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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AEO认证已经成了企业国
际竞争的‘金名片’，越来越多的大型国
际企业将AEO认证纳入供应链选择的
首要因素。”近日，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邱永宁在常州海关AEO
认证会上发言说。

AEO高级认证，是我国海关对企业
信用认定的最高等级。截至目前，全市
共有44家海关AEO高级认证企业。最
新加入的恒立液压，于3月31日获得认
证证书。

对海关高级认证的重要性，邱永宁
一年前在国外收货方考察时就深有体
会。作为企业信用的“金字招牌”，AEO
高级认证能帮助企业享受AEO互认国
家及地区海关通关便利等多项优惠。回
国后，邱永宁就把“成为海关AEO高级
认证企业”作为恒立液压的发展目标。
在申请认证之初，因不了解认证流程和
标准，恒立液压有些无从下手。

得知企业诉求后，常州海关AEO
专家将恒立液压列入重点培育企业名
单，开设“空中课堂”，讲解《海关认证企
业标准》，开展企业信用管理政策培训；

专家团队多次赴企业开展辅导，帮助规
范企业进出口管理制度；梳理进出口业
务流程，重点针对单证控制提出贸易合
规整改意见，要求企业加强对报关差错
分析整改，提升报关质量。由此，企业报
关差错明显减少，物流和成品仓库管理
更加完善。贸易安全有保障后，通关效
率显著提升。今年3月，企业顺利通过
了常州海关认证组的实地认证。

“海关AEO认证不仅能提升企业
的通关效率，还能帮助企业提升内部管
理，从人员、场所、物流等方面加强安全
控制，提升企业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树
立公司国际品牌形象，帮助企业获取更
多的国际市场份额。”常州海关企业二科
科长张爱芳说。

恒立液压是中国液压行业的标杆企
业，目前正在生产江苏省“产业强链”三
年行动计划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链核心
基础件，是国产大型工程机械的“卡脖

子”产品。成为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将进
一步推动企业打破国外液压巨头垄断，
提升我国“四基”产业国际竞争力。

AEO政策优势正吸引更多同类企
业加入。我市重点发展的轨道交通、工
程机械等产业已有今创集团、神力电机
等多家龙头企业获得海关高级认证资

质。下一步，常州海关将继续创新企业
信用培育思路，以点带链、以链带面，充
分释放信用管理政策红利，重点扶持相
关产业链“链主”企业成为高级认证企
业，从而加大对产业链集群的扶持力
度。

陆奕 秦妍 董心悦

恒立液压是怎样成为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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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的故事奋斗的故事

本栏目由本报与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工委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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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世界知识产权日前
夕，常州海关与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知识产权局）昨天签署《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合作备忘录》，将从加强执法
协作、创新监管模式、优化知识产权服
务、强化会商机制四个方面加大合作

力度，共同推进我市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优化知识产权营商环境。

据了解，2020年以来，常州海关
共查获涉嫌侵犯知识产权进出口货物
5批次，涉案货物共计16.68万件。

（周婧 董心悦）

常州海关与市监局签署
知识产权合作备忘录

本报讯 昨天，常州市税务局
召开2021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新闻发布会。今年的“便民办税春
风行动”围绕“优化执法服务·办好
惠民实事”主题，推出120条便民惠
民服务措施。

据介绍，“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开展7年来，我市税务部门建立健
全减税降费政策直达惠企机制，实
施税收优惠清单管理，2020年新增
减税降费210亿元，其中留抵退税
46.8亿元，兑现力度为苏南第一。

今年，常州税务部门试点推行
运用12345“一企来”企业服务热
线，提升纳税服务质效，建立“一企

来”政策专员团队，结合云平台、咨
询热点等大数据分析，创建“政策找
人”的新服务形式，深入推进精确执
法、精细服务。

同时，进一步简化优惠手续、简
并纳税申报、精简涉税资料、简化办
理程序，让九成办税事项能全程在
网上办理，各类资料报送减少30%
以上，进一步扩大“非接触式”服务
范围。实行留抵退税申报数据实时
监控，第一时间向企业推送办理提
醒。加快留抵退税等办理时限，开
通留抵退税绿色通道，并进一步压
缩出口退税办理时间。

（杨佳 殷益峰）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启动

我市推出120条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常州在着力发展工
业经济的同时，认真做好城建规划、市容
建设、市政建设等工作。

1956年，常州编制完成《常州市简
要规划》，初步确定了城市发展规模和城
市发展格局。1958年重点围绕城市发
展方向，编写《常州市初步规划》。20世
纪70年代，编制了《常州市城市远景规
划提纲》等。

