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之缘
———追溯常州供电100年

2017年全面建成一流配电网

按照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标
准，率先实施一流配电网建设工程，
武进横山桥镇成为我市一流配电网
建设示范区。

该镇副镇长董庆说：“通过一流
配电网建设，解决了中压配电网薄
弱、低压配电网重过载、低电压等突
出问题，创造了良好的供电环境。”

其实，我市配电网改造是由最
初解决户户通电，到应对缺电开展
有序用电，再到如今的“一流配电网”
建设，是一个逐渐递进发展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常州虽说没
有不通电的地方，但一些地方却存
在用电困难问题。从1998年起，常
州供电就实施大规模的城乡电网改
造，使陈旧的农村电网有了质的提
升，满足了当时农村地区的用电，其
中最大的变化是农民与城区居民享
受同等电价。2000-2012年间，配
电网基础建设进入常态化，配电线
路由3052公里增至8972公里，配

电变压器由 6015台增至 17552台，
配电线路绝缘化率由 11.56%增至
43.65%，配电线路联络率由13%增至
80.67%。“十一五”期间，市供电部门
对农村电网的建设投资超过 12亿
元，新建改造10千伏线路325公里，
新增变压器1726台，改造低压设备
1234台，架设低压线路和接户线5万
多公里，直接受益农户近50万户，还
建成了原武进、金坛和溧阳３个电气
化县，构建了“户户通电、供电可靠、安
全经济、供用和谐”的电气化发展格
局。“十二五”期间，又把配农网建设规
划纳入地方政府的新农村建设规划之
中，精心设计，合理布局，至 2014年
底，全市所有乡镇建成电气化镇，93%
的村建成电气化村。

据了解，2009-2014年，我市全
社会用电最大负荷从 437万千瓦增
至 649万千瓦，为有效满足电力供
应，供电部门每年还实施迎峰度夏主
网工程，改善城乡居民的用电环境。

今年，我市将着力推进春江、洛阳
等7个乡镇的一流配电网建设，实现
中、低压配网建设工作的协同高效推
进，全力争创“改造一片、达标一片、满
意一片”的目标，全市计划2017年全
面建成一流配电网。 邵为民 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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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晖行动启动
近3000户计生特殊家庭可享住院护理综合保险
本报讯 昨天，2015年“春晖行

动”在天宁区茶山街道启动。
作为第一批中国计生协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帮扶模式探索项目点，
我市于2013年开始“春晖行动”，
帮扶工作连续几年列入政府为民办
实事重点工程。至今已打造23个
市级春晖家园示范基地，今年还将
再建7个春晖家园，架起计生特殊
群体走出自闭、融入群体、融入社会
的心灵关爱之桥。

截至去年底，我市共有2977户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今年，市政府与
中国人寿联合出台“常州市计划生育

特别扶助对象住院护理服务综合保
险”，由政府出资投保297700元，解决
他们生病住院、无人照料的后顾之忧。
保险内容为：每人在住院期间享受每天
100元的护理费用补贴，全年累计在乡
镇卫生院不超过15天、二级以上医院
不超过90天。同时，享有每人每年最高
3万元的意外伤残保险金。据了解，我
市为省内第三个出台此类保险的城市。

活动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市计划生育协会、民建常州市委、
市政协医卫体界别联合主办，天宁区
计生协会、茶山街道办事处承办。

!李青 卫计宣"

日“吃”垃圾280吨
溧阳在全国首创用水泥窑“吃”垃圾

本报讯 天刚蒙蒙亮，一辆辆
装满垃圾的运输车便从溧阳市区出
发，驶向偏僻山区的“天山水泥”，开
始给一个“大家伙”“喂饭”。从2013
年年初到现在天天如此，平均每天
要给它“喂饭”280多吨。

这个“吃”垃圾的“大家伙”是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线。据介
绍，该项目由溧阳市与中材国际共
同合作研发，总投资1.05亿元，设计
能力为日处理城市生活垃圾 450
吨，目前在国内还是首创，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

记者在现场看到，垃圾预处理厂
房为全封闭式，经过生物除臭后的垃圾
与污水分别通过不同管道输送到相邻的
水泥窑中，在垃圾处置过程中，没有恶
臭、渗滤液、废渣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等现
象，完全符合清洁能源生产要求。

该项目充分利用水泥生产系统的
固有优势进行垃圾处理，使垃圾成为
资源，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找到
了新的出路。目前，该项目已得到国家
有关部门认可，被作为全国第一条利用
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示范线工
程，准备大力推广。 !小波 董扣新"

常州机场执行夏秋航班计划
3月29日起———

本报讯 根据国家民航局统一部署，
3月29日起常州机场将执行2015年夏
秋航班计划。

境外航线方面，加大了对韩国航班
投放力度，常州飞韩国航线为每周3班。
新增一个韩国东海岸通航城市———江原
道襄阳郡，4月8日首航常州-韩国襄
阳航线，由韩国真航空执飞，每六天一
班，襄阳起飞 12:50、到达常州 14:25，
常州起飞15:25、到达襄阳18:45（航班
起飞到达时刻均为当地时间）；4月1日
起，韩国德威航空执飞每周两班常州-
首尔航线。

