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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伟芬 汪磊 顾燕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公安
部门了解到，截至本月，我市常
住人口达 549.1 万人，同比净
增 16 万人。促进人口增长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去年 6 月 15
日，市公安局会同市人社局制
定出台《常州市公安机关促进
人口集聚十项措施》（以下简称

《十项措施》），进一步深化户籍
制度改革，放宽落户门槛，促进
人口增长和人才发展。

“我在常州没有房子，没想
到还是很方便就落户了。”昨
天，来自镇江的王镕洁告诉记

者，她去年 9 月份结婚后来到
我市打工，暂住在新北区百丈
街道，是灵活就业人员，平时自
己交社保。考虑到将来孩子上
学，她想将户口迁到常州。她
到社区打听，得知 35 周岁以
下、依法缴纳社保、有居住证的
外地人可以申请落户，当即提
出申请，半个月后就审批通过
了，“现在，我也是常州人了。”
她高兴地说。

市公安局人口支队副支队
长潘春莺介绍，《十项措施》结
合我市中高职院校多的实际
情况，把“零门槛”落户人才范
围由原来的高校、职业院校放
宽到中高职以上学历，既吸引

高端人才，也招引普通技术人
才，以满足我市基础制造业经
济发展要求。35 周岁以下人
员，有合法稳定就业、缴纳社会
保险即可落户；35 周岁以上人
员在常租房，缴纳社保满 1 年
也可落户。另外，“合法稳定住
所”的产权人范围从原来的“本
人”放宽为“本人、配偶、父母或
子女”，进一步放宽了可落户房
屋、人员范围。对尚未办理《不
动产权证》的征地拆迁安置小
区，可凭房屋安置证明等资料
办理户口迁移，该措施为全省
唯一，有效解决了无房产证但
实际在常居住人员及直系亲属
的落户问题。

去年6月出台人口集聚十项措施后

我市一年净增常住人口16万人

■朱雅萍 文明

本报讯 6 月 16 日，“牢记
谆谆嘱托，争当强国少年”——
常州市“四仪”示范教育观摩活
动十岁成长仪式在荆川小学举
行。

当天，全体三年级学生在

爸爸妈妈的带领下，一起走向
“成长之门”，向“时光”邮箱中
投入写给未来的自己的一封
信，开启人生的第二个十年。
这些信将存放在荆川小学，等
待大家在十年后回校开启。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岁
被称为外傅之年，意味着求知
求学的年龄。活动中，父母为

孩子们行梳头礼，希望孩子们
懂得更多的道理，学会更多的
本领，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市举办“四仪”示范教育观摩活动十岁成长仪式

小学生共庆十岁，争当强国少年
■周文娟 秋冰 文 胡平 摄

“虽然工作很忙、学习很
累，但对老人和孩子的关心、照
顾都没拉下。看到工作、学习
和家庭都还满意，这种幸福感、
获得感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今
年 5 月，常州工学院航空与机
械工程学院/飞行学院教授张
建梅家庭荣获了“全国五好家
庭”称号。

张建梅教授在常州工学院
主讲《材料物理》《材料科学基
础》等多门课程，还兼任学院省
级机械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主
任，承担指导毕业设计等实践
教学工作。面对繁重的教学任
务，她极其认真和严谨，任劳任
怨。

张建梅还担任学院的班级
导师。她经常深入学生中，倾
听他们的心声，耐心解决学生
的各种疑问和困难。她所带班
级多次被评为学院优良学风
班，班里的学生预备党员人数
和考研深造人数居学院之首；
参加各类大赛，获奖人次也是

高居平行班之首。在兼顾工
作、家庭的情况下，张建梅不忘
提升自己，利用业余时间攻读
了博士研究生学业，成为学校
少有的在职培养女博士之一。

张建梅的丈夫云介平也是
常州工学院航空与机械工程学
院/飞行学院专职教师，曾兼任
学院第一党支部书记。工作
中，夫妇俩互帮互助、共同成
长。在他们的熏陶和影响下，
女儿也勤奋好学、品学兼优、多
才多艺，2019 年硕士毕业顺利
入职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长三角分院。

来常州 20 多年里，每逢寒
暑假，夫妻俩总要回乡探望老
人，从不间断，令同村人赞许有
加。一家人以实际行动，完美
演绎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让
家庭成为厚德之所。

近年来，张建梅先后获江
苏省“优秀共产党员”、校级“十
佳班级导师”“十佳巾帼教育教
学能手””优秀科技工作者”“学
生心中的好老师”等称号；张建
梅家庭先后获全国、省、市“五
好家庭”称号。

