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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市区低收入公共租赁住房
租金补贴转实物配租申请家庭情况公示

序
号

1

2

3

受理点

钟楼区

钟楼区

钟楼区

申请人

潘波林

梁汉平

吴高富

性
别

男

男

男

户籍地址

怀德北路21号

电子新村4—甲—203

新中村委上村125号

工作单位

低保

打零工

低保

收入状况

低于1645

低于1645

低于1645

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低于18

低于18

低于18

安置意见

实物配租

实物配租

实物配租

根据《常州市市区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市政府关于加快实现市区住房保障
应保尽保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常州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
通知》的规定，经过本人申请、常州市住房保障中心审核，拟将下列低保(特困）无房
租金补贴家庭调整为低收入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现予公示。如有异议，请于
公示之日起十日内向常州市住房保障中心反映（地址：晋陵中路607号1号楼209，
电话：86720018）。

常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16年9月6日

本报讯 《常州市轨道交通 2 号线
一期工程站点周边城市设计》近日通过
专家论证。

我市轨道交通 2 号线途经钟楼、天
宁及经开区，主要连接钟楼新城、南大
街、文化宫、红梅公园、三角场和常州经
开区等重要区域。它将成为市区东西向
的主要客运通道，同时可促进沿线土地
的合理开发利用。

2 号线一期工程（青枫公园站至五
一路站）沿线线路总长约 19.86 公里，线
路设站 15 座。本次规划范围为线路两
侧 500 米至 800 米范围，在全线系统梳
理的基础上，重点对五星站、勤业站、怀
德站、南大街站、三角场站、丁塘河公园
站（车辆段）、五一路站 7 座站点重点研
究，形成城市设计导则以及站点及周边
用地优化的建议。

下一步，规划局将组织对该项目成
果进一步优化完善，按程序推进。

又讯 为提升我市轨道交通 1 号线
通车后的站点周边环境品质，综合引导
站点周边地区的近期建设，市规划局在
组织编制了《常州市轨道交通 1 号线站
点周边地区街道空间环境综合整治》基
础上，近日组织召开了该项目的专家论
证会。

该规划是对轨道交通 1 号线沿线
29 个站点出入口所涉及 200 米半径范
围视线可及的建筑、环境的综合整治。
根据站点等级、现状条件等，因地制宜对
各站点周边地区的建筑风貌、交通组织、
绿地景观、街道设施等方面提出了详细
的整治方案建议，以指导后续环境景观
的综合整治。

（陆晔 孙东青）

有关设计通过论证

2号线一期沿线设站15座

常州市市区低收入公共租赁住房
租金补贴转实物配租申请家庭情况公示

序
号

1

2

3

受理点

钟楼区

钟楼区

钟楼区

申请人

潘波林

梁汉平

吴高富

性
别

男

男

男

户籍地址

怀德北路21号

电子新村4—甲—203

新中村委上村125号

工作单位

低保

打零工

低保

收入状况

低于1645

低于1645

低于1645

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低于18

低于18

低于18

安置意见

实物配租

实物配租

实物配租

根据《常州市市区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市政府关于加快实现市区住房保障
应保尽保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常州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
通知》的规定，经过本人申请、常州市住房保障中心审核，拟将下列低保(特困）无房
租金补贴家庭调整为低收入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现予公示。如有异议，请于
公示之日起十日内向常州市住房保障中心反映（地址：晋陵中路607号1号楼209，
电话：86720018）。

常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16年9月6日

常州市市区低收入公共租赁住房
租金补贴转实物配租申请家庭情况公示

序
号

1

2

3

受理点

钟楼区

钟楼区

钟楼区

申请人

潘波林

梁汉平

吴高富

性
别

男

男

男

户籍地址

怀德北路21号

电子新村4—甲—203

新中村委上村125号

工作单位

低保

打零工

低保

收入状况

低于1645

低于1645

低于1645

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低于18

低于18

低于18

安置意见

实物配租

实物配租

实物配租

根据《常州市市区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市政府关于加快实现市区住房保障
应保尽保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常州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
通知》的规定，经过本人申请、常州市住房保障中心审核，拟将下列低保(特困）无房
租金补贴家庭调整为低收入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现予公示。如有异议，请于
公示之日起十日内向常州市住房保障中心反映（地址：晋陵中路607号1号楼209，
电话：86720018）。

常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16年9月6日

本报讯 今年 16 岁的剑剑 5
岁时被确诊为重度自闭症，2006年
进入天爱儿童康复中心进行康复教
育，是天爱最初接收的“星星的孩
子”之一。如今，他已经找到了今后
赖以生存的职业，成为天喜儿烘焙
坊最资深的面包师之一。