常州开放台湾自由行后，市民游台
湾热情高涨。常州机场继续保持台北航

线每周 3班，班期调整为每周二、四、
六，航班时刻也做了微调，常州起飞
时间提前到 7:30，计划 8:55到达台
北，9:55由台北返回，11:40到达常
州。此外，将加快推进台湾高雄航班的
开通，由台湾地区的中华航空公司执
飞，每周 3班。

常州 -香港航线换季后班期调整
为每周二、六，航班时刻优化为：香港起
飞11:20、到达常州13:30，常州起飞
14:10、到达香港16:45。

华东地区唯一直飞老挝首都的常州
-万象航线，从3月30日开始每周一执
行，万象起飞 10:10、到达常州 14:00，
常州起飞14:50、到达万象17:40（航班

起飞到达时刻均为当地时间）。7月起该
航线将增加至每周2班。

另外，常州机场正在加快推进日本
航线的工作进程。

国内方面，常州-成都航班每周达
17班，其中四川航空公司执飞的成都-
常州航线时刻优化为：成都起飞14:15、
到达常州17:55；班期为每周二、四、六。
常州-重庆每天3班。

常州-宜昌航线，是沪宁沿线机场
除上海以外的唯一航线，航班时刻优化
为：宜昌起飞 16:25、到达常州 17:55，
常州起飞18:45、到达宜昌20:25。据
悉，常州-宜昌的动车耗时7小时，飞
机只要100分钟，目前票价最低仅270

元，低于动车二等座票价。
常州 -厦门航线换季后继续保持

每天最多达到3个航班，航班起飞时刻
为早晨 7:50、中午 13:10、下午 4:40，
为自由行旅客量身定做。

三亚航班每天 1班以满足海南旅
游市场需求。

为了方便本地及周边旅客从常州机
场出行，机场根据夏秋航班时刻对市区
城市候机楼 -机场往返旅客班车的发
车时刻以及丹阳、镇江城市候机楼班车
的发车时刻作了相应调整，详情可搜索
官方微信公众号“常州机场集团”或登录
常州机场官方网站 www.czairport.cn
查询。 !宋婧 邢文昱"

打造智慧图书馆
武进投资300余万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4月7日
起至 7月，武进区图书馆将改造升
级，智慧、人本是改造后的两大特色。

武进区图书馆始建于 1958年，
位于延政路的武进区职工服务中心
内，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目前藏
书30多万册。馆长王晓刚介绍，去年
区领导到图书馆实地调研后，决定投
入300余万元实施原地改造，其中重
要的一项是引入自助借还系统。将引
进1台自助办证机、1台24小时自助
还书机，并为馆藏图书加装芯片。投入
运行后，读者只需根据机器上的提示

进行刷卡、放书等几个步骤，即可完成
借、还书手续，省时又省力。

改造提升后，一楼除咖啡新书
吧外，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少儿区，整
个少儿区分为绘本表演区、绘本馆、
少儿图书阅览区、数字美术体验区
和一个可以容纳 50人左右的 3D电
影放映厅。

王晓刚说，改造后将在大门口设
置一间宽敞的服务大厅，其中一角设
置咖啡新书吧，配备舒适的沙发椅、电
子浏览设备，经常更新电商畅销书，如
果读者有需要，可以选购咖啡等茶品，

图书馆会免费提供白开水。
改造后的二楼将设置专题书目陈列

馆，报纸期刊休闲区、成人借阅区、视频
点播区，其中视频点播区将配备6张可
躺式沙发，读者可以刷卡开机点播视频，
但每人限时2小时，有专人管理。三楼则
会增设自习室，可容纳120名读者在此
自习。

王晓刚说，升级改造后，图书馆将从
以往“人对书”的单一服务转变为“人对
人”的人本服务，也就是把有限的工作人
员从书海中“解放”出来，用导读、咨询、
培训等服务满足广大读者。!童华岗"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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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集团将推出“四进工程”，让车辆
进景区、进工厂、进学校、进乡镇，真正
发挥公路客运“点到点”、“门到门”灵
活优势，实现差异化经营。
“试水”新举措，推出上门送车送

票服务。节前主动走访常武地区各大
厂矿企业，包车243班，同比增加

50.93%。2月15日，69辆豪华大巴驶出
瑞声科技，分别发往苏北沭阳、泗阳、
邳州及安徽宿州、萧县、亳州、淮北等
地，运送民工近3000人次。主动营销，
认真做好车辆进厂区的实施方案，投
入厂包运力42辆，为13家大型企业提
供厂车服务。

校园直通车开进常州大学、常高技、

城建学校等10所院校，目前已开通扬
州、泰州、金坛、溧阳、江阴、常熟等6条
专线，每周五下午或节假日前夕发车。6
月承接高、中考运输工作，9月接送来常
大专院校求学的各地新生。

