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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金坛区 12 日对评选出的
30 名“金沙英才奖”获得者予以奖励。
其中，向于申军、陈留平、朱中华、张金
彪、苏建华等 5 名突出贡献者各奖 10 万
元，其余25人各奖2万元。

对接常州“龙城英才计划”，金坛
区 6 年前全面实施“金沙英才计划”，
并设立“金沙英才奖”，奖励对全区科
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作出贡献的科
技工作者。

中航锂电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于申
军博士，带领技术团队成功引进连续高
速制浆、高速辊压分切、全自动装配等
多项先进制造技术，获得授权专利近
30 个。中航锂电（江苏）整线装备水
平，目前已成为国内高端动力电池生产
线标杆。

毕业于上海海洋大学的研究生张
金彪，作为金坛水产指导站主要负责
人，联合东南大学物联网团队建成全省
智能化水平最高的物联网水质监测和
专家服务系统。同时，引进“长江 1 号”

“长江 2 号”两个河蟹新品种，示范推广
面积 9.8 万亩，规格产量均提高 15%以
上，项目区内蟹农年人均增收 1000 元
以上。

（赵鹤茂 戴超）

其中5人各获10万元

金坛百万奖英才

本报讯 清明节将至，为方便市民
扫墓，3 月 22 日－4 月 5 日，金坛将首次
临时增开汽车北站－茅山公墓城乡公交
扫墓专线。

专线将安排 4辆节能环保燃气公交
车运营。专线单程里程 20.5 公里，耗时
约 35 分钟，单程票价 5 元。汽车北站每
天安排 8 个班次，间隔 25 分钟一班，具
体发车时间为 7：30、7：55、8：20、8：45、
9：10、9：35、10：00、10：30。茅山公墓
返城具体发车时间为8：15、8：40、9：05、
9：30、9：55、10：20、10：45、11：15。

（程网庆 吴永正 陈玉婷）

金坛汽车北站-茅山公墓

增开扫墓专线

本报讯 经营食品药品违法，不再
是罚款、吊销经营许可证这么简单了，还
要处罚到人。去年，全市共有10家涉案
药品经营单位被吊销经营许可证，13 名
法定代表人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处 10 年
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在市

食药监部门办结的479件各类行政处罚
案件中，共罚没1519.7万元。

13 日，市食药监局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2017年查处的食品药品违法典
型案件 。

去年，市食药监部门针对群众关注以
及监督检查、检验检测反映的突出问题，
开展了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品和医疗
器械等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联合
公安机关办理食品药品涉刑案件320起，

有效保障了全市人民饮食用药安全。
当天，市食药监部门通报了5起具有

警示作用的典型案例：销售声称有保健功
能并含西药成分产品系列案；钟楼区新阳
光食品城卡斯特副食品商行经营假冒伪
劣白酒案；金坛区西城迪奥小姐护肤品书
香苑店销售未经批准的进口化妆品案；生
产、销售铝含量超标的包子、馒头系列案；
溧阳南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利用虚假
宣传销售食品、医疗器械系列案。

据了解，我市食品药品总体状况满
意度逐年上升，去年食品安全满意度超
过 80%。针对目前食品药品监管形势，
今年市食药监部门还将针对重点领域展
开专项整治，如食品生产企业虚检虚标
专项整治、大型商超现场制售食品安全、
网络食品安全、药品委托生产、医疗机构
整形美容用医疗器械等专项整治，让消
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全。

（方晓臻 蒋知欲 孙东青）

经营食品药品违法——

不但罚款吊证，而且处罚到人
常州食事药闻常州食事药闻

本报讯 两名船员途经我市京
杭运河时违法航行，本月 12 日被
我市地方海事部门处以行政处罚
和违法记分。他们是今年以来我
市第一起扣分处理的船员。

本月 1 日，一艘空船与一艘盐
城重载货船在我市京杭运河与常
宜河交叉口相遇，因空船追越未
采取避让措施，重载船舶未协助
采取避让措施，致使船舶碰撞，造
成双方不同经济损失。地方海事
部门在调查处理中对双方进行安
全教育，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
一条的规定，对事故双方进行行
政警告处分；同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船员违法记分办法》规

定，对事故双方当班驾驶员实施
扣除本年度 2 分的处理，并将船员
扣分情况记入“中国海事协同管
理平台”，载入《船员服务簿》。

开车违章会被扣分，在水上
跑船的船员违法也将面临扣分处
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
违法记分办法》规定，船员一个记
分周期为 15 分，一年为一个记分
周期。根据船员违法行为的严重
程度，一次船员违法记分的分值
为 15 分、8 分、4 分、2 分、1 分五
种。一名船员在一年内累计记分
达到 15 分的，将被扣留船员适任
证书，参加为期 5 天的法规培训并
进行考试。

（倪萍 宋婧）

两名船员不守规矩——

均被海事部门记扣2分

本报讯 武进区遥观镇薛墅巷
村日前发现一座高大的明代建筑遗
存——吴氏大宗祠，在此建筑南侧，还
有建于晚清的润诒义庄。市地方文化
研究专家认为，这两处建筑各有特色，
加上薛墅巷吴氏是常州望族，虽然未
进入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名录，却是
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

