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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振宇 陆佳怡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我市
住房公积金支持在常高校和
职业院校毕业生“青春留常”
政策已正式出台并于即日起
生效。

该项政策覆盖范围广泛，
不仅包括在常普通高校，还包
括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主要
有常州大学、江苏理工学院等
5 所本科院校，常州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常州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等 7 所高职院校，常
州技师学院、常州交通技师学
院等 8 所技工院校，还有江苏
联合学院、城职院分院等总计
31 所。凡是 2022 年至 2025

年期间，在上述普通高校、职
业院校、技工院校毕业的应届
毕业生均可以申请享受住房
公积金支持“青春留常”政策。

据悉，此次政策扶持力度
较大。毕业生在毕业前与在
常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书并
开设了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
或者没有就业单位但在毕业
当年 12 月份之前以灵活就业
人员身份设立了住房公积金
个人账户的，均可以获得首次
住房公积金缴存补贴300元。

其次，享受首次缴存补贴
的毕业生，在次年 7 月份前依
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累计达到 6
个月，可获得留常缴存补贴
2500元。

享受首次缴存补贴的毕业
生，不论是否享受了留常缴存

补贴，只要毕业后 5 年内在我
市首次购买自住住房，符合住
房公积金贷款条件且无购房类
使用记录，可以增加最高20万
元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支
持，但总额不得超过常州的最
高限额。目前常州市住房公积
金贷款的最高限额为个人 30
万元，夫妻双方60万元。

据介绍，此项政策的出台，
不仅助力我市“532”发展战略
实施，为我市高质量发展集聚
人才，助力每年支持8000名以
上在常高校毕业季学生以灵活
就业人员身份缴存住房公积金
的“常有安居”工程，同时深入
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
积金制度全国试点工作的开
展，吸引和留住更多灵活就业
人员在我市安居乐业。

首次缴存补贴300元/人，留常缴存补贴2500元/人

覆盖31所在常高校和职业院校

我市住房公积金出台支持“青春留常”政策

■常机管 黄钰

本报讯 4 月 13 日，常州
市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正式
揭牌运行。该公物仓打通资
产共享共用和调剂使用通道，
自 2021 年 7 月试运行以来已
节约运行成本近 22 万元。下
一步我市还将促进国有资产
资源利用的全辐射、全覆盖。

市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
在市行政中心设置了公物资

产实体仓库，对购置新增资
产以及单位撤销、合并、改制
的收缴资产，第一时间纳入
公物仓管理，最快速度对外
发布信息，按需按时足额配
置到一线；将低效运转、机构
改革、办公用房调整中腾退
的老、破、旧资产，以及达到
使用年限经简单修复后可继
续使用的资产纳入公务仓管
理，进行修复循环利用，促进
可持续再利用，做到减少浪
费、经济节约，推进资产共享

共用。
市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

还依托“资产云”系统，构建了
调剂工作平台，打通资产共享
共用和调剂使用两个通道。

市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
2021 年 7 月试运行以来，共调
剂办公设备、办公家具等资产
1800多件（套），节约运行成本
近 22 万元，为疫情防控、专题
学习教育、基层换届选举、粮
食安全专项检查等提供有力
保障。

试运行以来已节约运行成本近22万元

我市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正式运行

■记者 姜小莉

本报讯 4 月 13 日，常州“国
际 智 造 ”创 新 创 业 大 赛 开 始 报
名。当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
闻发布会，市科技局作为主办单
位之一，介绍了本次大赛相关情
况。

本次大赛以“国际智造”创新
创业大赛为主体，以机器人与智能
硬件、新材料等行业专项赛为特
色。同时，大赛将积极落实我市

“强化科技支撑，助力疫情防控”六
大专项服务举措，加强对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相关项目的征集和筛
选，促进更多疫情防控科技成果落
地生根。

今年，大赛将重点支持初创团
队及科技中小型企业，对所有获奖
项目均采用奖金的方式给予支持，
一等奖奖金额度从去年的10万元
提升至20万元。除了对获奖项目
有奖金支持外，我市还将对有投融

资需求的企业项目给予投融资支
持。

大赛报名截止时间为 5 月 5
日。大赛设初赛和决赛两个环节，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形式举办。

常州“国际智造”创新创业大
赛是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和“创业
江 苏 ”科 技 创 业 大 赛 的 地 方 赛
事。自 2016 年以来，我市已成功
举办过 6 届大赛，共吸引 2400 多
家科技企业和创业团队参赛，其
中支持近 600 支创业团队在常州
落地和孵化。大赛累计决出一、
二、三等奖奖项 715 项，常州以奖
金和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的方式给
予创新创业项目激励支持。

