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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升级告知书
尊敬的中国电信用户：

为优化网络、为客户提供更好的

服务，常州电信定于2016年9月7日

0点-5点，对常州市区部分网络设备

进行升级，届时会影响市区范围内电

话、宽带、ITV业务。

我公司将继续秉持“用户至上、用

心服务”的理念，保障用户权益，为广

大用户提供优质服务。我们期待您的

来电，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常州分公司

2016年8月30日

网络升级告知书
尊敬的中国电信用户：

为优化网络、为客户提供更好的

服务，常州电信定于2016年9月9日

0点-5点，对常州市区部分网络设备

进行升级，届时会影响市区范围内电

话、宽带、ITV业务。

我公司将继续秉持“用户至上、用

心服务”的理念，保障用户权益，为广

大用户提供优质服务。我们期待您的

来电，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常州分公司

2016年8月30日

兹有常州风云网络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等12户欠缴社会保险费单位，我
局根据不同的清缴进程，分别制作了
《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社会
保险费征收决定书》、《社会保险费履
行义务催告书》等文书，通过直接送
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等
方式，均未能有效送达。

现我局于2016年8月30日在江
苏省常州地方税务局官网（http://
cz.jsds.gov.cn）进行公告送达，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

在此提醒12户企业及时查询。
江苏省常州地方税务局第五税务分局

2016年8月30日

提醒：
网上查询社保费公告送达文书

公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第一款、《机
动车登记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
条等相关规定，公告一批机动车登记
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五条、《机动车驾驶证申领
和使用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
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七条等相关规
定，公告一批机动车驾驶证停止使用、
机动车驾驶证作废、实习的准驾车型
驾驶资格作废、最高准驾车型驾驶资
格作废、校车驾驶资格作废。具体信
息详见“常州公安网上车管所”官方网
站公告告知查询栏目（www.czcgs.
gov.cn）2016年第十六批公告。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6年8月29日

“写了大半辈子故事，登台讲自己写
的故事机会还真不多，讲不好的话，还请
父老乡亲多包涵⋯⋯”

28 日，金坛区朱林镇唐王村农家书
屋一改以往的宁静，开起一场热闹的法
制故事会。第一个登台的，是 63 岁的

“故事大王”叶林生。
坐在下面听故事的唐王村村民都知

道，土生土长的叶林生，如今在全国故事
界可算得上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他创
作的故事屡获全国故事大赛金奖或一等
奖，前几年还先后摘得全国“山花奖”和

“群星奖”。
“我今天讲的故事叫《天地良心》，事

情发生在一家小五金加工厂⋯⋯”台上，
叶林生手握话筒，很快进入角色。叶林
生曾被评选为“最受农民喜爱的故事
家”，他知道农民爱听什么样的故事。

更令村民自豪的是，正是叶林生进
城前在原唐王乡担任放映员和文化站
长的 20 年间，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故
事迷”们，早在 1988 年便成立起全国首
个乡级农民故事协会，后来还捧回了省
文化厅命名的“文化特色（故事）之乡”
授牌。那些年，唐王故事会在全国都出
了名。

叶林生在台上绘声绘色地讲演，台
下不断有村民悄悄进场，连后排也坐满
了人。几个小学生，更是在故事讲到关

键处，眼睛瞪得老大。
“众目聚焦，人们一片哗然，警车呼

啸而去。”叶林生大手一挥，故事戛然而
止，台下响起一阵掌声。

“创作故事，也得与时俱进。比如当
年我们自己曾打过麻雀、捉过青蛙，这些
曾作为素材写进故事，放在现在肯定不
行了。”叶林生简单作了故事创作分享。

“是呀，我们写校园故事，也碰到了
不少新情况和新变化。”小学教师曹云蒂
接过话音，登台讲演她最新创作的故事

《一支钢笔》。
刘伟、朱祥生、潘晶，一个接一个亮

相，故事都很精彩。
“上个月底，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

评书表演家刘兰芳还专程到我们镇即兴
演出呢。”唐王故事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韩献忠告诉记者，虽然唐王乡先后撤并
到西岗和朱林镇，但农民故事协会活动
28 年来一直没有间断，会员队伍不断壮
大，现有 120 多人，并正从创作型向创
作、讲演兼顾转变。结合镇村道德讲堂
建设，故事协会吸收中小学生和大学生
村官，进村到校宣讲身边道德模范严清
华、徐小扣、钱海鹏等人爱岗敬业和创新
创业的故事，很受欢迎。

“小舞台也能唱大戏，文化让我们充
满了自信。”叶林生透露，下个月，他将应
邀先后赴上海和北京，分别担任2016中
国故事节优秀故事作品大赛评委、文化
部第17届“群星奖”（曲艺类）评委，从中
了解当今故事创作走向，作为基层故事
协会就得不断汲取有益的营养。

