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梦真 吴燕翎 朱莉娜 周徐峰

当前，西安疫情正处于关键阶
段，在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同时，
当地重点严把“外防输入”关口，全
力确保人民生命健康安全。1200多
公里外的常州，不少部门、企业和个
人都及时行动、伸出援手。

一份特殊的请假报告

新年伊始，新北区五届一次人
代会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召开在
即，却意外接到了一份人大代表全
程请假的书面报告。是什么缘故让
一位新当选的人大代表选择缺席
这次会议？

“本人郑茂生，系新北区第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滨开区代
表团魏村代表小组成员。2021年参
加陕西支医项目，长期在陕西省紫
阳县支援当地医疗事业。2022 年 1
月 1 日，接到江苏省苏陕协作办公

室紧急通知，要求于 1 月 2 日在紫
阳县集合，因此不能参加本次人代
会，特此请假，望予批准。”请假报
告上这样写道。

郑茂生是新北区魏村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作为一名
来自基层医疗战线的人大代表，他
从 2020 年疫情爆发以来就战斗在
防控第一线。去年 9 月，他主动报
名，加入苏陕协作的队伍，为两地
发展建设贡献一己之力。

如今，郑茂生在紫阳县毛坝中
心卫生院负责门诊工作。当前，西安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郑茂生配合当
地做好“外防输入”工作，筑牢疫情
防控线。“主要就是配合当地卫生部
门做好外来人口普查、高速路口核
酸检测工作的统筹等。”郑茂生说。
除此之外，他日常还要和当地医生
一起下乡，为当地群众做好慢病体
检、疾病预防筛查等工作。

“虽然这次大会我缺席了，但
履职尽责不会缺位。”郑茂生说，待
支医任务结束回常，他会继续深入

基层，积极履职。

一批紧急筹措的物资

新北区政协委员石伟丰是常
州诚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
长，2018年苏陕协作对口帮扶工作
启动后，石伟丰通过招商引资，在
岚皋设立了安康苏陕诚铭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由此踏上了苏陕合作
之路。

日前，得知西安市因疫情出现
蔬菜供应紧张的情况，石伟丰当即
通知安康苏陕诚铭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紧急采购了一批物资，包括
4158 斤白菜、1360 斤包菜、660 斤
胡萝卜、1180 斤白萝卜、1360 斤洋
葱、150 斤香菇、1950 斤西葫芦等
蔬菜，已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晚交
由岚皋县义工联合会统一调配运
输至西安，用于保障封控小区内的
居民生活。目前，该批蔬菜已经交
付给西安市红十字会，经他们统筹
分发到各个街道群众手中。

苏陕协作架起连心桥

西安防疫，常州人来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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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超 高 车 间 1600m2带 行
25T，可供用电1000KVA。办
公写字楼出租2500m2，基础
设施证件齐全，厂区通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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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旭衡机械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寻回后不再继续
使用

�常州市以琳副食品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3204020053019，
正 本 编 号 ：
320402000201703150051
声明作废

�常州旭衡机械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
明作废，寻回后不再继续
使用

销户公示
由江苏常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的年产500套动态电压恢复器项目车间
二施工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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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至 2022年 2月 6日)，如有异议，请
向常州市武进区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反
映，联系电话:0519-86318226。

特此公告。
江苏常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1月6日

遗失声明

办公房招租新北区典雅商业广场3号综合楼四楼，上下
两层，实际使用面积300㎡+，朝向东南采光极好，停车方便，
面向市民广场，毗邻市政府和政务中心，适合中型以上公司办
公、休闲娱乐、养生馆使用。有意可以联系余先生，15351978866

�武进区湖塘华于纱线
经营部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
继续使用

减 资 公 告
根据常州九洲服装城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20402301871977U）股东决定，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500万元人民币减至200万元人民币，现予以
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联系人：吴璟 电话：13584366111 邮编：213000
常州九洲服装城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7日