位于薛墅巷村委西侧不远的吴氏
大宗祠目前存 2 进 16 间。大宗祠最
后一进厅屋建筑高大，柱础都是覆盆
础，俗称蘑菇头。市地方文化研究会
副会长余忠良表示，这是典型的明代
特征。在市谱牒与祠堂文化研究会会
长朱炳国看来，大宗祠厅屋虽然经过
多次修缮，但仍保持高大的架构，在我
市现存尚未修缮的老祠堂中独树一
帜，原汁原味，很有特色。

据该族家谱记载，元至正 17 年
（1357 年）薛墅巷吴氏始迁祖吴伯龄
因避乱自宜兴迁居于此。大宗祠构建

于明万历46年（1618年），全盛时期共
有 5 进 31 间房舍，并有皇家敕建的石
牌坊。

吴氏大宗祠对面即为润诒义庄，
有 2 进，每进 4 间，共占地 100 平方
米，这是我市现存唯一用处明确且有
正式名称的义庄。该处建筑为晚清传
统砖木结构，大门上方的门楣上镶嵌
有长方形砖刻，砖刻上繁体楷书“润诒
义庄”虽然曾经凿去，但痕迹依然清晰
可见。

家谱记载，该义庄由清代翰林，
曾历任山东、浙江等地知县职务的吴
士恺创办于光绪 29 年（1903 年），他
捐银 1 万元建筑义庄房屋，并陆续买
田 450 亩作为义庄永远基业，年收田
租 根 据 议 定 的 章 程 发 给 族 中 贫 苦
者。曾任薛墅巷村党支部书记的吴
松福证实说，义庄第一进曾有族中长
老办公，将族中出租田得的租金作为
救济族人之用。

吴氏大宗祠与润诒义庄，是薛墅
巷吴氏的历史见证。据介绍，薛墅巷
吴氏曾出三代进士，父子两翰林，叔侄
同翰林，仅在清代中进士的就有 10
人，中举人的有31人之多。该族还出
过铅笔大王吴羹梅、著名经济学家吴
敬琏等知名人士。 （张军 周茜）

吴氏望族曾出数十位进士、举人，吴敬琏也是其后人

遥观发现两处明清建筑遗存

一处是祠堂 一处是义庄

本报讯 嘉宏集团日前与邹区
灯贸城原地块 9 家股东进行了交
接。嘉宏集团表示，未来这里将建
成城西高端住宅与商业集群的地
标。

邹区灯贸城项目位于邹区灯
具兴隆实业基地，即 312 国道与东
方大道交汇的门户位置，规划建筑
面积约 48 万平方米。嘉宏集团董
事长刘康表示，该项目位居邹区商
圈核心地带，嘉宏集团的进驻，一
方面将立足邹区住宅市场，打造高
端住宅填补区域空白，另一方面将
同步展开嘉宏商业大蓝图计划，独
树邹区时代前沿，左右商圈大势。

我市五星级企业嘉宏集团以住
宅、高端商业地产开发、商业运营、
物业管理为主营业务，并涉足金融

投资、酒店管理等业务。集团下属
有常州嘉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常州嘉宏东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等。

嘉宏地产是我市实力雄厚的
本地房地产开发企业，深耕常州
20 年，其品牌理念是“打造钻石人
生”。专注精品，敢为人先，在常州
开发了一批有影响的知名楼盘，如
金鼎公寓、商务地标嘉宏世纪大
厦、市中心首个综合体豪宅嘉宏盛
世、城东领袖大盘蔚蓝天地、雅致
洋房嘉宏七棠、怀德精品嘉宏云顶
等。

2018 年，嘉宏地产旗下蔚蓝天
地、马杭、安阳里、邹区等四大项目
相继亮相，迎来新一轮高速发展。

（王淑君）

打造城西高端住宅与商业集群地标

嘉宏集团入主邹区灯贸城

本报讯 “如果电梯发生故障，
乘客一键报警后，后台就会即时响
应，瞬间将信息派送到就近的维修
人员手机上，这比以往的响应时间
至少要提前15分钟，甚至更多。”常
州电梯远程监控物联网项目日前在
临近省特检院常州分院的常州市特
种设备产业园正式启动。

本月底，钟楼区五星街道青枫
公馆和金地假日小区将委托中国移
动与江苏汇菱电梯有限公司，率先
实施电梯物联网多媒体信息终端设
备安装和调试。

据介绍，此次启动的常州电梯
远程监控物联网项目同步构成了
常州市电梯大数据平台和应急救
援联动平台，依托物联网技术，实
现“事前预警、事中安抚与处置、
事后追溯”三大功能：实时监测电
梯运行数据，故障告急时一键报
警，即时通知救援，同时对被困乘
客进行音视频安抚，避免出现恐
慌；对电梯全生命周期进行密切
跟踪，通过智慧电梯系统重溯电
梯使用状况和运行次数、历史故
障等，大数据分析预判电梯的健
康状况及预警，降低故障率；通过
建立电梯电子档案实现电梯维保