赵鹤茂

“故事大王”开讲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劳模创

业者协会获悉，为培养适应纺织工
业创新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市劳模
创业者协会、市纺织工业协会、纺织
政研会、纺织工会、纺织工程学会将
配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财
贸轻纺烟草工会在全国纺织行业开
展“纺织大国工匠”推荐活动，我市
从即日起在市纺织服装企（事）业单
位中全面展开“纺织大国工匠”评选
活动。

“纺织大国工匠”是立足本职岗
位，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追求卓越、

技艺超群，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为
纺织工业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的优秀员工。在他们身上，集中体
现了工人阶级伟大品格和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充分展示了卓越的技
术水平和敬业爱岗的优秀品质。我
市各纺织服装单位既可广泛推荐优
秀人才，也可组织评审小组广泛讨
论、无记名投票确定全国“纺织大国
工匠”的正式人选。

据了解，常州评选“纺织大国工
匠”活动将于9月中旬结束。

（刘卫平 常洪朝 秋冰）

我市启动
“纺织大国工匠”评选

本报讯 29 日，位于钟楼经济
开发区的 220kV 云路变电站接受
验收。这是全市乃至全省建设最快
的变电站，它的建成投运，将为省重
点项目百度大数据产业园提供用电
基础保障。

2015 年 4 月，中兴能源云计算
华东基地项目落户钟楼经济开发
区，项目建设包括云计算基地核心
区建设，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孵化器
建设、云计算、大数据产业人才培养
基地等相关内容。为保障项目的电
力供应，开发区管委会于去年 5 月
正式启动220kV云路变电站工程。

按照一般流程，这样的变电站
建设周期需要 3 年。但是项目建设
不等人，中兴项目创下了当年开工、

当年建设的“钟楼速度”，按照建设
进度，今年 9 月设备就要进场调试，
供电问题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钟楼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钱晓峰
介绍，去年，他们用了 8 个月时间走
完变电站项目审批流程，今年1月2
日破土动工，到本月底实现送电，整
个项目建设周期为15个月，用时为
同类项目的一半。

能在变电站建设上再创“钟楼
速度”，和市区两级发改、规划、消
防、建设、供电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和通力协作不无关系，仅市供电
公司和项目参建单位，就有数百名
电力工人连续作战，克服了大雪、梅
雨、高温天气等不利影响，一次性完
成了供电。 （朱雅萍 吴飞）

钟楼开发区创全省变电站建设最快速度

3年工期15个月完成

本报讯 “今年蟹的长势不错，
目前平均单个重量 50 克左右，到
10 月份应该能长到 100 克左右。”
日前，溧阳市溧城镇班竹村水生农
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水生告诉记
者，越来越多的预约订单让他对“稻
田养蟹”更有信心。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片片长势
良好的水稻田里不时爬出一只只螃
蟹。2013 年，王水生利用 48 亩水
稻田开展稻田养蟹并取得成功。今
年，他在稻田里放养了 250 公斤蟹
苗，目前螃蟹长势良好，预计每亩净
利润能达400元左右。

据了解，稻田养蟹是充分利用
稻田水位较浅、水温较高、溶氧充
足、饵料丰富等生态条件，辅以人工
饵料，实行科学管理，形成稻蟹共生
互为有利的高效生态系统。

王水生表示，“稻田养蟹”基本
不需多加劳动力和费用，“螃蟹吃稻
田里的昆虫，排泄物可以作为肥料，
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用量。同时，
养蟹的稻田产出的稻谷品质更佳。”

他提醒，养蟹的稻田，要注意

使用低毒高效、对河蟹和水质影
响较小的农药。另外，在成蟹捕
捞季，注意清理稻田边的杂草，以
防螃蟹逃跑。

（芮曼菁 沈亚萍 文/摄）

稻田养蟹——

每亩利润400元

本报讯 日前，溧阳市地税局干
部职工及志愿者40多人冒着高温，来
到安徽省岳西县田头中心学校，开展

“风信子之爱·共树好家风”道德讲堂
暨助学助教活动。

志愿者们通过手偶表演、诵读经
典、学习好家风好家训、制作道德警语
书签等方式，帮助学生理解爱、道德、

责任和感恩的含义。
该局还带去由“风信子之爱”基金

会筹集的 1 万元奖励基金，奖励教学
成绩优秀的代课老师。为 6 个教学点
的学生送去爱心书屋——一批书架和
200余本图书。

此外，该局还在田头中心学校
建立了“税务干部社会实践基地”，

今后将定期组织税务干部开展实践
锻炼。

据了解，3 年前，溧阳市地税局以
“蓝色关怀，七月梦想季”为主题，牵手
安徽岳西田头乡开展系列互动活动，
并设立“风信子之爱”基金，共募集资
金近5万元，累计发放26人次。

（芮曼菁 许燕 陈忠纲 文/摄）

溧阳市地税局

赴安徽助教助学

本报讯 7 月初，金坛遭受特
大洪水灾害，灾后统计，路基塌方、
道路中断、水毁农路达到 500 多公
里，10 座桥梁局部损毁，财产损失
近 4000 万元。金坛公路部门及时
组织技术人员对水毁农路桥梁等进
行鉴定，制定合理的修复方案。

