及时送入千家万

户，吴丹凤联合常州移动、天宁公安等多
家单位，依托移动5G网络开展直播带
货，走进田间梨园，和果农一起展示“丹
丹梨”，一起采摘、分拣、装箱发货，让观
众全程沉浸式流畅体验果园采摘的乐
趣，通过快乐体验，赢得更多消费者对

“丹丹梨”的认同。
在“丹丹梨”效应带动下，越来越多

像吴丹凤一样懂农业、爱农村的青年创
客，回归农村，投身乡村振兴行列中，借
助移动5G+信息化手段，施展专业种植
技术，实践优秀营销理念，为乡村振兴输
送了重要数字化力量，注入了新的活力。

为乡村振兴输送“数字化力量”

移动5G助力“新农人”回乡创业

党建共建暨全国级邮政农品基地揭牌仪式现场

常州邮政领导赴武进阳湖水蜜桃基地考察

助农带货新公益

“大家好，又香又甜的阳湖水蜜桃来
啦！网友们可以看到，我所在的位置就是
整片的桃林，果农们正在紧锣密鼓地采摘
水蜜桃并现场打包装箱……”日前，常州
邮政助农带货活动走进常州武进前黄镇
水蜜桃种植基地，在果园和包装现场与网
友互动，采取溯源直播方式，全方位展示
阳湖水蜜桃，给予消费者直观感受。

“直播带货打开了水蜜桃的销路，网友
们通过‘邮乐商城’微信小程序、‘邮乐小
店’APP下单，开播仅一个小时，就售出了
132箱阳湖水蜜桃，销售额近1.3万元。”常
州邮政渠道平台部主任周榴芳告诉记者。

阳湖水蜜桃产于常州洛阳、雪堰等
南部乡镇，以湖景、白凤、白花等品种为
主，种植面积超过1.5万亩，年产量近2
万吨。7月上旬，常州邮政渠道平台部和
前黄镇农村工作局进行了助农合作洽
谈，双方利用邮政电商、金融、寄递等专
业资源优势，为出现滞销的合作社及农
户提供销售、寄递、普惠金融服务，共同
助推乡村振兴达成一致。

社区团购添信任

为抢抓水蜜桃上市契机，进一步做
大重点农产品项目规模，发挥“销售+寄
递+金融”的整合服务优势，提升市场占
有率，常州邮政7月中旬启动“桃你欢
心”水蜜桃专项营销活动。

活动开始仅两周，常州邮政“邮乐优
鲜—社区团购”水蜜桃体验型接龙笔数
就达1200笔，线下销售近9000笔，累计
助农销售额达75万元，提前完成水蜜桃
销售预定目标。

“我们通过内外结合，实现双向转
化。”周榴芳介绍，对内常州邮政各分公

司、营投部员工均可转化为团长，对意向
加入的员工家属、邮乐购加盟店店主、易
邮自提点店主等积极动员，加深合作；对
外重点开发小区商铺、快递驿站、门卫室
等人流量密集区意向经营的社会人士，与
美团优选、微商等其他拥有社区团购经验
的人群合作，逐步壮大邮政特色“社区团购
主力军”。

据悉，目前常州邮政已超额完成“邮乐
优鲜—社区团购”团长招募目标，已招募团
长1200名。

建立基地聚合力

自2014年启动“农产品进城”项目以
来，常州邮政积累了丰富的项目运作经验，
线上基于邮乐平台，线下依托邮政自营网
点、邮乐购站点等渠道，创新打造助农团购
模式，为农产品上行做支撑。今年上半年，
常州邮政累计实现农产品销售4560余万
元、农产品寄递超930万件，累计发放助农
贷款超800万元。在疫情期间，为众多农
户、合作社解决了销售、运输渠道的燃眉之
急，切实履行了国企担当。

7月23日，中国邮政常州市分公司党
委联合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党委举行党
建共建暨全国级邮政农产品基地揭牌仪
式，标志着常州首个全国级邮政农产品基
地建立，同时阳湖水蜜桃作为常州特色农
品，成功入选邮政全国基地农品库，冠以

“邮政农品”品牌。同时，常州邮政武进阳
湖水蜜桃基地仓储物流中心也投入运营，
后续将以农产品品控、渠道推广、寄递物
流等服务为基础，加速扩大常州阳湖水蜜
桃在全国的影响力。

常州邮政党委书记、总经理陈舒冰
表示，常州邮政将持续融入“三农”发展
大局，履行央企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彰显使命担当和“三农”情怀，为新时代
服务“三农”工作贡献邮政力量。

□记者 龚励 通讯员 赵致园

眼下，正是桃子成熟的时节，如何帮助本地果农开辟销售新渠道？中国邮政常州市分公司党委联
合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党委共同建立常州首个全国级邮政农产品基地，将阳湖水蜜桃成功引入邮政
全国基地农品库；同时，多方齐聚直播间，借助社区团购群，助力当地水蜜桃销售。

多方齐聚助多方齐聚助农农带货带货
只为合只为合力力““桃桃””你喜欢你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