�武进区湖塘华于纱线经
营部遗失法人章（刘雪梅）
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
再继续使用

1月6日，在武进区夏溪花木市场，大花蕙兰、蝴蝶
兰、红玉珠等品种的年宵花大量上市，吸引了不少顾
客前来选购。据了解，目前夏溪花木市场各类年宵花
备货充足，仅大花惠兰、蝴蝶兰等花卉就有超 1000 万
盆。 夏晨希 图文报道

花卉市场年味浓

1月6日上午，天宁区青龙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的志愿者们携手彩虹城社区，开展“百家米煮百家粥，
共聚和谐邻里情”送腊八粥活动，为社区困难群众送温
暖、送新年祝福。

志愿者们备好了糯米、红豆、花生、核桃、枸杞等十多
种食材，现场熬制腊八粥，并将熬好的腊八粥分送到独居
老人、生活困难群众家中。 夏晨希 图文报道

腊八粥增进邻里情

虎年新春临近，1 月 5 日，记者在武进国家高新区
北区堆花糕团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华焕仁父女家中
看到，虎头鞋造型的堆花糕团、卡通虎造型的装饰盘令
人爱不释手。这些虎造型的堆花糕团将被送往太湖湾
劳动教育基地，作为中小学生普及“非遗”课程的教具
使用。据了解，自去年以来，他们已累计为 6000 余名
中小学生传授堆花糕团的制作技艺。

邱军荣 高岷 图文报道

堆花糕团迎虎年

■郏燕波 邹迪 图文报道

本报讯 溧阳市燕山南村居
民最近发现，北门的居民楼下出
现了 10 个整齐排列的电动自行
车集中充电位，居民只需拿出手
机扫码完成支付后即可充电。

昨天，记者赶到该小区作了一
次实际操作体验。记者注意到，每
一个充电位可同时为两辆电动自
行车充电。只见充电装置上清楚地
展示了充电流程，还附有刷卡或扫
码操作说明、资费介绍及客服信
息。市民只需通过手机扫码并选择
充电位的序号，即可给电动自行车

充电。考虑到部分老年人没有或不
会使用智能手机，充电位还特别提
供了IC卡充电模式。

“区别于一般的充电棚，该装
置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占空间，我
们可以见缝插针地在小区各处安
装此类充电位，让居民充电更加
便捷！”溧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从源头上减少电动自行
车入户充电、“飞线”充电行为，杜
绝火灾隐患，去年以来，该局持续
完善城乡既有小区充电设施建
设，目前已经为永盛家园、蒋店新
城等 30 个小区建设集中式智能
充电位 1000 多个，努力打通解决
群众充电难的“最后一公里”。

让电动自行车充电更方便安全

智能充电位亮相溧阳小区

■庄奕

冬天里的阳光让人心情
愉悦。短暂的降水过后，昨天
天气转好。沐浴在明媚的阳
光下，中午无论是小憩一下，
还是出门走走逛逛，都是不错
的选择。一直到 9 日，我市都
以云系变化为主，早晨最低气
温只有 1℃-2℃，白天最高气
温会升至10℃-11℃。

泡腊八蒜是一道主要流
行 于 北 方 的 腊 八 节 节 日 食
品。因为口味酸酸甜甜，还能
杀菌、防感冒，也有很多南方
人喜爱。要把腊八蒜腌得“绿
如翡翠”，是有秘诀的：准备一
个可密封的玻璃瓶，锅中加冷
水，放入玻璃瓶，煮开后再煮
10 分钟，取出晾干，给瓶子消
消毒；紫皮蒜去皮，去顶部和
底部，加快蒜变绿的过程；剥
好的蒜放入罐子里，装八分满
即可，然后倒入适量的米醋和
冰糖，盖上盖子密封好；放在
暖气片或者温暖的地方，蒜开
始变绿后，移到阴凉通风的地
方保存，直接开吃。

天晴宜泡腊八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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