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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桥梁名称 所属镇和村
1 圣烈桥 雪堰周桥村

2 新周渡桥 雪堰绣衣村

3 北义桥 礼嘉坂上村

4 震镇桥 礼嘉武阳村

5 何家桥 前黄红旗村

6 仙现桥 牛塘青云村

7 卢北桥 牛塘卢家巷村

8 胜利桥 牛塘卢家巷村

9 狄2桥 横林狄坂村

10 江村桥 横林江村村

11 东尖桥 洛阳东尖村

12 马鞍桥 洛阳马鞍村

13 永安桥 遥观建农村

14 中王桥 遥观遥观村

15 下梅桥 遥观遥观村

16 农丰桥 横山桥五一村

17 西头桥 湟里村西村

18 河南桥 湟里河南村

19 大王庙桥 湟里岗角村

20 田舍桥 嘉泽厚余村

21 金鸡桥 嘉泽朝东村

22 塘桥 嘉泽观庄村

23 岐上桥 郑陆黄天荡村

24 环镇北桥 郑陆羌家村

25 吴家河桥 郑陆翟家村

26 小村庄桥 郑陆横沟村

27 创新桥 邹区琵琶墩村

28 东风桥 邹区邹区村

29 东环桥 南夏墅庙桥村

30 朱明桥 南夏墅南苑社区

可移动空调
销往50多个国家地区

常州生产———

这是江苏友奥电器有限公司工人

日前在流水线上装配移动空调"

友奥公司位于武进区礼嘉镇工业

园! 已成功开发出各系列数十款移动

空调及除湿机产品! 销往美国# 加拿

大#德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等
'(

多个

国家和地区"今年计划生产
)((

万台移

动空调和除湿器"

移动空调可随意移动放置在不同

地方! 体积与空调扇差不多" 它效能

高!噪音低!局部降温比普通空调快!

制冷系统应用新型制冷剂! 降温效果

与传统空调相差无几"

移动空调是利用排风管通过窗户

把热风排出室内的! 排水则是先存储

到水箱!水满后自动停止运行"

高岷 胡平 摄

实施差别化管理
全市8132户出口企业分成四类

本报讯 从本月起，我市被初步评
定的出口分类等级最高的71户一类企
业，在申报时无需提供原始凭证，只要相
关电子信息齐全，并经系统预审通过，即
可进行正式申报，国税机关受理、核对申
报信息齐全无误的，即可办理退税。

这是我市国税局进出口税收管理
部门对全市出口企业最新实施的差别
化管理，企业信用越好，管理类别越
高，退税优先等级就越高。

此外，一类企业还可在国家下达

的出口退税计划内优先安排退税，同
时享受国税机关提供绿色办税通道
（特约服务区），及时解决有关出口退
（免）税问题。

据统计，目前全市共有出口企业
8132户，其中一类、二类、三类、四类
企业户数分别为71户、2370户、5562
户、129户。对上述四类企业，国税机
关分别按一类企业优先退税、二类企
业正常管理、三类企业侧重监管、四类
企业重点防范的原则，$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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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督查改为每月推进
金坛排出重点项目350个

本报讯 本月起，金坛市把以往的
每季度项目督查改为每月项目推进，全
力以赴加快350个重点项目建设。

对接全市“重大项目深化年”活动要
求，金坛市在工业园区形态日趋完备、标
准厂房面积不断增加的基础上，今年将
加快项目引进和项目建设作为重中之
重。该市今年排出重点项目350个，比上
年增加81个，总投资1254.61亿元，当年
计划投资387.0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9.5%和56.9%，其中新建项目237个，总

投资760.01亿元，续建项目113个，总投
资494.6亿元。

该市今年排出高新技术及工业项目
190个，总投资553.78亿元，今年计划投
资162.78亿元；新建项目125个，续建项
目65个。其中包括大唐天然气热电联
产、亿晶100兆瓦渔光一体光伏电站、华
能风力发电等12个新能源项目，众泰汽
车整车、皮尔磁电子等88个装备制造项
目，蓝色星球丙烯、中科博益3D打印等
56个化工及新材料项目。

该市实施的16个现代服务业项目
体量大、投入也大，总投资261.45亿元，
年内计划投资57.75亿元。

据了解，该市今年推出的每月项目建
设推进常态工作机制，2区6镇和政府各相
关部门联动，随时掌握项目实施过程中的
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每月逐个项目过
堂，逐一限时解决问题，想方设法解决项
目在供电、土地、污水处理、用工等方面
出现的矛盾，力促所有项目早开工、早投
产、早见效。$赵小君 陈玉婷 赵鹤茂%

既养眼，又能让人进入绿中活动？
———市规划局局长胡伟访谈

“生态绿城”建设怎样做到———

一个好的公园!常常是不仅好&看'!