记者日前从天爱了解到，经过
多年的探索实践，天爱已经建立一套
完整的自闭症康复体系，即0-6岁学
前康复部、7-18岁小学职业部，以及
针对重症脑瘫儿的西直街康复部，一
步步填补了我市在自闭症康复教育
体系和学术研究上的空白。

但与此同时，除了少部分能通
过融合教育回到普通学校就读，许
多与剑剑年龄相仿的孩子仍面临着
无法被社会接纳的尴尬境地。自闭
症患儿基本没有接受平等教育的机
会、没有接受职业技能的学校、没有
融入社会的体系，安养庇护机构又
严重不足，大龄自闭症患者今后很
有可能无处可去。天爱创建者杨建
军敏锐地意识到，自闭症孩子想要
有尊严地活着，融入社会、谋求出
路，拥有一门技能很重要，发展职业

教育是一条必经之路。
2012 年起，天爱成立手工教研

组，专门研发适合自闭症儿童学习的
职业课程。剑剑就是第一批参加职业
烘焙技能培训的学生，从认识面粉到
称量、揉捏面团再到烘焙，每一个流程
他和同学们都经历了上万次练习。

2014 年，天爱与大喜来合作开
办了天喜儿烘焙坊，专门为大龄自
闭症患者提供庇护性职业培训和就
业。记者了解到，开业两年多来，天
喜儿已经培训了以自闭症为主的残
障人士 30 多名，目前有 2 名半就业
学徒和8名全职学徒在这里工作。

但这远远满足不了我市自闭症
患者群体的需求。

目前，天爱自闭症职业教育学
校正在积极筹资完成建设，预计明
年 6 月可投入使用，建成后，将成为
国内规模最大、体系最全面的自闭
症患儿职业教育学校，可以同时为
超过 200 名 7 岁以上的自闭症患儿
提供文化学习和烘焙、园艺等职业
技能教育，让有条件的自闭症患儿
能在成年后实现自力更生，并更好
地融入社会。 （唐文竹 张晓君）

我市逐步建成自闭症
患儿教育完整体系

昨天上午，在市救助管理站，从
吉林省白山县赶来的代师傅抑制不
住满心激动。他一手拉着 22 年未
见的老母亲，一手不断擦拭眼泪，说
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再见到娘。

故事还得从 8 月 2 日说起。那
一天，66 岁的唐老太晕倒在湖塘街
头，由于疑似流浪乞讨人员，她被民
警送到了市救助站，救助站随即将
老人送到德安医院救治。医生说，
老人中风了，情况很危险，幸亏送医
还比较及时。经过救治，老人的意
识逐渐清醒，但已半身瘫痪。

在病床前，救助站工作人员多
次与老人聊天，她说自己是吉林人，
离家已经 20 多年。在常州的这些
年里，她一直孤身一人，主要靠捡废
品为生。老人又断断续续报出了几
个地名，工作人员经过多方查找和
联系，终于在白山县一处林场找到
了她的家人。

接到常州方面的电话，代师傅

虽然心存疑虑，但还是带着妻子和
小弟赶到了常州。在德安医院，兄
弟俩几乎一眼就认出了母亲。唐老
太却认不出已是壮年的儿子了，直
到两个儿子报上姓名，她才喊了一
声“我的儿”，呜呜哭了起来。

代师傅说，他家有三兄弟。
1994 年，母亲和父亲吵架后去了山
东老家，不久后山东亲戚写来一封
信，说母亲去了江苏，但是具体去了
哪里却不得而知。这些年，三兄弟
去过南京、徐州等地找寻，但没有获
得任何线索。到后来，找到母亲的
希望越来越渺茫，他们都以为母亲
不在人世了。

代师傅和妻子、弟弟买来了轮
椅，将母亲小心翼翼搀扶坐好，来到
救助管理站办理相关手续，准备回
家。他们告诉救助站工作人员，今
后会好好照顾好母亲，把缺失的亲
情找回来。 朱雅萍 承文菊

找到了失散22年的母亲

“我们家种植红香芋，一点都不用
烦心，经济效益非常稳定。昌玉红香
芋合作社不但技术上免费指导，还免
费提供种子和有机肥料，产品又由合
作社统一包销售。”金坛区直溪镇葵甲
村今年 43 岁的布依族妇女罗莉告诉