截至目前，常州市科技计划
项目已立项 580 项，累计支持资
金超 1.8 亿元。通过常州大赛的
遴选，6年来常州项目在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和“创业江苏”科技创业
大赛中屡获佳绩，在全国和全省
的总决赛中累计斩获奖项32个。

常州“国际智造”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4月14日，在常州长江录安洲码
头，一艘满载集装箱的外籍货轮在常
州海关监管下停靠码头装卸货物。
录安洲码头联合常州海关、海事、交
通等部门通过水陆联运、陆铁联运等
多种物流运输模式，在加强疫情防控
基础上，发挥区域优势，强化协同联
动，畅通水路、空运通道，缓解进出口

运输压力，保障物流链畅通稳定。
据统计，自 3 月 15 日以来，常

州海关积极对接港口企业，紧急
调拨“公转水”空箱 1235 标箱，发
运 81 批次，预计为出口企业节约
物流成本65万余元。

■记者 夏晨希 董心悦 通
讯员 秦妍 图文报道

常州港“公转水”保物流畅通

■吴燕翎 章宇虹

本报讯 记者 14 日获悉，
新北区多家企业参与了常州、
上海等地方舱医院的信息化
建设工作，助力疫情防控。

3 月底，位于常州创意产
业基地的江苏鑫亿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接到上海杨浦区方
舱医院的信息化建设需求后，
组织成立实施专项小组，通过
3 天研发、1 天上线，为上海 4
家方舱医院和2家新冠肺炎隔
离收治点医院提供了数字化
信息管理系统，包括住院护士
工作站、住院医生工作站、检
验标本处理、入院及住院费用
处理等医疗信息系统，有效助
力疫情防控新形势下的智慧
医院管理与建设。

该 公 司 董 事 长 高 源 说 ：
“在 2020 年湖北疫情防控信
息化系统建设的基础上，我们
又陆续推出了核酸检测一键
预约系统、黄码医院信息系

统、防疫云物资调度系统、高
速路口疫情高危筛查大数据
分析系统等专属系统。由于
目前上海确诊病例和无症状
病例还处于每日新增高位趋
势，方舱医院负载量巨大，为
了让资源更优化整合，我们的
核心模块住院护士工作站和
住院医生工作站发挥了很大
作用，可以实现批量医嘱开
具、患者信息批量采集的功
能。”

该公司工程师李坤目前
正在上海杨浦区一方舱医院
负责系统维护。据其介绍，该
方舱医院约有床位 700 张，于
2 日晚开始接诊病人。根据演
示流程记者看到，患者只需通
过手机端扫描二维码，将个人
信息输入即生成个人专属二
维码；护士同步根据此信息，
安排对应舱内床位，单人整个
过程不超过一分钟。入住后，
医生通过巡房将病人进行分
型，之后进行批量医嘱的开具
和体征信息的批量采集。

值得一提的是，鑫亿软件
这次开发的疫情防控类的信
息化系统，全部免费提供给上
海方舱医院使用，包括外派至
上海的10余名工程师，每日三
倍工资也均由企业承担。

鑫亿软件于1992年成立，
为国内第一批从事医疗信息化
研究开发和实施的专业机构。
目前，企业开发的智慧医疗系
统已覆盖全国 880 余家医院，
我市有6家医院使用其智慧医
疗系统。

位于同一园区的江苏金
马扬名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在此次常州方舱医院建设
中也参与了设施建设。为超
声、CT 等医疗设备安装金马
新一代智能影像医技平台，为

“云端”远程诊疗提供有效支
撑。

据悉，目前常州创意产业
基地内共有鑫亿软件、金马扬
名、启航开创、新博科技等7家
企业参与了疫情防控信息化
系统的建设。

7家软件企业参与各地方舱医院信息化系统建设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污水处
理厂周边常常有异味，环境也不太
好，然而记者4月13日在常州目前
唯一一家采用MBR膜处理工艺的
生活污水处理厂——武进滨湖污水
处理厂看到，通过采用中水回用系

统，并使用建筑垃圾再生建材产品、
景观式生态挡墙和海绵城市透水铺
装系统，加上假山、观鱼池、凉亭、湿
地、草坪，建成了一个“节能、环保、
景美、水清”的公园式污水处理厂。

■高岷 张世民 图文报道

污水处理厂，环境似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