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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武 进 区 横 林 镇 HL0507、

HL0304基本控制单元部分用地控

制性详细规划(修改)草案将于2017

年9月13日-2017年10月28日在

武进区人民政府网站、横林镇人民

政府公告栏、村委公告栏及现场进

行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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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人民政府

2017年9月12日

在溧阳城西一带的乡村里，流传着
这样一首民谣：“十里三大桥，七里三座
庙，肉嵌豆腐施家桥。”最后一句，则是对
旧县施家桥村“春和豆腐”的夸奖，这家
豆腐坊传承了五代人，至今仍美名远扬。

今年47岁的陈锁忠，是“春和豆腐”
的第五代传人。他家的楼房除了制作豆
腐的设备之外，一些老物件很吸人眼球：
当年驴子拉的石磨，“春和豆腐”的印章，
称黄豆用的盘秤，舀豆浆用的铜勺⋯⋯
特别是一张民国时期豆腐店里用的收银
台，设有投币孔，硬币塞进小孔后可一直
滚落到收银台的储钱柜中去。

听陈锁忠介绍，他家祖祖辈辈都开
豆腐坊，他的曾祖父陈信阳是从河南逃
荒来到施家桥的，凭借着祖传的好手艺，
在村上自己家中开了间豆腐坊。为报答
乡亲们的知遇之恩，陈家的豆腐坊真材
实料、价格公道，逢年过节还主动为村上
的困难户送上几块，所以陈家豆腐坊深
受村民喜爱。

陈信阳过世后，他儿子陈春和接班，用
自己的名字改店名为“春和豆腐”。第三代
传人陈田华、第四代传人陈贻生兢兢业业
经营，“春和豆腐”的名声持续走红。

1988 年，18 岁的陈锁忠帮着父亲
陈贻生做豆腐，父亲过世后，他接班经

营，对祖上传下的这份产业越做越有
劲，“春和豆腐”在他手里转眼已走过
了30个年头。

说起豆腐制作工序，陈锁忠如数
家珍：用豆，得用溧阳南渡、旧县一带
出产的本地黄豆，土壤中含硒，使用的
是有机肥、蛋白质含量高，制作出来的

豆腐味道好；用卤，把黄豆磨出豆浆后是
“点卤”，而陈家的“盐卤”是独家秘制；
用水，用优质天然的大溪水制作出来的
豆腐，口感清爽香醇。

“最关键的是用心。”30 年来，陈锁
忠夫妻俩每天起早磨豆腐，从上下两磨
的结合处往下流淌出雪白的豆浆，豆浆

顺着磨底盘的石槽流入木桶里。他的妻
子左手端着一瓢被水浸泡得肥胖金灿灿
的黄豆，右手不时往磨中的孔洞里加满
豆子，用一把小竹刷子将从磨盘孔里跳
出的豆子扫回孔洞中。

另一旁，陈锁忠晃荡着一个撇开上
口的白布袋，袋里装有磨出来的豆浆，透
过布袋源源不断地落入正下方冒着热气
的大铁锅内，经过点卤，铁锅内的热豆浆
变成了豆腐脑，把豆腐脑舀入木制豆腐
箱子内压去水便成了白豆腐。

夫妻俩一直要忙到天亮方可喘口
气，这时赶早来买豆腐花、白豆腐的村民
已陆续来到他家门口。吃过早饭，陈锁
忠则挑着两只装满豆腐的木桶走村串
巷，卖完到家已是晌午。夫妻俩只有在
下午才能休息片刻，等到母鸡归窝时，两
人又要围着黄豆忙碌起来。

陈锁忠的豆腐坊，平均每天能做
200斤黄豆，碰到逢年过节，有外地的客
人来订，只好加班加点赶制。生意虽好，
但做豆腐赚的是辛苦钱，他家的豆腐不
过卖每块1元钱。当记者问及手艺将来
是否会传给女儿时，陈锁忠笑笑：“这活
儿太辛苦，年轻人恐怕做不来。不过我
们夫妻俩只要做得动，就一直会做下
去。” 芮曼菁 陈廷芳 文/摄

五代传承豆腐坊
本报讯 记者 8 日从市城市长

效综合管理考评中心了解到，在上
半年全市 35 个乡镇（街道）城乡一
体化考核中，孟河镇暗查扣分最少。

虽说流动摊比较难管，但对于
全国知名的汽摩配产业特色镇，孟
河治理工业废弃物偷倒乱倒现象更
为棘手。大小汽摩配生产企业几千
家，每天产生的工业废弃物以10吨
计。孟河镇环保与安监局局长徐伟
对记者说，原来的西凤山填埋场是
一个上万平方米的沟塘，专门用于
建筑垃圾、工业废弃物填埋，治理偷
倒乱倒行为还算比较顺畅。今年 3
月，按照“263”整治要求，该填埋场关

闭进行环境修复。这下，处置工业废弃
物成了镇政府的头等大事。镇政府引
进了一家有资质处理工业废弃物的第
三方公司——无锡绿达源环保公司，并
在龙源路西侧专辟约3000平方米一块
空地，用于工业废弃物临时回收处置
点，并按照“谁产生谁处理，谁产生谁负
责”原则，由企业出钱处理。

孟河镇还通过“日巡+夜查”的
方式，开展定人、定岗、24 小时不间
断 拉 网 式 巡 查 ，并 设 立 12369 和
17714012369有奖举报电话。自6月
初至今，共抓获82起偷倒乱倒工业废
弃物行为，暂扣运输机动车38辆，手推
及非机动车43辆，涉及当事人89人。