而且能做到&人园互动'!甚至产生&精神

对话'"同样!建设&生态绿城'!也不仅是

要养眼!更要能让人进入&绿'中活动!甚

至也产生二者之间的&精神对话'"

———记者手记

“生态绿城”建设怎样做到既养眼，
又能让人进入“绿”中活动？本月12日，
记者就此采访了市规划局局长胡伟。

胡伟说，首先是要划定绿线，完善
已建绿色网络。

为逐步形成总量适宜、布局合理、
服务有效、特色鲜明的城乡绿地格局，
市规划局即将开展城市绿线的划定工

作。通过分区、分类、分等级的各层次绿地
控制标准的确定，明确各类绿地规划建设
标准，并实现信息化管理和动态更新机制。
同时，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已建绿色网络。

以钟楼行政中心周边区域为例———
初步设想沿童子河-童子河东路-

童子河南路、玉龙路-中吴大道，形成超
过7公里的景观风光休闲带；沿新运河、
老运河，规划建设超过16公里的生态滨
水绿轴；沿铁路、城市主干道、重点景观
道路等，还将规划建设若干宽度不等的
生态景观绿廊，形成纵横交错的绿色廊
道，串联已建大小公园绿地，加强与在建
的环高架生态绿道、即将规划建设的大
运河风景路等城市重要的生态绿道有机

衔接，确保绿道网联网成环。
“生态绿城”建设，既要养眼，还要能

让人进入“绿”中活动。胡伟认为，这就要
提升“生态绿城”的内涵，使其更加贴近
市民生活。

要体现“处处皆绿、人人可享”，从人
的需求角度出发，兼顾安全、多样、舒适、
活力、竞争力等多方面要求，融合污染防
治、社区健身、城市防灾减灾等多项功
能。因此，规划局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结
合历史文化要素、日常行为要素、公共服
务设施均等化布局要素，对生态绿道沿
线资源进行综合利用。

胡伟表示，珠三角的社区体育公园
建设，就为提升当地绿道功能内涵提供

了新思路。
据了解，在我市规划局和体育局联

合开展《常州市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
规划》编制过程中，根据网上问卷调研结
果，多数受调研者在日常体育锻炼内容
上选择了室外运动，其中60%的受调研
者选择跑步、散步。在交通方式上，近5
成的受调研者选择步行———这充分表明
日常健身时市民更倾向于去居所周边的
体育活动场地。同时，绝大多数受调研者
都希望能在生态绿道中适度增加健身路
径、小型球场。

胡伟表示，这些意见和建议，都将是
市规划局与相关部门下一步共同研究和
努力的方向。 吴同品

我市连续16年未发生
重特大恶性火灾事故
本报讯 省政府检查组18-19日

来我市考核消防工作，对我市取得的
成绩表示肯定，并希望继续夯实消防
基础工作，加大火灾隐患整治力度，进
一步加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使消防
工作再上新台阶。

考核组突击检查了我市部分劳动
密集型企业、乡镇专职消防队以及乡
镇网吧、娱乐场所，对我市各级消防力
量的建设、基层消防监管网格化管理

以及消防设施的完善予以高度肯定。
我市连续16年未发生重特大恶

性火灾事故，火灾形势总体平稳可控。
去年，我市消防部门共扑救火灾

2510起，参加抢险救援2128起，社会
救助1729起，抢救、疏散群众2193人，
抢救财产价值1.6亿元。

副市长张耀钢向检查组汇报了我
市去年消防工作。

$芮伟芬%

情志不畅会引发胃病
不少胃病与肝关系密切

本报讯 市中医院脾胃病科（消
化科）最近又迎来新一轮就诊高峰，胃
痛、慢性胃炎、胃溃疡患者很多，其中
不乏学生族。

初三学生欣欣一到上学就开始肚
子痛，头冒冷汗、嗳气频频，严重时还
会恶心呕吐，家长带她看了好几个医
院，做了胃镜、B超、肝功能等检查，指
标一切正常，查不出任何病因。奇怪的

是，她一到周末休息在家的时候，就什
么事都没有。跟家长交流过后，脾胃病
科（消化科）主任李保良得知欣欣平时
对自己要求甚高，最近的考试中成绩
有所下滑，心理波动较大。
“像欣欣这样的情况，胃痛是真

