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欧法玛制药技术有限公司2%国有股权挂牌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本所将对下述国

有股权实施转让，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意向受让方，特公告如下：

一、转让标的
常州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常州欧法玛制药技术有限公司2%国有
股权，转让底价2223419元。

二、咨询时间
即日起至2017年9月11日（节假

日除外）。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女士
电话：0519-86677335
有关上述标的企业的基本情况、受

让条件、报名手续办理及其他事项说明，
请意向受让方登录以下网站进行查询。

网址：www.jscq.com.cn（江苏省
产权交易所）

www.czcq.com.cn（常州产权交
易所）

常州产权交易所
2017年8月1日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关于调整孟河镇区机动车限制通行区域的通告

为加强孟河镇区道路交通管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
关规定，决定对孟河镇区载货汽车、大型
公路客运车辆、专项作业车、运输危险物
品车、农用运输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拖
拉机、驾驶教练的教练车限制通行区域
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以下区域和道路，禁止大型公路
客运车辆、专项作业车、运输危险物品车、
农用运输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拖拉机驶
入；禁止进行驾驶教练的教练车行驶；每
日7时至9时、16时30分至19时，禁止
5吨（含）以上载货汽车驶入：

（一）齐梁大道、小水线（即黄山路）、
政泰路、孟河大道、S239、S308所围成
区域；

（二）小水线（即黄山路）（齐梁大道

至政泰路段）。
二、以下区域和道路，禁止运输危险

物品车、农用运输车、拖拉机驶入；每日
7时至9时、16时30分至19时，禁止荷载
5吨（含）以上载货汽车驶入：

（一）孟河大道、孟城西路、孟城北路、
孟城东路所围成区域；

（二）孟河大道（孟城西路至孟浦线
段）。

三、上述区域和道路实行临时交通
管制时，上述车辆禁止通行。

四、本通告发布前的有关孟河镇区
机动车限行规定与本通告不一致的，以
本通告为准，本通告自2017年8月10日
起施行。

特此通告。
2017年8月1日

常州市新建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公告
为规范机动车行车规范，促进驾

驶人文明出行，保障交通安全、有序、
畅通，预防交通事故发生。我市新增
4套高清视频电子警察系统，将于
2017年8月8日起投入使用。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
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将新增的电
子警察分布情况公告如下：

特此公告。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7年8月1日

序号
1
2
3
4

设备所在位置
北大街/玉隆路
博爱路金桥市场
公园路人民公园

劳动西路九洲服装城

新景花苑、富都花苑等27套房产竞价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本所定

于2017年8月29日10时起
在E交易平台对以下资产进行
公开竞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竞价标的
1、新景花苑10套房产转

让项目。
2、富都花苑（北）、河海二

村等17套房产转让项目。
二、咨询与展示
1、咨询与展示时间：即日

起至2017年8月28日（节假
日除外、联系后统一组织踏
勘）。

2、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三、注意事项
竞买人应按公告要求实

名注册成为E交易平台会员，
并通过会员注册账（卡）号将

保证金及时足额缴至系统提
示的账户并到账（以E交易平
台系统到账为准），否则将无
法参与标的竞价。禁止其它
缴纳方式及第三方代缴保
证金。

四、联系方式
标的咨询联系人：赵女士

施先生86677335
技术咨询联系人：杨先生

89890395 18168812669
本所地址：常州市新北区

龙锦路1259-2号11楼
产交所网址：www.czcq.

com.cn
E交易平台网址：www.

e-jy.com.cn
常州产权交易所
2017年8月1日

律师声明
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谢亦团律师接

受蒋星女士的委托，就其辞去江苏环宇
集装箱娱乐小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
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职务事宜，
发表如下声明：

1、蒋星女士已于2017年6月26日
起从环宇公司离职，不再担任环宇公司
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职务，此后环宇公
司所有行为都与蒋星女士无关。

2、蒋星女士并未授权环宇公司继
续使用其法人章以及代为签字，环宇公
司如冒用蒋星女士名义开展经营活动或
签字，蒋星女士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
的权利。

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
谢亦团律师

2017年7月28日

公 告
中心分区ZX0603基本控制单

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草案将于

2017年8月4日-2017年9月14日

在市规划局网站（www.czghj.gov.

cn）、常州市规划馆、地块所属街道

办事处及现场公告。公告期间公众

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间

提出陈述、申辩、请求协调或听证申

请等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上

述权利。

常州市规划局

2017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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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今日起
实施，记者昨天从市统计局获悉，目前我市正着手制定出
台预防和惩治数据造假、弄虚作假行为的实施细则。

