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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首届合唱大赛5月10日决赛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常州市首

届合唱大赛组委会了解到，我市首
届合唱大赛引发广泛关注，决赛将
于5月10日在凤凰谷大剧院举行。

近年来，我市合唱团队发展
迅猛，合唱艺术水平不断提高，我
市也在今年首次举办合唱大赛。
据统计，全市共有157支合唱队
伍、上万名合唱队员报名参赛，经
过各辖市区及有关单位组织预选
赛及推荐，35支合唱团队进入市
级比赛，其中年龄最小的仅9岁，
最大的82岁。

5月8-9日，常州市首届合唱大
赛将举行初赛，10日举行决赛。各

组别获金奖的团队还将参加江苏省第
二届紫金合唱节。

为确保赛出水平、赛出风格，组委
会将把初决赛都放在具有较高专业水
准、符合合唱比赛要求的凤凰谷大剧
院，同时，初赛评委采取回避制，决赛
评委全部外请。

在组织闭幕式专场演出的同时，
为提高比赛档次，促进我市合唱水平
提升，组委会还主动邀请上海之春国
际音乐节的参演团队———美国杨百翰
大学合唱团、韩国“五月之树”人声组
合两支外国合唱团队来常，分别于5
月18日和21日举行交流演出。

#蒋小萍 陈荣春$

我市启动评选“诚信之星”
本报讯 近日，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市经信委、市信用办、市工
商局等9部门联合开展首届常州市
“百名诚信之星”、“十大诚信标兵”
推选活动，以在全社会树立一批诚
信标杆，倡导诚信风尚，推进“诚信
常州”和诚信建设制度化建设。

记者了解到，此次评选自5月
起全面展开申报推选。凡在我市经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连

续经营3年以上的工商企业或个体
工商户，无违法、失德、侵害员工权
益及不良信用记录的，从业满2年以
上的负责人或个体经营者皆可参与
推选。各辖市区将通过自下而上、民
主推选的办法，在征求公安、税务、
人社、环保、金融等部门意见的基础
上，推选3-20名候选人。候选人信息
将在网上和市主要新闻媒体进行公示
和投票。 #唐文竹 闻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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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薄弱环节整治 引导公众共建共享
费高云对文明城市建设和城市长效管理工作提出新要求

本报讯 16日下午，我市召开一季
度文明城市建设暨城市长效综合管理点
评会，市长费高云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始
终把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工作重
点，狠抓工作落实，创新工作机制，优化
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成效，使文明城市建
设和城市长效管理成为实实在在的民生
工程，确保我市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继续
走在全省全国前列。

市委副书记戴源主持会议。市领导
徐缨、史志军出席会议。

费高云说，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大

力推进文明城市建设和城市长效管理工
作，不断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建设和城市
长效管理成果，广大市民满意度不断提
高，并对我市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和“江苏省优秀管理城市”称号，给予
了充分肯定。

费高云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了新
要求。

在文明城市建设工作中，应着重三
点：一要更加重视不足。要把有效解决文
明城市建设中的交通秩序、公共设施、食
品安全、制度公开等薄弱环节作为工作

重点，集中整治，加强督查，规范经营，不
断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建设水平。二要更
加贴近民生。扎实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
建好用好便民利民服务平台，广泛开展
“党员义工365”活动，把创建工作的出
发点和着力点放在多为群众办实事、办
好事上，让创建过程成为群众得实惠的
过程。三要更加注重引导。充分发挥好主
题宣传的引导作用、先进典型的示范作
用和道德实践的提升作用，开展形式多
样的教育实践活动，促进公民文明素质
和社会文明程度双提升。

在城市长效综合管理中，应注重四
大方面：一是管理手段要细。把注重细节
管理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地铁1
号线全面开工后，管理部门要不断调整
方案，有效解决地铁建设期间的交通拥
堵、扬尘严重、噪音扰民等问题，不断解
决细节上的缺憾，强化考核，将地铁工程
对城市管理和市民生活带来的影响降到
最低程度。二是各方配合要更好。进一步
明确市、区分工，强化部门职能，细化各
项工作标准、业务规范，巩固提升城市长
效管理成果；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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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加快企业上市步伐
挂牌后备企业达32家

本报讯 股市新一轮行情中，武进企
业表现抢眼，如常发股份半年涨幅达162%，
南方轴承的股价翻番。同时随着腾龙汽车、
强力电子一季度相继在主板上市，通利农
贷、第六元素、欧密格、运控电子等在新三板
挂牌，资本市场的“武进板块”正加速形成。
“以前靠自身积累和银行借贷逐步

壮大，现在新常态下要有新突破，上市融
资尤为重要。”长海股份董事长杨国文表
示，企业上市前主营短切毡、湿法薄毡等
玻纤制品,一年约3000万元净利润。上
市后通过融资不断研发新产品，打通了

