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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围绕“大走访”活动中群
众反映突出的困难和问题，钟楼区日前
召开“小微权力”专项治理工作动员大
会，要求全面查纠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

从低保申请到救灾物资分配，从
村级资产处置到拆迁补偿，基层干部
和工作人员看似手中权力不大，但其
工 作 却 与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的 利 益 息 息
相关。作为钟楼区落实市委“三大一

实干”活动的一个重要举措，此次专
项 治 理 行 动 主 要 目 的 是 规 范 各 单 位
各部门“小微权力”运行，重点治理提
升 8 个方面。

基层（村居）“三资三化”专项提升行
动，重点查处挥霍、侵占、违规处置基层

（村居）“三资”、损害群众利益、违规设立
“小金库”等行为；

国有、财政资金合规使用行动，重点
查处挪占专项资金、违规担保、国有资产
收益设置“账外账”、政府（平台）资金违

规存放等行为；
“四风”问题专项治理行动，重点

查处违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滥发津
补贴、违反财经纪律等行为；

（下转A2版）

钟楼区：

8个方面规范“小微权力”

本报讯 继9号平衡车以后，今
年纳恩博（常州）科技有限公司又重磅
推出电动滑板车。由科教城企业纳恩
博常州公司研发团队参与设计的该款
滑板车，日前荣获今年德国红点设计
大奖，这标志着常州智造首次站到世
界工业设计领域巅峰。

记者在该公司生产车间看到，
今年新增的 4条电动滑板车生产线
一片忙碌，骑着滑板车的测试人员
穿梭其间。常务副总经理孙艳群介
绍说，目前电动滑板车开始受到年
轻人的追捧，要加班加点确保按时
交货，预计全年可销售20万台。

据介绍，去年该公司研发团队
就开始参与研发和设计电动滑板
车，并于12月借助小米销售平台推
向市场。

德国红点设计大奖的历史可追
溯到1955年。 （下转A7版）

车重12.5公斤，充电续航30公里，
最高速度25公里/小时

我市纳恩博电动滑板车——

荣获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交警部门表示，对电动滑板车
骑行范围和速度目前尚无明确规
定，出于安全考虑，吁请市民尽量在
场地内行驶，并控制好速度。

本报讯 记者 4 月 28 日在武进人
民医院南院看到，国内首个 B2C 远程医
疗心电监测项目已投入运行。该项目
由以色列 Natali 公司研发，依托中以常
州创新园这一平台实施，可提供“在家
即时心电监测、线上实时诊断、线下快
捷治疗”远程心电监测医疗服务，市场
空间巨大。

中以常州创新园已集聚中以合作企
业 50 家，涉及医疗器械、新材料、农业、
汽车零部件、食品营养强化剂、商务咨

询、金融服务等领域。园区与以色列创
新局联动，共同构建了贯通研发孵化、技
术转移、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投融
资服务、项目引进等功能的创新合作链。

副市长、武进区委书记史志军表示，
武进连续多年居全国民营经济最具活力
县区第 1 名，目前全区 20 多家上市公司
都来自民营企业，400 多家高新技术企
业中有387家是民营企业。在爬坡过坎
的关键阶段，全区正以民营经济为主抓
手，加快打造以“资本+创新”为主要特

征的“新苏南模式”。今明两年，将重点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骨干企业
做强主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同时
壮大一批科技小巨人和行业排头兵，做
优做强武进300强企业群。

围绕产业创新发展，武进日前出台
产业创新发展“1+5”政策意见，在农业
现代化、工业经济、现代服务业、人才优
先、金融扶持等方面强化支持，撬动各
类资源向实体经济集聚。其中，在重点
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人才引进上，最高

给予 1000 万元创业资金资助；创业担
保上，个人贷款额度提高到 50 万元，10
万元以内按贷款基准利率的 100%给予
贴息；当年授权的发明专利，每满 5 件
奖励权利人 5 万元；对积极应诉国外反
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调
查的企业，每个案件给予每个企业 10
万元资助。

针对企业家反映的共性问题，武进
将充分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
点的改革红利， （下转A2版）

出台“1+5”政策意见，加大政府支持引导力度

以“资本+创新”为主要特征——

武进加快打造“新苏南模式”