统计造假、数据掺水，数出多门、来自各部门的数据
不一致，是近年来统计领域存在的问题，也是社会公众高
度关注的问题。

据介绍，此次《条例》明确了与统计工作有关的各个
环节在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中的责任，把确保
统计数据真实准确贯穿到整个法律规范中。《条例》共 8
章55条，从反对统计造假责任制、统计调查活动、统计调
查的组织和实施、统计资料公布的主体、权限和要求、统
计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等5个方面作了细化和补充。

市统计局负责人表示，全市各级统计部门将采取各
种形式学习宣传《条例》，传播统计法律知识，规范统计行
为，维护统计秩序；加大各种督查检查力度，严肃查处违
反《条例》的各种行为，有案必查、违法必究，营造遵守统
计法的良好氛围。 （常统宣 孙东青）

我市正在制定细则，预防惩治数据造假行为

《统计法实施条例》
今起施行

本报讯 因横玉路（红联路
—赵家路、崔横南路—朝阳路）封
闭施工需实施交通管制，公交将
于 8 月 1 日起对涉及的 63、263、
273路公交做临时调整。

63 路：由常州客运中心始
发，按原线行驶至新横崔路红联
路路口后，调整行驶新横崔路、赵
家路至横玉路路口后恢复原行驶
路线。临时撤销红联路（新横崔
路—横玉路）、横玉路（红联路—
赵家路）行驶路段，同步撤销“红

联村委”双向停靠站，“红联路戚
横路”南行站点移至204路“戚横
路红联路”东行站点停靠；“横林
中学”双向停靠站移至牛圹街横
玉路路口停靠。

263 路：由横林公交中心站
始发，按原线路行驶至朝阳路崔横
南路路口后，调整行驶朝阳路至横
玉路路口后恢复原线路行驶。临
时撤销崔横南路（朝阳路—横玉
路）、横玉路（崔横南路—朝阳路）
行驶路段，同步撤销“张村南”双向

停靠站，“横林小学”双向站临时移
至朝阳路上停靠。

273 路：由蓉丰始发，按原
线行驶至红联路横玉路路口后，
调整行驶横林大桥、顺通路至昌
盛路路口后恢复原行驶路线。临
时撤销横玉路（红联路—牛圹街）、
牛圹街（赵家路—横玉路）、横玉路

（牛圹街—崔横南路）、崔横南路
（横玉路—崔横路）、崔横路（崔横
南路—水厂路）、水厂路（崔横路—
东湖路）、东湖路（水厂路—昌盛
路）、昌盛路（东湖路—顺通路）行
驶路段。同步撤销“横林港、横林
实验小学”双向临时停靠站。

以上线路调整后投放车辆、票
制票价均保持不变。（王东 宋婧）

横玉路施工

63、263、273路公交调整

从医 28 年，凭借精湛的医术和
高尚的医德，救治患者无数，却无一
例投诉。他，就是市第三人民医院
耳鼻咽喉科主任马敬。

52 岁的马敬，从第四军医大学
硕士毕业后，就踏上医生这个岗
位。“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
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
这句耳熟能详的《希波克拉底誓
言》，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

2015年12月23日，耳鼻咽喉科
来了一位特殊的小病人，才6岁的乐
乐自从生下来，就不能顺利说话发
声，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经过仔细
诊断，马敬基本确定乐乐得的是“喉
部乳头状肿瘤”，其发病率约为十万
分之四，而 80%的患者在 7 岁前发
病，最大特征是发病速度快、侵袭范
围广，早期症状声音嘶哑，逐渐发展
到失声，然后呼吸困难并危及生命。
可让马敬始料不及的不仅是乐乐的

病情，还有乐乐的家庭。乐乐的父亲
因车祸而无法自理，母亲弃家远走，
失去父母关爱的乐乐只能随爷爷奶
奶一起生活，家庭贫困，给乐乐治病
的钱都是向亲朋好友借的。

乐乐的病拖不起，且需做多次
手术才能治愈。

马敬在科室内发出“献爱心 伸
援 手 ”倡 议 ，自 己 主 动 带 头 捐 出
1000 元，很快筹集到了 5500 元爱
心款，耳鼻咽喉科还与这个特殊家
庭结成了帮扶对子。马敬作为主刀
医生，亲自为乐乐施行了喉乳头状
瘤切除术。经过积极治疗，乐乐现
在的嗓音虽没完全康复，但能流畅
地说话了。