信息化、智能化，通过监测维保人
员实时位置分布，实现精准的救
援和维修任务派发及响应。

截至去年底，我市在用电梯
数量已经超过 5 万台，每年增长超
过 10%。当前普遍存在电梯设备
监管方式落后、电梯救援响应时
间长、救援效率低等问题。启动
电梯远程监控物联网项目后，将
有效减少电梯故障而造成的事故
和事件。

据悉，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
指导下，特种设备产业园已完成监
控应急联动中心的建设。以青枫公
馆和金地假日小区的 65 台电梯率
先纳入为开端，今年钟楼区将全面
推进电梯远程监控物联网建设一期
项目，预计到年底，钟楼区 2000 多
台在用电梯将安装到位，每台均可
实现运行状态记录、智能巡查、在线
巡查、故障识别、实时报警、隐患防
范等功能。

据了解，今年还将在武进区、新
北区、天宁区选择部分重点公共场
所和小区进行推广试点。一期项目
完成后，我市将逐步在全市推广，争
取3年内实现全市覆盖。

（何嫄）

钟楼两小区率先实施，力争3年内全市覆盖

我市启动电梯远程
监控物联网项目

本报讯 17 日至 21 日 ，市美术家
协会 2018 年首个展览——新人美术作
品展在刘海粟美术馆举办，集中展示我
市一批美术新人的最新佳作。

展览前期共收到国画、油画、水彩等
各画种作品 210 件。经评选，有 191 件
作品入展，其中优秀奖 20 件，佳作奖 42
件。参展新人有来自高校的学生，也有
中小学美术老师，还有其他行业的美术
爱好者。

据介绍，这些作品构思独特，技法新
颖，格调清雅，风貌各异，有着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和对社会进步发展的期望，呈
现了新一代画家别出心裁的艺术视角和
强烈的创新意识。举办展览，旨在进一
步调动大家用画笔讲好常州故事，画出
常州新貌的创作热情，为发现新人、培养
新人搭建平台。

（周茜 蒋小萍）

市美协推出
新人作品展

王东云把点钞技艺练到了登峰造
极的境界，提炼出的独门绝技“听音点
钞”去年 12 月 3 日登上了央视一套

《挑战不可能》舞台。这已是她第三次
登上全国最高技艺展示的舞台。

中国农业银行常州分行员工王东
云，从一名普通柜员成长为全国农行
点钞冠军、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农行
60 年人物”，荣获江苏省财贸金融轻
纺工会“十大行业工匠”称号，“王东云
劳模创新工作室”被中国金融工会授
予“全国金融系统劳模（优秀技能人
才）创新工作室”，创造了全省金融系
统两个唯一。

看她点钞是一种美的享受，“刷、
刷、刷⋯⋯”随着手指的点击抖动，一
摞 摞 钱 很 快 点 完 、扎 好 ，准 确 率
100% ；蒙 眼 点 钞、听 音 点 钞、蒙 眼

“识”假等，常人无法想象的项目都被
她一一轻松搞定。

她告诉记者，1990 年入行时，没
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她对着一堆钞票感
到无所适从，柜面客户一多更显得手
忙脚乱。从那刻起，她发誓：一定要练
就一手高超的点钞技能，做到快而
准。从此，她的一双手与点钞“粘”在
了一起：上班，三尺柜台成了主战场；
下班，家庭港湾成了训练营。这一练，
就是20多年，从未间断。

据介绍，从 1999 年到 2007 年担
任湖塘片出纳时，8 年中，她日均清点
残破币均在 4 万张以上，最多时清点
量达6万张。

身为“劳模创新工作室”的领头
羊，她把自己独门绝技编成手册，通
过“东云课堂”“东云电教室”等载
体，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手，而且不

厌其烦地纠正着他们的姿势。而她
自创的“王氏点钞指法”现已成功申
请专利。

秋冰 杭芸/文 魏作洪/摄

“点钞指法”获得专利

吴氏大宗祠明代柱础

润诒义庄门楣

新时代新时代
新女性新女性

根据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名
决定李克强为国务院总理

（上接A1版）
根据大会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

法，决定国务院总理人选和中央军
委副主席、委员人选用表决票，选举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用选举
票。

经过写票、投票、计票，10时44
分，工作人员开始宣读表决、选举计
票结果。

在主持人宣布李克强同志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后，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李克强起
身向代表们鞠躬致意。他转向习
近平，两人亲切握手，习近平向他
表示祝贺。

随后，主持人依次宣布：
许其亮、张又侠同志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
席。

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

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
员会委员。

杨晓渡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周强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张军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59位候选人当选为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

每一项表决、选举结果宣布时，
现场都响起热烈掌声。

根据大会主席团关于宪法宣
誓的组织办法，全体会议各项议
程进行完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分别进行
了宪法宣誓；中央军委副主席、委
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分别进
行了集体宣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