五一节，劳动者的节日。与此同时，
一种“机器人劳动者”正日益引发社会关
注。

工信部官网显示：浙江率先推进机
器换人，计划自 2013 年起 5 年间，每年
实施 5000 个机器换人项目，实现 5000
亿元机器换人投资。浙江省经信委副主
任凌云称该项目至 2015 年已累计减少
普通劳动工人近 200 万人；安徽正抓紧
推进“‘机器换人’十百千工程”；广东、山
东等地则都在自身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
领域大力推动“机器换人”，已有不少人

工岗位被机器人劳动力替代。

促转型、用工荒等因素助
推“机器换人”遍地开花

业内专家称，当前我国机器人制造
技术日趋成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改
革需要、用工成本高以及用工难等因素，
共同推动各界对机器人劳动力的期待。

在深圳雷柏科技的生产车间，生产
线的主角不是一排排工人，而是一列列
灵活翻转的机械手臂。通过研发智能自

动化体系，雷柏科技直接生产员工数量
从十多年前高峰期的3200多人，减少到
现在的 800 多人，每年节约大量费用支
出。

据悉，从2005年开始，雷柏遭遇“用
工荒”，人力成本上涨。2011年，雷柏一
口气购买了75台工业机器人，人力成本
骤降。“以键盘组装为例。现在一条生产
线上，5 名工人通过管理机器人就可以
完成之前100人的工作量。”雷柏机器人
运营管理部经理刘慈平说。

根据广东东莞市经信局的数据，

2014年9月至2016年10月，东莞“机器
换人”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共 1485 个，预
计可减少8.7万工人。

在山东，兖州煤业下属的兖州东方
机电有限公司炉具生产车间，“新华视
点”记者看到， （下转A7版）

“机器换人”风起云涌

未来就业市场究竟会受什么影响？

深入开展深入开展
““三大一实干三大一实干””活动活动

大转变篇大转变篇

新华社上海 5 月 1 日电（记者陈爱
平）“五一”小长假，“周边游”火爆。旅
行公司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成为国内
热门旅游目的地。业内人士分析，长三
角地区居民正通过自己的“旅途”，助力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携程旅行网发布的报告显示，除了
上海，长三角地区的苏州、杭州、无锡、常
州也位列热门目的地前10位。

越来越多跨城市旅游推广活动在长
三角地区展开，惠民活动也从同城延展
到区域。在今年“五一”前后，上海欢乐
谷联合携程旗下去哪儿网推出了针对上
海市民以及周边城市如苏州、杭州、昆

山、宁波、舟山、绍兴、无锡等地居民的优
惠票价活动。

有趣的是，不少上海市民会前往苏
州购物村购物，苏州市民会前往上海购

物村购物，体验不同的旅游休闲环境。
据介绍，长三角地区居民对旅游购物

的需求变化显著：从单纯的“买买买”到注
重体验；从单纯的“看风景”到注重理解。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
授何建民评价，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可
以作为深化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建设的重
要抓手， （下转A6版）

“五一”3天27家景区接待游客122.7万人次

携程网旅游热门目的地——

常州位列前 10位

连日来，在西太湖车展现场，不
少市民体验东风日产沉浸式虚拟驾
驶科技，感受了未来的出行方式。

在 VR 体验专区，市民陈先生
坐进白色体验车，戴上最新高清
VR 眼镜，瞬间就感觉是自己在驾
驶汽车，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未来
空间——汽车在高楼之间穿梭自
如，一切犹如身临其境，特别是智能
驾驶、智能动力和智能互联技术，让
驾享者变得有趣而从容。

“很刺激，也很逼真！”陈先生
说，他感受到了日产智行科技带来
的驾驶乐趣。

工作人员介绍说，体验者在
行程中可以体验到 BSW 盲区预
警系统、IEB 预碰撞智能刹车辅助
系统等先进技术。同时，还能体
验到自动驾驶技术，可以在全自
动模式下完成转向、加速和刹车
等操作。

虚拟现实技术的迅猛发展，让
消费者提前触摸到未来的汽车科
技。东风日产致力于运用可视化、
情景化、互动化、科技化体验方式来
连接品牌与用户，让消费者感知日
产的未来科技。

（下转A6版）

——感受智行科技带来的驾驶乐趣

东风日产开启VR智能体验

本报讯 马来酸酐广泛存在于
不粘锅铲、汤勺、儿童餐具等塑料餐
厨用品中。此前，马来酸酐的含量
检测一直是个难题，而常州检验检
疫局危包检测中心最近研发的一项
新技术，填补了这一空白。