在市三院，马敬还独创了“小儿
气道异物取出术”，3 年间，已成功
救治了 100 多个小生命，挽救了一
个又一个家庭的幸福，其成功率达
100% 刘卫平 陈卓 秋冰 文/摄

——记市三院耳鼻咽喉科马敬

市十佳文明职工风采（３）

从医28年无一例投诉

7 月入伏后的一天，一条来自阜宁
的船队驶入丹金船闸引航道，“90 后”姑
娘李梦苑热情、熟练地帮助“船老大”老
周办理完过闸手续，又笑着为老周递上
一杯大麦茶，提醒他高温天气要注意防
暑降温。

今年是远调站职工李梦苑在丹金船
闸工作的第 4 个年头，从船闸运营起步
到现在平稳发展，李梦苑见证了船闸从
最初“门可罗雀”到如今“百舸争流”的经

历。“记得刚开闸的时候，一天盼不来几
条船，现在过闸的船多了，有时候要忙一
整夜呢。因为来船多了，我们增添了新
职工，还调整了运行模式，以前是四班二
运转，上两天休息两天，现在是三班倒。”
李梦苑洋溢着青春笑容说，“放心，流量
增大，我们的服务增值。”

2013 年 11 月 ，常 州 交 通 第 一 闸
——丹金船闸正式通航，但接下来的
2014 年仅仅通过船舶 7912 艘，有时还

会出现全天无船通过的现象。2015 年
迎来了转折点——丹金溧漕河金坛段老
航道货运功能取消，据统计，当年累计通
过船舶 22909 艘，同比增长 190%。随
后，2016 年通过船舶 41884 艘，同比增
长82.8%。

今年 1月，船闸政策又进行了调整，
全省交通船闸船舶过闸费在现有征收标
准基础上优惠 20%，同时对集装箱货运
船舶免收过闸费，时间为两年。受此利

好影响，今年上半年通过船舶21478艘，
同比增长 53.7%。如今，船闸日均通过
船舶数量从之前的日均 66 艘增长到了
近120艘，最多时达到140多艘。

同时，丹金船闸管理所还通过完善内
部管理制度，创建“3D幸福门”服务品牌，
提升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建立各类服务措
施，让船闸的工作更加贴近船民，切实做
到以政策为依托，服务为导向，打造真正
的“船民之家”。 储云燕 蒋成洲 宋婧

——丹金船闸打造“船民之家”纪事

从“门可罗雀”到“百舸争流”

本报讯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
第 2017087 期近日开奖，开出红球 03、
06、13、14、19、28，蓝球 06。当期开出
一等奖 13 注，单注奖金 578.5674 万元；
开出二等奖 105 注，单注奖金 12.1592
万元。我省中出两注一等奖，均在我市，
两张中奖彩票均采用了复式投注，合计
中 奖 金 额 分 别 为 600.3841 万 元 和
584.8874万元。

据了解，这两张中奖彩票出票时
间 相 隔 不 到 1 个 小 时 。 其 中 一 张 从
钟 楼 区 莱 蒙 都 会 沃 尔 玛 超 市
32040299 福 彩 投 注 站 售 出 ，是 一 张

自 选“10+2”的 复 式 票 ，共 中 得 大 小
奖 项 325 注 ，其 中 一 等 奖 1 注 、二 等
奖 1 注、三等奖 24 注、四等奖 114 注、
五等奖 170 注、六等奖 15 注，一举揽
获 600 万元奖金。

另一张彩票在溧阳市别桥镇兴城
东 路 53 号 32040755 福 彩 投 注 站 售
出 。 这 位 中 奖 彩 民 复 制 了 之 前 的 一
张“9+1”复式票，幸运中得一等奖 1
注、三等奖 18 注、四等奖 45 注、五等

奖 20 注，获得逾 584 万元奖金。据了
解，该中奖站点位于别桥镇老街上，
之前也中出过双色球二等奖和“15 选
5”大奖。

（曹天宇 胡鑫 胡琦 朱雅萍）

奖金分别为600万元、584万元

我市两彩民同期揽获福彩双色球一等奖

金坛区东城街道华胜社区“红
色帮帮团”精心策划，联合学校、文
体站、心理协会等成员单位，为30

多名孩子安排为期半个月的七彩
夏令营活动，涉及益智游戏、知识
讲座、课外实践等多个方面，为孩

子们准备了书法 、舞蹈、英语、手
工、烘培等10余项课程。
王秀芳 芮晓霞 陈玉婷 文/摄

许枫毅，女，1980 年 2 月生，中
共党员，新北区城市建设与管理局
科员。

许枫毅在新北区行政服务中心
窗口承担着全区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建筑市场管理的服务工作。去
年共办理施工许可证 220 份，全年
窗口无差错、无超时地完成审批工
作，群众满意率100%。