孟河镇现有17个行政村（社区），
目前正在开展环境连片整治，并进一
步落实长效管理。

下图为整治后的小黄山村村貌。
（秋冰 徐蘅 邓军文/摄）

孟河处置工业废弃物出新招

本报讯 自去年开通以来，我市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迅猛。据统计，今
年1-8月常州检验检疫局累计监管
进出口跨境电子商务产品 12.96 万
件，货值 1058 万元，突破千万元大
关，业务总量稳居全省第2位。

针对跨境电商进口业务批量
大、品种繁、实效高的特点，该局采用

“日常监管+定期监测”、“神秘买家+线
下抽检”方式，共监测跨境进出口商品
351批，其中抽取金属陀螺玩具、外套、
袜子、泳衣等10批跨境电商出口商品
进行风险监测。通过质量监控，引导企
业加强产品质量监控，牢固树立品牌和
质量意识，促进贸易结构优化，推动转
型升级。 （周婧 黄燕 朱雅萍）

跨境电商业务量：

我市稳居全省第2位

昨天，金坛区朱林镇黄金村
100 亩有机软米早稻收割完毕。村
党总支书记王娟介绍，受夏季持续
高温影响，今年有机软米早稻开镰
期推迟，产量略减，口感却特别好，

售价每公斤 45 元，早就被杭州等地客
户订购一空。

上个月，黄金村有机软米被评为
全国“一村一品”。

赵鹤茂 文/摄

黄金村有机软米

45元/公斤

本报讯 记者日前获悉，常州经济
开发区横山桥镇积极响应“减化”攻坚实
施方案统一部署，截至目前已签订关闭
协议 55 家，完成目标的 78.6%，基本达
到进度要求。

横山桥镇是我市著名的化工之乡。
为迅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要求，8 月 3
日，该镇召开“263"专项行动化工企业
整治工作会议，强调“263”专项行动是
改善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升
城镇品位的重要举措，是打赢生态文明
建设攻坚战的重要工作任务。一个多月
来，该镇已签订关闭协议 55 家，其中包
括产值上亿元的规模企业。（小波 庄跃）

横山桥镇积极响应
“减化”攻坚实施方案

一个多月关停
55家化工企业

9 日，常州供电公司与中国常
州网联合开展“小记者看电力”活
动。小记者大多 13－15 岁，是市小
记者协会常州实验初中的学生。他

们参观了 110 千伏科教城变电站的智
能机器人巡检、常州电网调度控制中
心的配网自动化等。

秋冰 奚青兰 文/摄

宜居常州宜居常州 你我共建你我共建

（上接 A1 版）新馆还将运用数字化
新媒体手段，为读者提供电子阅读、
资源共享、在线咨询等服务。

记者同时了解到，金坛图书馆新
馆开馆之际，新华书店也将正式进入
该馆 2 楼开设金坛书房，室内及户外

露台面积 800 多平方米，开展“你选
书、我买单”等系列读书活动。

(赵鹤茂)

金坛图书馆新馆进入布馆阶段

既揽技术人才，也揽职业经理人
（上接A1版）以岗位聘用、项目聘
用、兼职聘用等形式柔性引进的
经营管理人才，工作不少于 3 年
且年薪50万元以上的，两年内在
区内购房的可申请 10 万元购房
补贴。另外，引进紧缺人才、高技
能人才，均可申请资助和补贴。

引进市外具有省特级教师、
正高级教师身份的校长，可获 30
万元研究经费，两年内在区内购
房的可申请 60 万元购房补贴。

引进省特级教师、中小学（幼儿园）
正高级教师，可获 20 万元研究经
费，两年内在区内购房的可申请 50
万元购房补贴。医院引进国内知名
专家，可获 300－500 万元科研经
费资助，专家两年内在区内购房的
可申请50－100万元购房补贴。

同时，还将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
杠杆作用，设立100亿元产业基金，与
社会资本合作，共同设立人才投资基
金，支持人才创新创业。（佳妮 瑾亮）

（上接 A1 版）促进微血管增生和肉芽
组织形成。

南卫股份还拥有众多“杀手锏”。
如最常见的创可贴，过去因为透气不
佳，使用时间过长，会导致皮肤发白，使
伤口更加恶化。南卫股份一线员工研
发的粘胶吹孔技术，一举解决了创可贴
胶面不透气的问题。

南卫股份生产计划部副经理陈向
亮表示，企业通过实施研发中心项目，
与云南白药、浙江大学、第三军医大学
附属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等展开合作，
正在新型医用敷料、透皮制剂、高分子
材料、军用伤口敷料、新型运动防护技
术等领域进行技术攻关，加快产品改造
升级。 马浩剑

小敷料撬动大市场

（上接A1版）
记者了解到，今年公开的内容不仅

有收支情况，也将部门职责、单位构成、
机关运行经费、国有资产占有情况、政
府采购情况、“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等公
众关注的信息一并公开。

天津市财政局在市级决算中披
露，2016 年天津市级行政事业单位

“三公”经费支出 1.9 亿元，比上年下
降 29.9％，连续 4 年只减不增，逾 8 成
部门“三公”经费支出较上年下降，尤
其是2016年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大部
分单位公车运维费实现下降，改革显
现效果。

具体到农村小学
食堂改造费用

非法获利22亿多元！
（上接A1版）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传销犯
罪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严重
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公安机关将始终
保持对传销等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
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请广大
群众切实提高防范意识，不被“高额回
报”诱惑，自觉抵制和远离传销等违法
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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