马来酸酐在食品接触材料方面
有广泛的应用，但是如果违规、超量
使用，或生产工艺控制不当，会导致
迁移量超标，也就是在餐具使用过
程中逐渐释放出来，对人体健康产
生威胁。马来酸酐粉尘和蒸汽具有
刺激性，吸入后可引起咽炎、喉炎、

支气管炎、哮喘、皮疹等，可以说是
健康的“隐形杀手”。

在现行国家标准和将于今年
10 月实施的新版标准中，均对食品
接触材料中马来酸酐的迁移量有严
格规定。但在以往，我国缺乏从塑
料粒子中快速检出马来酸酐的技术
手段。此次常州检验检疫局依靠自
行研发，结合高效液相色谱仪进行
快速检测，可以帮助餐具生产企业
监测原料和半成品中的马来酸酐含
量，从源头上杜绝成品中的迁移量
超标。 （朱文鑫 曹孝文 朱雅萍）

我市诞生一项新技术——

从源头控制餐桌上的
一种“隐形杀手”

本报讯 由武进区水产技术推广
站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
究中心、江苏诺亚方舟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共同研究选育的中华绒螯蟹“诺亚一
号”，日前通过农业部水产新品种审定

（品种登记号：GS-01-005-2016），成
为全国首个由区级水产推广机构参与
技术公关，并正式通过国家审定的水产
养殖新品。

中华绒螯蟹是一种经济蟹类，又称
河蟹、毛蟹、清水蟹、大闸蟹，江苏省是全
国主要产区之一。“诺亚一号”是以2004
年、2005年在长江干流江苏段分别收集
挑选的中华绒螯蟹野生亲蟹 689 只和
567 只为基础群体，以生长速度为主要
目标性状，采用群体选育技术，奇数年和
偶数年分别进行，经连续 5 代选育而

成。在相同养殖条件下，与未经选育的
长江水体野生中华绒螯蟹相比，奇数年
成蟹生长速度平均提高 19.9%，偶数年
成蟹生长速度平均提高20.7%。

2015年以来，“诺亚一号”蟹苗在常
武部分地区试点推广，由于其生长速度
快、成蟹规格大，亩均养殖效益比普通中

华绒螯蟹增加 25%以上，受到养殖户热
捧，苗种供不应求，甚至出现提前3年排
队定苗现象。该品种的面世，成功突破
了河蟹养殖过程中苗种质量的制约瓶
颈，将为江苏乃至全国河蟹养殖产业的
健康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据了解，江苏已经成功培育出 3 个

中华绒螯蟹新品种，除了此次通过审定
的“诺亚一号”，还有 2011 年的“长江 1
号”和 2013 年的“长江 2 号”，其中，“长
江 1 号”是江苏省培育出的第一个河蟹
新品种，也是我国审定通过的第一个淡
水蟹类新品种。

（杨娟 刘一珉）

亩均效益增加25%以上

经10多年研究——

我市培育出一种新品螃蟹 通过国家审定

本报讯 经国家民委批准，武
进区雪堰镇城西回民村日前被命名
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城西回民村是苏南地区唯一少
数民族聚居村，全村均在太湖湾旅
游度假区规划范围内，辖区总面积
5.08 平方公里，回族家庭 98 户 356
人，分布在陡门、中巷等 5 个村民小
组，回族村民户数在 5 个村民小组
中占比70%左右。

经过村口的回族风情门楼，就
进入陡门塘回族聚居自然村，村居
采用清一色穹顶状拱形墙头和印有
回族风格的花边围墙。在村庄中

心，民族村史馆、民族文体中心、清
真餐厅伊清阁也同样极具回族风
情。

城西回民村党总支副书记吕建
伟告诉记者，回民村聘请了专家为
陡门塘村村庄进行环境整治规划和
美丽乡村发展规划，通过宕口复绿、
河道整治、篝火广场建设、房屋回族
元素立面改造等，对村庄进行了全
方位整治，同时兼具回族特色。

全村还结合民族风情，利用嬉
戏谷等周边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
业、旅 游 观 光 型 生 态 农 业 ，拥 有
1000余亩梨树园、（下转A6版）

我市雪堰镇城西回民村——

成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车展：
今天是最后一天

为期 5 天的西太湖春季车展，今天
是最后一天。

本届车展，参展品牌、参展车辆和参
观人数均创历史新高。

刘克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