许枫毅凭借优质高效的服务，
做到让群众“少排一次队，少等一分
钟、少跑一趟腿”。工作以来，每天
提前到岗，最后一个离岗，她窗口的
工作电话经常被办事群众戏称为

“建设审批手续 114 专线”，不论问
题是否与她的业务相关，她都会给
出满意答复。

许枫毅还结合实际，带领窗口
积极主动执行“首问责任制、限时办
结制和一次告知制”，创建“学雷锋
示范点”，在城建局率先试行开展

“容缺预审”制度，得到大家的肯定
后，在城建局 8 个窗口逐步推进，进
一步提高整体办事效率。 黄钰

新北区城建局许枫毅

服务让群众100%满意

徐华娟，女，1987 年 2 月生，中
共党员，天宁区发展和改革局固定
资产投资科科长。

徐华娟积极改善服务模式，构
建和谐队伍，坚持为每个项目推进
提供保姆式服务。

在重点项目推进上，与重点项
目一一对接，针对每个项目逐一制
定详细有效的推进方案，深入企业、
项目工地，督查项目进度情况，及时
梳理存在问题，积极加强各部门协
同配合，及时化解困难和问题。

在项目审批上，变被动服务为主
动服务，认真梳理项目目录和办事指
南，完善办事流程，努力简化办事程
序，全面提升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
并坚持强化公开与监督，让行政审批
在阳光下运作。针对立项有问题有
困难的项目，她主动到项目现场调
研，当场解决问题并专人跟踪服务。

在资金政策争取上，徐华娟也
积极向上对接争取资金政策扶持，
为各类项目争取资金共计 8456 万
元。 黄钰

天宁区发改局徐华娟

为项目推进提供保姆式服务

十佳优秀服务明星

常州欧法玛制药技术有限公司2%国有股权挂牌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本所将对下述国

有股权实施转让，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意向受让方，特公告如下：

一、转让标的
常州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常州欧法玛制药技术有限公司2%国有
股权，转让底价2223419元。

二、咨询时间
即日起至2017年9月11日（节假

日除外）。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女士
电话：0519-86677335
有关上述标的企业的基本情况、受

让条件、报名手续办理及其他事项说明，
请意向受让方登录以下网站进行查询。

网址：www.jscq.com.cn（江苏省
产权交易所）

www.czcq.com.cn（常州产权交
易所）

常州产权交易所
2017年8月1日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关于调整孟河镇区机动车限制通行区域的通告

为加强孟河镇区道路交通管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
关规定，决定对孟河镇区载货汽车、大型
公路客运车辆、专项作业车、运输危险物
品车、农用运输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拖
拉机、驾驶教练的教练车限制通行区域
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以下区域和道路，禁止大型公路
客运车辆、专项作业车、运输危险物品车、
农用运输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拖拉机驶
入；禁止进行驾驶教练的教练车行驶；每
日7时至9时、16时30分至19时，禁止
5吨（含）以上载货汽车驶入：

（一）齐梁大道、小水线（即黄山路）、
政泰路、孟河大道、S239、S308所围成
区域；

（二）小水线（即黄山路）（齐梁大道

至政泰路段）。
二、以下区域和道路，禁止运输危险

物品车、农用运输车、拖拉机驶入；每日
7时至9时、16时30分至19时，禁止荷载
5吨（含）以上载货汽车驶入：

（一）孟河大道、孟城西路、孟城北路、
孟城东路所围成区域；

（二）孟河大道（孟城西路至孟浦线
段）。

三、上述区域和道路实行临时交通
管制时，上述车辆禁止通行。

四、本通告发布前的有关孟河镇区
机动车限行规定与本通告不一致的，以
本通告为准，本通告自2017年8月10日
起施行。

特此通告。
2017年8月1日

常州市新建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公告
为规范机动车行车规范，促进驾

驶人文明出行，保障交通安全、有序、
畅通，预防交通事故发生。我市新增
4套高清视频电子警察系统，将于
2017年8月8日起投入使用。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
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将新增的电
子警察分布情况公告如下：