的，而精神压力大是导致胃痛的重
要原因。”李保良说，平时接诊中经
常发现，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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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是外地来常新市民
全市去年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2万多户

本报讯 记者19日在随市人大
常委会对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情
况开展调研时获悉，去年办理公积金
贷款的，近一半是外地来常的新市民。

2014年，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申
请创历史新高，达到57亿元，比上一
年上升4.2%，当年公积金贷款购房面
积200多万平方米，占全市销售总面
积的36%，每3个购房家庭中有1个是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非常突出的一
个数据是，去年全市住房公积金贷款
购房共2万多户，其中，有近1万户不
是常州籍家庭的新市民申请购房贷
款，占当年全市申请总量的49%。

目前，我市在岗正常缴存住房公积
金的60多万职工，人均月缴额达到900
多元，比4年前增长32%，人均缴存余额
达3万余元。截至今年2月底，我市公积
金贷款已支持16.6万户家庭购房1809万
平方米，其中85%为中低收入家庭，近3
年来首次购房户数占比达91%，住房公
积金贷款购房单套平均面积109平方
米，比全市平均住房成交面积小5%，其
中90平方米以下的占38%，这也充分证
明我市申请公积金贷款者以刚性需求
为主。

据介绍，2011年以来全市住房公积
金缴存、提取、贷款金额分别以每年

21.75%、20.61%、24.55%速度递增。到
2014年底，全市累计缴存住房公积金
421.26亿元，缴存余额189.73亿元；累计
为130万名职工办理了住房消费及辅助
养老提取231.53亿元。累计为16.6万户
家庭提供了住房贷款339.19亿元，个贷
率连续9年保持在90%以上，比全省和
全国平均个贷率分别高4.84、27.29个
百分点，累计为全市提供廉租房补充
资金10.7亿元。住房公积金资产以
99.9%以上的优质率连续8年列全省第
一。4年来，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800
多起投诉举报，通过行政调解，使绝大
部分有效办结，共为职工追缴住房公

积金1058万元。对8家经调解后仍拒不
执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企业，实施了
行政执法。

当天进行调研的是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俞志平、贾宝中，党组成员姜洪鲁和
秘书长周建伟一行。

俞志平一行视察了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新北办事处、天宁办事处、武进分
中心和公积金支持的全国试点项目青韵
雅苑。俞志平充分肯定了我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提出了
有关意见和建议。

副市长史志军陪同调研。
$舒泉清%

被不少学校大篇幅“借鉴”
甚至照抄照搬并篡改署名

溧阳市政协干脆扶持校方正式出版

平桥小学校本教材内容精彩

本报讯 记者从17日召开的全市政
协文史工作会议获悉，在溧阳市政协出
资扶持下，溧阳平桥小学的“竹文化”校
本教材《青青竹园》4月底将由江苏教育
出版社正式出版。校本教材成为正式出
版物，在溧阳尚无先例，在常州也不多。

市政协副主席居丽琴出席会议。
平桥小学地处“南山竹海”风景区附

近。结合当地竹多地域特点，该校自
2004年起发动全体教师共同撰写和编

辑竹文化读本，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一
套供1至6年级学生学习的系列校本教
材《青青竹园》。该教材获2013年省校本
课程评比二等奖，该校也在去年被评为
省小学特色文化课程基地。

多年来，各地已有4000多人次慕名
前来学习，有的直接索要教材，有的进行
有偿购买。但学校渐渐发现，该教材被多
个外校校本教材大篇幅地“借鉴”，甚至
有学校的竹文化校本教材直接篡改编写

者，而内容几乎照搬。
为保护校本教材著作权，支持学校

培育发扬地方特色文化，溧阳市政协了
解情况后，拿出一部分经费，再请相关政
府部门资助一部分，使得该校“竹文化”
校本教材《青青竹园》成为正式出版物。

会上，居丽琴提出，要进一步鼓励并
推动全市各校结合地方历史文化，编写
校本教材、校训等，发展独特丰富的校园
文化。 $黄钰%

武进今年改造30座旧危桥
下月全面开工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武进区公路
管理处获悉，今年武进区将改造旧危
桥30座，设计荷载为公路2级，共涉及
全区13个镇及街道，计划4月份全面
开工，9月份全部完工，11月份全部验
收完成。

为加快实施2015年农村公路旧
危桥改造，该处正紧锣密鼓进行旧危
桥改造设计工作，并对相关桥梁进
行方案审查。目前，已完成19座桥梁
施工图设计，剩余的将于本月底全
部完成。 $宋婧 张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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