截至目前，积水的县道通过清
土、边坡休整、完善排水设施等已完
成修复，损坏的管涵、桥梁也已修复
到位，下一阶段主要对路基塌方地

段进行修复，工程预计投入 800 万
元，9月中旬全部结束。

同时，为了杜绝因洪水冲刷可
能引起的桥梁安全隐患，金坛公路
部门专门聘请专业检测单位对辖区
内 488 座农桥展开排查，通过对桥
梁隐蔽部位的细致勘察掌握桥梁运
行情况，并将根据汇总的相关检测
数据制定维修方案，及时对存在安
全隐患的桥梁进行修复。

（袁金芹 刘玲 陈玉婷 文/摄）

预计9月中旬完工
金坛开展灾后水毁农路修复工程

本报讯 记者从经开区科技局了解
到，近日，省财政厅、省科技厅联合下达
了2016年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中
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和中天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榜上有名，共争取省专项资金
2200万元。

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承担的
“全球领先节能低排放出口内燃机车的
系列化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对接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攻克大功率机车
柴油机燃油高压共轨、VTG可变涡轮增
压、米勒循环等前沿技术，开发全新一代
机车柴油机，形成系列化出口内燃机车
产品族，增强我国轨道交通装备的国际
竞争力。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的“高
品质轴承钢、齿轮钢等特殊钢的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利用与上海大学合作研发
的脉冲磁致振荡凝固均质化技术，突破
了特殊钢的铸坯组织和成分不均匀这一
国际冶金界技术瓶颈，提高高品质轴承
钢、齿轮钢等特殊钢铸坯质量。

据介绍，这两个项目预计新增投资
1.8亿元，将为经开区相关产业提升产品
层次、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市场竞争力提
供新动力。 （舒泉清）

经开区两个科技项目

获省专项资金
2200万元

27日上午，10多名孩子拉住暑假的
尾巴，跟着爸爸妈妈来到位于新北区泰
山路的常州生物医药孵化器和太阳做了
一次有趣的“游戏”。他们和“太阳公公”
合作一起在手岶上画上了美丽的图案。

在“我爱如棉”创客空间和常州生物
医药孵化器联合举办的太阳染活动中，
孩子们发挥丰富想像，在经过太阳染溶
剂处理的淡黄手帕上，有的放上了手工
剪纸，有的摆放了草花，还有的在装手帕
的袋子上用黑笔画上了卡通画。然后手
帕被拿到太阳下，晒了将近半小时，拿出
手帕用水清洗。一遍一遍漂洗后，孩子
们和爸爸妈妈惊喜地发现，手帕成了淡
蓝色，而且被剪纸和花草覆盖的地方留
下白色的图案。

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太阳染指导老
师告诉孩子们，这是因为经过溶剂处理
的手帕在阳光下会产生反应，从而变色。

据悉，举办此次活动是常州生物医
药孵化器向药用植物提取、植物提取物
综合利用行业的延伸“试水”。

（瑾亮 木子）

和太阳一起
“画画”

本报讯 日前，溧阳市溧城镇东
升社区的“太阳花”爱心驿站传出阵阵
笑声，原来是“假日妈妈”谢小英在陪
留守儿童丁宁做游戏。

今年 8 岁的丁宁是该社区的常
客，她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忙着
打零工，假期里一个人在家。今年暑
假刚放假，她就来到社区和21名留守
儿童与“假日妈妈”共度快乐时光。这
些“妈妈”都是镇里各个社区的爱心志
愿者，有做医生的健康妈妈、从事政法
工作的法律妈妈，还有做老师的教育
妈妈等，对孩子们进行假期的学业辅
导、文明礼仪、安全健康、唱歌跳舞等

方面的指导。
据了解，该社区位于城郊接合部，

始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区设施
不全，房屋年久失修，许多老住户陆续
搬走，剩下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这些
家庭人员大多数无固定工作，谋生的
手段和技能都比较缺乏。据统计，东
升小学、东升幼儿园、倪庄幼儿园流动
儿童占了 75%的比例，在东升幼儿园
还甚至有孩子交不起学费。

为了让留守儿童、流动家庭儿童
和困难家庭儿童得到更多关爱，今年
2 月该社区专门成立了“太阳花”爱心
驿站，作为该镇心愿树爱心工作站的

细化和延伸，重在关爱流动人口困难
家庭儿童和留守儿童等群体，从学习
到生活，从物质到精神，为孩子们提供
贴身和贴心的关爱。

社区工作人员金园称，“假日妈
妈”与留守儿童一对一、多对一结对，
陪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
暑假。“让孩子们快乐起来，不仅要保
护他们的身体不受侵害，更要让他们
像太阳花一样，不论把它插在哪里，
不 畏 酷 暑 都 能 生 根、发 芽、顽 强 成
长。这就是‘太阳花’爱心驿站的意
义所在。”

（芮曼菁 杨竹娇 强超超）

溧阳市溧城镇东升社区

“假日妈妈”陪留守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