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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常州梅山生活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本 ，税 号:苏 税 常 字
320400585505923号，声明
作废

�丁龙平遗失中国人寿保
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
证号：32040688201330，声
明作废

招 租
出租办公写字楼独栋 2500m2

三层精装修,可供变压器用电
2500kVA。有超高车间2500m2。
基础设施证件齐全,厂区大型车辆
装卸进出宽畅,紧靠沪宁高速,青洋
高架出口,运输车辆不限禁区,交通
方便。电话18018255810赵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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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9

86685553
86677993
地址：常州市和平
中路413号报业大
厦南辅楼311室

综
合
信
息

■朱雅萍 文明

本报讯
疫情防控要记牢 勤于洗手戴口罩
公筷公勺分餐好 控油减盐疾病少
公共场所不喧闹 科学健身常欢笑
绿色低碳我先行 垃圾分类重环保
革除陋习不俗套 遵德守礼风尚高
近日，市文明办、卫健委（爱卫办）、

市委网信办、常州日报社、常州广播电视
台组织健康教育、公共卫生、健康管理、
高校、媒体等领域的专家，共同起草了

《文明健康公约常人十条》（征求意见
稿），从 4 月 29 日起至 5 月 20 日，面向社
会公开有奖征集意见。

《文明健康公约常人十条》（征求意
见稿）主要体现合理膳食、适量运动、科
学健身、垃圾分类、低碳出行等方面。

广大市民可以扫描以下二维码进入

意见征集小程序，积极参与讨论、逐条建
言献策，可对其中每条公约内容进行修
改，也可直接填写新的公约内容，字数句
式相同即可，并附简明修改理由。

市民参与活动的同时，还可以赢取
手机流量。主办方
将在参与留言的市
民 中 ，随 机 抽 取
1000 位幸运者，奖
励 5 个 G 的手机流
量（电信、移动、联
通均可）。

《文明健康公约常人十条》公开征求意见

《公约》如何约定，期待大家来议

1.疫情防控要记牢
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反复，防控形势

依然严峻，思想不能放松，加强个人防
护，保持社交距离，做好健康管理，科学
防疫，远离病毒。

2.勤于洗手戴口罩
外出回来多洗手、公共场合戴口罩，

是阻挡细菌和病毒、保护自身健康的有
效措施。为了自己、家人和他人的健康，
请坚持勤洗手、科学佩戴口罩。

3.公筷公勺分餐好
私筷、合餐容易产生交叉感染和食

源性疾病传播，使用公筷、公勺可以有效
降低疾病传播的风险。如果有条件，尽
量分餐。

4.控油减盐疾病少
病从口入，平时饮食，要尽量注意减

少油、盐、糖等摄入量，科学安排餐饮，平
衡膳食结构，保持身心健康。

5.公共场所不喧闹
公共场所是体现个人素质和家庭教

育的地方。在公共场所，保持安静、有
序，不喧哗、不打闹，既是对他人的尊重，
也是对自己的考验。

6.科学健身常欢笑
每人每天坚持定时、适量的个性化

运动，规律作息，不但能促进身体的新陈
代谢，也能有效促进个人心理健康与情
绪管理，保持身体健康，保持阳光心态。

7.绿色低碳我先行
新时代新常州，我们要积极倡导简

约适度、低碳环保的工作、生活方式。主
动做到资源共享、简单便捷、节能减排、
健康绿色，杜绝一切奢侈、浪费行为。

8.垃圾分类重环保
主动提高环保、节约意识，实行垃圾

分类，努力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地球环
境，充分利用有限资源，共同守护美好家
园。

9.革除陋习不俗套
破除天价彩礼、薄养厚葬、炫富攀

比、铺张浪费等歪风陋习，传承和弘扬中
华民族优良传统，倡导文明新风，创造美
好、幸福新生活。

10.遵德守礼风尚高
遵纪守法，践行礼仪，培养良好风尚

与良好习惯，不断提高道德水准和文明
素养，保持一颗初心，树立文明新风，与
公序良俗同行。

相 关

《公约》（征求意见稿）释义

■龚轩 陆佳怡

有职工问还没领结婚证的准夫妻如
果想买房，可以一起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吗？要如何办理呢？本期我们就这一
问题进行介绍。

真真——公积金中心发言人
心心——职工业务代言人
心心：真真，王阿姨的儿子和女朋友

还没领结婚证，但是看中了一套房子，那
可以一起申请公积金贷款吗？

真真：可以啊。
心心：现在王阿姨的儿子在外地出差，

办理公积金贷款需要双方都到场办理吗？

真真：如果购买的是期房或者是资
金监管模式的二手房，那么购房合同上
的人及配偶都需要到场办理；如果购买
的是非资金监管模式的二手房，那么不
动产权证上的人及配偶都要到场办理。
办理时需要带好本人身份证、公积金卡
和其他贷款申请资料。