上下游产业链，复合年增长率超过30%，
去年净利润达到1.47亿元。

去年IPO重启后，武进企业上市挂
牌速度激增。目前，全区上市挂牌企业总
数达到20家，募集资金127亿人民币。一
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发展潜力的高新
技术企业，成为企业上市的“主力军”。武
进国家高新区、西太湖科技产业园等重
点板块，在市、区的支持下相继出台扶持
政策，有力提升了产业水平。

武进区委书记周斌表示，将再接再
厉，积极推进资产规模大、盈利能力强的

大型企业集团在国内主板上市，推进规模
相对较小而主营业务突出、行业排名较前
的企业在中小板上市。对符合高科技、高
成长、新经济、新服务、新材料、新能源、新
农业、新商业模式特质的‘两高六新’企
业，鼓励在创业板上市。今年力争再新增
一批上市企业，多挑担子多作贡献。

记者获悉，目前武进入库培育的企
业达80家左右，其中经市政府认定的拟
上市挂牌后备企业32家。针对具体企业
的具体问题，正通过区镇互动、部门联动
共同解决。 #周健 马浩剑$

2015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收拍
国羽包揽全部5项冠军本报讯 经过5天的激战，昨天，

2015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市奥体
中心新城体育馆落幕。在最后一天的
决赛中，中国羽毛球队包揽全部五项
冠军。

男单决赛中，赛会头号种子王睁茗
对阵队友黄宇翔，后者半决赛淘汰二号
种子田厚威。去年中国大师赛，王睁茗就
曾逆转击败黄宇翔。时隔一年再战，双方
争夺依旧激烈。首局王睁茗开局占先，但
14∶12后连丢7分，在被对手16∶20拿
到局点的情况下，连得6分以22∶20逆
转胜出。第二局双方交替领先，王睁茗在
17平后确立优势，以21∶19胜出直落两
局击败黄宇翔夺冠。

女单方面，中国队惠夕蕊与队友
何冰娇争夺冠军。比赛中何冰娇占据
绝对优势，两人首次在国际赛场上交
手，首局何冰娇在9∶8后连得5分，逐
渐拉开分差以21∶13率先获胜。第二
局何冰娇优势更大，开局就连得13分，
轻松地以21∶9大胜，直落两局击败惠
夕蕊夺冠。

男双张稳/王懿律迎战队友刘雨
辰/李俊慧，后者占据绝对优势，首局
21∶15胜出后第二局再接再厉获胜，直
落两局击败张稳/王懿律夺冠。

女双决赛，包宜鑫/唐渊渟与钟倩欣
/汤金华展开内战。今年全英赛包宜鑫/
唐渊渟曾击败钟倩欣/汤金华。此番再
战，首局钟倩欣/汤金华以21：14先拔头
筹，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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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宁一一拿出解决方案
针对地铁建设对城管、商户等各种影响

本报讯 天宁区是轨道一号线的
主战场，地铁建设势必影响到居民的
生活。近日，天宁区梳理出城市管理、
施工扰民、交通出行等多个方面的影
响，并一一拿出解决方案。

针对地铁施工过程中可能会产生
扬尘的问题，天宁区城管局增加了白
天洒水的频次，从每天2次提高到每
天3至4次；扩大了夜间道路的冲洗范
围，力争把污染道路全部纳入夜间冲
洗范围。同时，对污染道路进行边冲洗
边清扫，提高道路的洁净度，并重点清
理路面尘土和侧石旁的边脚泥，避免
卫生死角的出现。

经前期摸排和信息库比对，和平

路上受直接影响的企事业单位和沿街
商铺有590家。天宁、兰陵、茶山街道
提出，在道路通行能力上，最大化地留
出余地，尽可能降低对经营户的影响，
并建议结合实际，研究出台帮扶施工
沿线企业、商户奖励或税收减免等优
惠政策、办法。

据了解，轨道交通的施工期产生
噪声影响的工序主要是采用明挖顺做
法的车站施工，而区间施工均采用盾
构法，对地面环境影响较小。为此，天
宁区环保局提出，建设单位和施工单
位使用的噪声较大的机械如发电机、
空压机等尽量布置在偏僻处或隧道
内，远离居民区、学校等噪声敏感点。

对于高噪声工程机械设备的使用，要
限 制 在 7：00-12：00、14：00-22：00
时间范围内，若应特殊原因需要连续
施工的，必须事前经环保部门批准。对
受施工噪声影响较严重的敏感点采取
设置临时高隔声围墙或吸声屏障，临
时工房考虑建在靠敏感点一侧以起隔
声作用。

地铁开工后，沿线的天宁区9所
学校约有10285名师生的出行受到较
大影响。天宁区教育文体局统筹安排
好师生的上学和放学时间，错开交通
的高峰期，并要求充分发挥学校护卫
队的作用，组建特殊情况下学生交通
护卫队。 #凃贤平$