——记“全国五好家庭”张建梅家庭

让家成为厚德之所

■陶新峰 王锐 谈露玲

本报讯 16 日中午，常州
市小记者协会尼勒克县武进实
验学校小记者站授牌仪式，在
该校和武进区湖塘桥实验小学
进行两地直播。常州援疆工
作组和尼勒克县政府、尼勒
克县武进实验学校相关领导
等出席仪式。

尼勒克县武进实验学校
项目是武进援尼体量最大的

交钥匙工程，总投资近 1.5 亿
元 。 学 校 办 学 规 模 为 45 个
班，该校采取合作办学模式，
引进武进校长团队和骨干教
师，全面负责学校的教育教
学管理。经过多方沟通，常
州市小记者协会在尼勒克县
武进实验学校创办了在常州
外的第二个小记者站，由武
进区湖塘镇商会捐建。

尼勒克县武进实验学校常
报小记者站成立后，常州市小
记者协会将制定线上的培训计

划，由常州的老师为该校的小
记者举办写作、新闻采访知识
培训班和专题讲座，促进小记
者采访、写作能力的提高。尼
勒克常报小记者的优秀作品也
将在常州日报、常州晚报、小记
者官网和杂志刊发。

当天的仪式上，尼勒克县
武进实验学校和湖塘桥实验小
学的常报小记者进行结对，并
隔着屏幕进行了交流，互留联
系方式和祝福。两校小记者们
约定，将结成“手拉手”小伙伴。

尼勒克县武进实验学校常报小记者站授牌

■赵鹤茂 黄洁璐 陈玉坤

本报讯 6 月 14 日上午，
“红帆领航 水运先锋——我们
这十年”喜迎二十大江苏港航建
设成就主题宣传活动启动，省内
媒体一行首站来到常州市丹金
船闸管理所。记者从活动现场
了解到，当前丹金船闸实现船舶
ETC 过闸率 99%，今年船舶通
过量有望突破5000万吨。

丹金船闸是常州市第一座
交通船闸，位于丹金溧漕河金
坛段起点，按三级航道标准建
设，通航吨位可达千吨，负责管
辖船闸上、下游航道 5 公里范

围，2013 年 11 月 28 日正式开
通运行。船舶通过量从 2014
年的 360 万吨/年增长到 2021
年的 4360 万吨/年，今年年底
有望突破5000万吨。

丹金船闸岸线不长，但“科
技感”满满。丹金船闸管理所
副所长王群介绍，通过船舶感
应过闸系统，船舶过闸时间从
2013 年的 20 分钟减少至现在
的 5 分钟，并实现 ETC 直接在
手机上操作就可以过闸，不需
要停船靠岸。相关课题还获得
了国家和省级奖项。

航 道 作 为“ 水 上 高 速 公
路”，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丹金船闸肩负着船舶畅行的重

任，还承担着区域防洪排涝、调
节水环境等职能。依托“3D幸
福门”服务品牌，丹金船闸对过
往船只及时发布周边航闸运行
情况，提前告知近期水文、天
气，打造水上服务驿站。“在丹
金船闸还设有应急物资仓库，
为防汛提供充分的物资准备。”
常州市船闸管理中心副主任谭
瑞强介绍。

此外，针对宜兴、金坛两大
港口集装箱船舶的固定班次通
行需求，丹金船闸切实落实集
装箱船舶免费过闸政策，降低
企业物流成本，促进实体经济
发展，自投用以来已依法减免
过闸费70万元。

丹金船闸今年船舶通过量冲刺5000万吨 ■唐文竹 徐欢 实习记者 李星宇

“您好，我是住房保障中心
的维修工，我们一直联系不上
您的家属冯大爷，能否请您和
我们一起联系他一下？”6 月 10
日下午，维修工刘辉焦急地拨
打着电话。

当天上午，家住金梅花园
保障房的住户冯大爷向中心
报修，称厨房下水管堵了。中
心随即安排维修人员刘辉上
门。但没想到，刘辉上午、下
午各去了一趟，家中始终无人
应门。

“考虑到冯大爷是独居老
人，已经 70 多岁，听力也不好，
我当时十分担心他的安危，便
急忙联系他的家属。”刘辉告

诉记者，他还与保障房工作人
员徐敏一起在小区附近寻找
冯大爷。所幸，傍晚时分，冯
大爷终于平安回家了，刘辉也
顺利入户，修复了堵塞的下水
管道。

原来，冯大爷没有想到维
修人员这么快就上门，便出门
散步买菜去了。面对维修人员
快速的响应和额外的关心，冯
大爷真心地竖起了大拇指。

记者从市住房保障中心了
解到，近年来，保障家庭的老龄
化趋势明显，对保障房小区管
理服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中心始终秉承为民服务的
理念，用真诚、细致、周到的服
务获得群众的信任，让他们在
平凡的小事中感受到来自政府
的关怀。

“管闲事”的维修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