开通嬉戏谷、恐龙园、春秋淹城、长
兴安吉等7条旅游专线车，全年运送旅客
约6.5万人次。

深入常武地区重点乡镇，广泛调研，
积极开展客源分析和线路论证，探索在
客源集中、交通便利的乡镇开通南京、上
海等大中城市的直达班车。 宋婧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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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授信”额度共191.10亿
元，“受理”额度共67.31亿元，“意向”额
度共159.03亿元。贷款以外的其他融资
方式达到26.5%。中国银行常州分行对
接金额最高，达79.78亿元；江南农村商
业银行对接企业最多，达266家。

下一步，将加快落实首轮银企对接
成果，监测评估、跟踪督办融资对接进
展，包括定期编制金融支持重大项目
建设工作进度表，定期通报银企对接
履约率等。同时，根据项目阶段性推进
情况等，持续对接企业新增融资需求，
组织金融机构开展点对点、面对面的
企业融资洽谈工作；组织开展分区域、
分行业银企对接交流；组织金融机构
走进产业园、对接孵化器，将融资洽谈
活动向辖市区推进、向基层延伸，大力
挖掘转型升级有效信贷需求；发挥“常
州市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平台”作用，推
进银企线上线下对接。 !张琛 金萱"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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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1、发生较大及以上质量、
环境污染、安全等事故的；2、发生国
家、行业、地区产品或服务质量监督抽
查不合格的；3、顾客、员工、供应商、股
东等相关方面对质量问题反映强烈，或
产品、服务质量水平明显下降的；4、由
于企业主要责任引起出口产品遭国外
退货、索赔、被国外政府通报或国家相

关部门发出质量风险预警的；5、发生其他
应当报告的违法事件的。

另悉，我市今年还将实施质量标杆
培育计划。在自愿申报的基础上，由市质
量强市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选取30

家左右资质完备、质量管理体系健全、绩
效管理卓越、经营业绩和社会贡献较大、
社会信誉良好的企事业单位列入培育计
划，予以重点倾斜：组织开展企业家质量
战略发展思维等方面的培训与交流；对
列入计划的企事业单位质量管理人员进
行卓越绩效等相关知识的免费培训。

!李臻 张海涛 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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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WakeForestUni-
versity（维克森林大学，排名
27）录取的梅雪妍同学回顾她
每天在家准备面试和赶文书的
感觉说：“写文书的过程虽然在
当时感觉并不顺畅，但却是一
个introspection（内省）的过
程，七篇文书不仅能帮助一个
学校更透彻地了解学生，也提
供给你一个更了解自己的机
会，所以写完以后真的觉得神
清气爽。”她想对学弟学妹们提
一个建议：要找到自己学习生
活的重心，有时候学校的时间
安排与自己的安排会有冲突，

如果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怎么
做，那就大胆去沟通与争取。

拿到6所大学通知书的蒋
天铭同学是省常中义工队队长，
在她看来，从一个不敢举手发
言、不敢在公众面前讲英语的小
女孩变成了一些活动的leader，
正是义工活动和各种学术活动
的平台提升了她的综合素养，
申请履历自然也就丰满了。她
给有意申请美国大学的学弟一
个建议：平时要积极参与学校
以及社会上的综合实践活动，不
要被框架限得太死，要在确保学
业成绩的同时锻炼自己的社会
实践能力。 !张衍标 月航"

公路客运如何“突围”？ 金融支持再发力

呈现四大变化

80名学生收到273份录取通知

古运河水上游
“乾隆线”将一分为二

4月2日起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从 4月 2
日起，运行近 6年的古运河水上游“乾
隆线”将暂时告别常州市民，同时东西两
条新航线将全线启航。

2009年开通的古运河水上游“乾隆
线”，由乾隆皇帝下江南游览线路而得
名，从东坡公园延伸至篦箕巷，单程约5
公里，时间约40分钟，游客沿途可游览
东坡公园、天宁名胜区、同济桥、同安桥、
广化桥、西瀛门明城墙、文亨穿月、篦梁
灯火、毗陵驿、篦箕仿古街。
“为延伸古运河东西两段的风貌，使

原本主打一条线的水上游产品更丰富，
恰逢4月起同济桥段封闭施工，为配合
我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水上游线路进行
改航。”古运河水上游公司负责人介绍，
从4月2日起，新航线将原航线一分为
二，西段为运河五号至白荡河，东段为东
坡公园至白家桥尚书码头，其中———

西段新辟“运河五号 -篦箕巷 -
广化桥-白荡河”线路，将运河五号工
业遗存的风貌与白荡河自然风光进行
混搭穿越，行程中芦花随风飞舞，水面
鹅鸭戏水。

东段新辟“东坡公园-德安桥-白
家桥尚书码头 -广济桥”线路，重点打
造东坡文化水上游，游客可在游船画舫
上品茗赏读东坡诗词，欣赏运河畔的风
土人情。

另据了解，新航线的价格也比较亲
民，往返优惠价40元/人。

!张颖 陈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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