记者。她家在昌玉红香芋合作社的
帮助下，去年种植 7 亩多红香芋，纯
利达5万余元。

近年来，金坛区直溪镇在少数民
族脱贫致富奔小康工程中，以各农业
专业合作社项目为平台，在资金、技

术、销售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帮扶，带动少
数民族勤劳致富、创业致富。

今年48岁苗族妇女陶富仙说：“过去
我家经营30多亩水面养鱼，产量低、品质
差，效益很不理想，有时候保本都难。”如
今，她家在建昌水产合作社的帮助下，变
单品种养殖改科学化的综合养殖，放养的
鱼苗分上、中、下多层活动习性鱼类，形成
了立体化水面养殖，原来饵料投喂一个层
面的鱼吃，现在是多层次水面的鱼享用，
同等的饵料养殖了多层习性的鱼类，有效
地节约了成本，与此同时，合作社还指导
陶富仙在圹埂种草养鱼、养羊20多只，去
年，她一个人在家，综合效益达到了5万
元，比以往提高了几倍。

据了解，直溪镇有土家族、壮族、水族
等 15 个少数民族家庭 132 户,在 43%的
少数民族家庭劳力被优先招工到企业上
班的同时，其余少数民族家庭都加入了红
香芋协会、蚕桑协会、水产养殖协会等五
大协会，接受了种苗、技术、销售、深加工
等统一服务，有效提升了农业附加值和种
养效益。 曹金霞 周文俊 刘智永

金坛区直溪镇

五大协会助少数民族致富

本报讯 近日在合肥举行的第
十四届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
实践活动决赛中，奔牛实验小学的
小创客们从 5000 名参赛选手中脱
颖而出，获得物联网创新设计项目
团队组一等奖、个人组一等奖各一
个，团队组二等奖、个人组二等奖各
一个。

团体一等奖获得者潘彬、王语

卓、王语越的“智能书包”吸引了全
场的眼球。这个书包可通过遥控，
迅速回到主人身边，同时书包只有
主人能够开启，过了10秒钟会自动
关闭；如晚上一个人回家光线太暗，
绿灯会亮起，照亮回家的路。另外
遇天气不好还能语音播报，给主人
一些建议。如强行打开，书包会自
动报警，吓跑别人；如果书包太重，
就会发出警报。

个人一等奖获得者韩睿波的“智
能花架”得心应手，他说灵感来自于
爸爸特别爱养多肉，家里也有花架，
但不“智能”。他设计的“智能花架”
会自动侦测光线、温度、湿度等信息，
从而自动作出反应，达到一定湿度，
风扇会自动开启，达到一定温度，遮
阳板会自动盖上，甚至还可防盗。

据了解，奔牛实验小学积极响
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促
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开发
了 3D 打印机、航空模型等 10 多门
校本创新课程，组建了创客空间、自
在漫客等 20 多个校级创新社团。
新学期还将投资 60 万元在奔牛实
验小学建立创客基地，为孩子们动
手动脑、搭建模型创设更好的条件，
让科学实验在瑰丽想象与美好生活
之间架桥梁。

（高伟明 姜彩美 黄智平）

分别是：智能书包，智能花架

在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比赛中

奔牛实验小学获两个一等奖

常州港上半年统计数据近日出炉，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984.27万吨，同比增长11.74%。 这是8月31日拍摄的常州港
码头。 宋婧 盛鸿良/文 陈暐/摄

本报讯 我市从本月起对混凝土搅
拌车展开专项整治。

在钟楼区茶花路与棕榈路交叉路
口，记者看到黑色的柏油马路中央，有一
条长近 20 米、宽 80 厘米的灰色水泥
带。钟楼城管行政执法大队建管中队中
队长黄斌说，这是混凝土搅拌车撒泼滴
漏留下的。他们是凌晨 4 点多发现的，
因没有当场逮到肇事车辆，只得请环卫
工人和他们一起清理。“这些混凝土掉在
路上，1 个小时左右就凝固了，清理起来
很麻烦，而且清理后路面会留下一道灰
色印迹，很难看”。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混凝土需
求量日益增大，混凝土搅拌车沿路撒泼滴
漏现象呈高发态势。市城管行政执法支
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将采取市、
区两级联动机制，联合公安、城乡建设等
部门加大对混凝土车辆污染道路行为的
查处力度，对轨道交通工地和主要路段的
重点工地采取定岗、定人、定责方式，并依
据《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等规定，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有31家混凝
土单位、40个混凝土搅拌站点、近千辆混
凝土搅拌车。由于车辆证据固定难，时间
跨度大，执法人员只能通过调取视频监控
或各路段设卡追查等方式，才能锁定肇事
车辆，给城市管理带来一定难度。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长沙等
城市已推行防混凝土搅拌车滴漏措施，
就是在车后混凝土出口处加装一套装
置。我市不妨也借鉴学习一下。

（徐蘅 吴欢晔 秋冰）

本月起——

我市专项整治
混凝土搅拌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