依法处理违章经营
城管遭殴鼻梁受损

有关部门领导昨日前往看望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城管局局

长吴建荣带着市领导的关怀之情，特
地赶到天宁区城管行政执法大队，看
望受伤的城管队员李春江等城管队员。

事情缘起4月9日上午，一烤山
芋摊在路桥市场旁设摊经营，城管
队员上前劝阻，要求其撤离。可当事
人非但不听还一味地狡辩，经多次
劝导无效的情况下，城管队员暂扣
处理了烤山芋筒，并告知他到天宁
城管中队接受处理。

出人意料的是，当天下午，当事
人张阿某带着妻子和母亲来到中

队，大闹城管办公场所，把李春江等5
名城管队员打伤，李春江鼻梁骨受损。
事后，经公安部门教育，当事人向城管
队员赔礼道歉，并赔偿了医药费用。

这事很快在网络上传开了。市长
费高云得知此事后，要求相关部门迅
速调查事实，既要安慰受伤城管队
员，更要依法处理肇事者。他强调，城
市管理是大家的事，城市环境需要公
众共建共享。城管队员在文明执法的
同时，更需要大家文明守法，积极配
合、理解和支持，共同营造和谐文明
的环境。 #印香俊 徐蘅 秋冰$

丁山华获称
“中国电器工业年度人物”

本报讯 在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四届六次理事会上，江苏上上电缆集
团董事长、总经理丁山华荣获“中国
电器工业年度人物”称号，全国仅4
位企业家获此殊荣。同时，“上上”品
牌被评为“中国电器工业卓越品牌”。

据了解，丁山华于1983年至今一
直担任企业负责人，把一个无名小厂发
展成为“中国线缆行业最具竞争力企

业”第一名，全球线缆企业规模排名中国
第一，全球第十。2011-2014年，集团连续
四年完成电缆销售超百亿元，企业自主研
发的世界第一座三代安全型核电站用壳
内电缆填补了世界空白，被评为“2014年
度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丁
山华也先后荣获“2013中国经济人物”“中
国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中国工业十大影
响力人物”等荣誉称号。#丁齐舰 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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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小学生们在红梅公园

捡拾垃圾%

当日!我市各公园内游人如织!

也出现了乱扔垃圾等不文明的现

象" 市觅渡桥小学的学生在老师的

带领下来到红梅公园开展社会实践活

动! 小学生们分成若干小组在公园内

捡拾被游客乱扔的垃圾并装入垃圾

袋!呼吁人们做到文明游园"

秦华 陈韦 摄

“四维矩阵”打通
“最后一公里”

服务社区青少年工作!

本报讯 记者昨天了解到，团市委
在天宁区设立“阳光天地”青少年事务服
务中心试点的基础上，积极打造青少年
事务社会工作“四维矩阵”法，努力打通
服务社区青少年的“最后一公里”。市政
协副主席杨平平和部分政协委员视察该
项工作时予以充分肯定。

目前，我市已建成青少年事务服务中
心8家，青少年事务服务点53家。针对特殊
青少年群体需求，团市委创新“四维矩阵”
工作法，即建立一支“1+N”专兼职社工队
伍、成立一批青年社会组织、打造一批服
务阵地、完善一套考核体系，推动对重点
青少年群体的全覆盖，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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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房贷新政落地可行性
短期利好股市但仍需谨慎

央行降准将对楼市、股市产生积极影响

本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2015年4月20日起下调各类存款类金融
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对
于此次降准，属于房地产市场预期之内，
但降准力度超出了预期。业内人士表示，
此次降准将对我市楼市产生积极的影响，
更加提振了开发商和购房者双方的信心。
此外，此次降准增加了“3·30新政中”房贷
新政部分的落地可行性，为改善型需求后
续持续释放提供了保障。我市证券业内人
士认为，本次降准力度超过预期，有效对
冲了上周五监管层“鼓励做空”，“去杠杆”

的利空，短期内利好股市。但我市股民仍
需谨慎做多，不能盲目乐观。
在“3·30新政”后，我市的楼市受到了

积极影响，二手房市场率先回暖。商品房
市场，各楼盘的人流量明显增加，成交量
也开始稳步提升，尤其改善型住宅受政策
影响较为明显。截至一季度，我市的商品
房库存已经降至15个月，连续4月下降。

此次降准，对于楼市来说又是一个
积极的影响，可以看出央行等金融系
统对于房地产市场的积极引导及扶持
的态度，更加提振了开发商和购房者

双方的信心。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会增
大流动性资金，使得开发商贷款难度、
融资成本降低。

目前我市仅有部分商业银行房贷已
经执行二套房首付四成的标准，首套房
方面各商业银行大多也仍然是首付三
成。虽然公积金从今天起，将执行二套房
首付四成的新规，但“3·30新政”的房贷
部分显然还没完全落地。此次降准后，购
房者按揭贷款会更加宽松，增加了房贷
新政落地的可行性，尤其是二套房贷首
付降至四成，使得改善型需求后续持续
释放得到了保障。

业内人士预计，此次降准叠加“3·30
新政”的效应，将为置业者切实带来购房
成本的持续下降。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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