特此公告。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7年8月1日

序号
1
2
3
4

设备所在位置
北大街/玉隆路
博爱路金桥市场
公园路人民公园

劳动西路九洲服装城

新景花苑、富都花苑等27套房产竞价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本所定

于2017年8月29日10时起
在E交易平台对以下资产进行
公开竞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竞价标的
1、新景花苑10套房产转

让项目。
2、富都花苑（北）、河海二

村等17套房产转让项目。
二、咨询与展示
1、咨询与展示时间：即日

起至2017年8月28日（节假
日除外、联系后统一组织踏
勘）。

2、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三、注意事项
竞买人应按公告要求实

名注册成为E交易平台会员，
并通过会员注册账（卡）号将

保证金及时足额缴至系统提
示的账户并到账（以E交易平
台系统到账为准），否则将无
法参与标的竞价。禁止其它
缴纳方式及第三方代缴保
证金。

四、联系方式
标的咨询联系人：赵女士

施先生86677335
技术咨询联系人：杨先生

89890395 18168812669
本所地址：常州市新北区

龙锦路1259-2号11楼
产交所网址：www.czcq.

com.cn
E交易平台网址：www.

e-jy.com.cn
常州产权交易所
2017年8月1日

律师声明
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谢亦团律师接

受蒋星女士的委托，就其辞去江苏环宇
集装箱娱乐小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
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职务事宜，
发表如下声明：

1、蒋星女士已于2017年6月26日
起从环宇公司离职，不再担任环宇公司
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职务，此后环宇公
司所有行为都与蒋星女士无关。

2、蒋星女士并未授权环宇公司继
续使用其法人章以及代为签字，环宇公
司如冒用蒋星女士名义开展经营活动或
签字，蒋星女士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
的权利。

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
谢亦团律师

2017年7月28日

公 告
中心分区ZX0603基本控制单

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草案将于

2017年8月4日-2017年9月14日

在市规划局网站（www.czghj.gov.

cn）、常州市规划馆、地块所属街道

办事处及现场公告。公告期间公众

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间

提出陈述、申辩、请求协调或听证申

请等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上

述权利。

常州市规划局

2017年8月1日

（上接 A1 版）分别设有机构护理、居家护理两种待遇类
别，机构护理的基金支付比例不超过 75％，居家护理的
支付比例不超过90％。这旨在构建“以机构专业护理为
基础，以社区就近照护为依托，以居家照料为方向”的全
方位服务体系。

目前广州市已确定广州市孝慈轩养老院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东山福利院、广州市金色晚年养老院等29
家长期护理保险协议定点服务机构，并将启动新一批长
护定点机构的准入工作，扩大长护定点机构覆盖范围。

失能人员长期护理费：
可以报销

（上接 A1 版）重视阅读能力与阅
读兴趣的培养，建设“三位一体”
的阅读教学体系。加大课型区
分，多层次构建自主学习的助学
系统，有助于学生自主建构阅读
方案，形成阅读能力。

此外，根据教育部新修订的
《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
小学科学课程起始年级调整为一
年级。

据了解，全国语文教材有多
个出版社的不同版本。我省从
2003 年实行课程改革后，一直使

用“苏教版”教材。
为何要编写“部编本”呢？据

了解，主要因为教材的选择使用
受到经济等因素左右，不能真正
做到选优。另外，教材主要由出
版社组织编写，受到一些条件限
制，影响到编写出版的质量。为
此，中央决定组织编写德育、历史
和语文 3 科教材。“部编本”教材
编写团队由专家、学者、教研人
员、一线教师以及专业教材编写
人员组成，力图在多种教材并存
的情况下起到示范作用，促进教

材编写质量的提升。
针对教材的更换，市教育部

门已于 7 月初组织全市所涉 3 门
学科的小学、初中教师进行集体
培训学习。目前，各学科教师正
在进行教学设计。

记者另悉，今年 9 月秋学期，
我市约有 9.4 万名一年级和七年
级新生入学。 （尤佳）

注：具体小学、初中 3 门学科
“部编本”教材变化分析，将分两
期在本报周四的《现代教育》周刊
刊登。

（上接A1版）当地村委和社区配合做
好宣传，通过滚动电子屏和宣传栏做
好“僵尸车”集中整治动员工作，以多
种形式收集车主信息和告知车主。

第三步，先易后难逐一治理。
经过说服教育，由车主自行处理的

有 61 辆；其余 25 辆因无人认领，由
村委、社区、公安、城管等联合执法，
全部停放到指定场所。

到目前为止，青龙街道辖区内
的86辆“僵尸车”已全部清理到位。

（树根 秋冰）

城管部门全面清理“僵尸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