心心：万一以后两人分手了，贷款要
怎么处置？

真真：两个人一起申请公积金贷款，
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分手了，可以来公积金
中心申请办理变更借款人手续。办理变
更借款人手续时，双方都要共同到场申
请，并提前还清贷款，然后变更购房合同
或房屋产权证，再由获得房屋产权的一方

重新申请贷款，新申请的贷款不得超过原
贷款的剩余本金且单人最高30万元。

心心：如果只有一个人申请贷款，等
领了结婚证后，另一个人的公积金还能
参与还贷吗？

真真：领取了结婚证，借款人的配偶
也可以参与到还款中来。届时，配偶带
好本人身份证、公积金卡和结婚证到中
心窗口申请办理即可。

【提醒】
如果两人在贷款后分手了，并办理

了借款人变更手续，那么，获得房屋产权
的一方重新申请贷款时，不会增加贷款
记录，另一方不再参与该房屋的还贷；但
因为已经有过一次贷款记录，所以在下
次申请公积金贷款时就不能享受首次贷
款的一些政策优惠了。所以，对于尚未
办理结婚证就办理公积金贷款的职工，
建议还是要慎行。

准夫妻可以一起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

■舒翼 王俊

本报讯 4 月 25 日，天宁法院为一家
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民营
企业发出我市首份《信用修复证明》，及
时屏蔽被执行人信息，解除对该公司的
限制消费措施。据介绍，4月下旬全市法
院开展企业信用修复“暖企”专项行动以
来，通过积极探索企业信用修复机制，从
而激励失信企业自动履行，支持企业诚
实守信。

据了解，2017 年 9 月 20 日，某彩板
钢结构有限公司因与某银行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案件，被天宁法院判决承担担保
还款责任，担保还款金额共计 5000 万余
元。判决生效后，债务人未履行还款责
任，公司也未履行担保还款责任，银行申

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在
有能力履行而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义务的情况下，被天宁法院依法采取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等信
用惩戒措施。

身陷“黑名单”后，公司负责人切身
感受到信誉受损，体会到经营举步维
艰。4 月 22 日，公司主动联系天宁法院，
书面申请信用修复，称公司经营状况出
现好转，具备相应偿还能力，希望法院积
极组织解决涉案执行纠纷，尽快修复企
业信用。天宁法院及时与双方当事人协
调沟通，促成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经核实，公司已于 4 月 12 日将执行款支
付给银行，银行于 4 月 13 日向天宁法院
递送了结案申请。经过审核，天宁法院
决定删除该公司的失信信息，解除对公
司负责人的限制消费措施，并出具了《信

用修复证明》，证明该公司已经履行完毕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已屏蔽该公
司的失信惩戒措施，相关单位在政府采
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
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不再对
该公司予以信用惩戒。

在企业信用修复“暖企”专项行动
中，天宁法院将继续通过引导和鼓励被
执行人诚实履行法定义务，及时纠正失
信行为，保障申请执行人的胜诉权益，高
效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完善。

天宁法院发出我市首份《信用修复证明》

失信影响经营，企业幡然悔改

■尤佳 毛翠娥 孙丹 朱晓丹

本报讯 4月27日，教育部办公厅公
布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先行创建县（市、区、
旗）名单，常州市钟楼区榜上有名。据了
解，该区是全市首个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先行创建区，全省仅5个地区获此称号。

长期以来，钟楼区委、区政府把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作为全区发展的重中
之重，着力探索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的新路径，加大投入，规范管理，深化改
革，全力推进素质教育，义务教育呈现出
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全区从实现更加科学的布局规划、
建设更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创造更高质
量的教学模式、建立更高品质的关爱体
系等四大领域，从全面分析科学拟定学
校资源配置需求、优化机制集团化办学
助推区域优质均衡、“安全通学”积极构
建儿童友好型社区环境、深度变革探索
全面育人的区域范式、落实“指南”创造
质量提升的实践样本、统筹资源探寻课
后服务机制的有效途径、形成“闭环”构
建儿童心理健康协同育人服务体系等方
面，聚焦发展难点，攻坚改革重点，坚持
政府主责、内涵发展、改革创新，进行系
统综合改革研究。

全省仅5个地区获此称号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钟楼成全国先行区

诚 常州信

公约讨论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