上述规划因各种原因，虽然均未能
全面付诸实施，但对当时常州的城市建
设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1978年，为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常
州进行了第三次城市现状调查，整理出
历史、自然、用地、资源、人口、交通、工
业、生活、居住、经济、环保等总体规划所
需的基础资料。市革委会组织城建、供
电、财贸、园林等27个部门，编制《常州
市城市总体规划》。同年10月，省建委
召开常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评议会。

1979年7月至10月，市城建规划等
部门进一步对《常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进
行编制。1980年2月，举行常州市城市
总体规划讨论会，省内外领导、专家对
《常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中阐述的城市性
质、规模、总体布局、对外交通、城市道
路、公用事业、公共建筑和园林绿化等提
出13个方面170余条意见。会后，经过
修改补充，编制出《常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1981—2000）》。

该规划确定城市性质是以轻工、纺

织为主的工业城市。城市布局：在市区
规划区内，控制东西、发展南北，形成以
老城为中心，以戚墅堰、新闸、湖塘桥、龙
虎塘为辅的“一城四点”组群式布局。同

时，从城市规模、工业布局、居住布局、道
路广场、住宅建设、园林绿化、文物古迹
保护、公用事业、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了
规划。

1982年8月，常州市八届人大十二
次常委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常州市城
市总体规划（1981—2000）》，10月4日，
市政府将该规划上报江苏省政府审批。
11月23日至30日，江苏省建设委员会
城市规划审批工作小组主持召开常州市
城市总体规划鉴定会，会议提出规划中
某些方面应根据形势发展和行政体制改
革及行政区划的变化，作进一步调整和
充实。

1983年12月24日至28日，江苏省
城市规划审议委员会对调整充实后的常
州总体规划进行审议。1984年 4月 3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常州市城市总
体规划（1981—2000）》，同意常州市城
市总体规划中所确定的城市性质、规模
和布局。

至此，常州市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
经上级政府批准的合乎法律程序的城市
总体规划，城市建设与管理走上了依法
依规快速发展的轨道。 华岩 吕洪涛

改革开放后常州首个城市总体规划

1989至2000年常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图。

“从今天开始，我们算是取得了阶段
性的胜利。”首例台湾慈济骨髓库冷冻造
血干细胞捐献大陆患者本月7日在南京
明基医院完成，一名台湾小伙的造血干细
胞输入常州小伙的体内。昨天，这个常州
小伙顺利从隔离病房转入普通病房。

他的主治医生南京明基医院血液科主
任李东说，患者指标非常好，这意味着来自
台湾的“生命种子”在常州小伙体内活了。

今年27岁的常州小伙去年4月发
现自己牙龈出血、身上出现瘀斑，被确诊
为高危型PH+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病情严重，他必须尽快进行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

十分幸运的是，南京明基医院在台
湾慈济骨髓库中找到了合适的供者。对
方是一个同龄的台湾小伙子。

通常，造血干细胞从捐献者体内抽
出到输入受捐者体内，必须在48个小时
内完成。受疫情影响，人员往来需要隔
离，常规的运输方式在时间上受限，而
且，原本正常的两岸捐赠干细胞的运送
途径也暂时中断了。

时间就是生命。李东向中国工程院
院士陆道培团队、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
团队寻求帮助。李东说，在两个团队的帮
助下，中华骨髓库、慈济骨髓库多方沟通
协调后，制订了人不流动、异地运输冷冻

干细胞的营救方式，并完成了各环节的备
案申请。“干细胞运输采用了冷冻-196℃
的液氮运送方式，不受时间约束，到南京
后可以根据需要做移植手术。”

3月25日，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台湾
小伙在台湾慈济医院完成采集。3月27

日，加急运输了33个小时、装有干细胞
的液氮储存罐跨越海峡两岸1000多公
里，被顺利送达南京明基医院。4月7
日，冷冻的造血干细胞经过升温复苏后，
被顺利输入常州小伙体内。

“患者回输造血干细胞至‘出舱’共

经历了14天，相较于常规而言，是比较
顺利的。患者干细胞增长的速度非常
好，比预计的隔离时间提前了四五天；在
隔离病房的第8天，自身干细胞就开始
增长了。”李东说，接下来患者要在普通
病房接受每日观察。 黄钰 常台轩

-196℃冷冻造血干细胞运送大陆：台湾慈济骨髓库第一例

为救常州一27岁小伙生命 本报讯 继溧阳启动全民阅读
活动后，昨天新北也启动该活动，并
发布全民阅读地图。武进、天宁、钟
楼、金坛都将于近日开启该活动。

新北区将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以“阅读红色经典，传承红
色基因”为主题，开展“童心向党·逐
梦百年”等主题阅读推广活动，以及
大咖分享、好书推荐、征文比赛等活
动，打造更多有特色、接地气、受欢
迎的阅读品牌。当天发布的新北区
全民阅读地图，以手绘形式呈现农
家书屋、社区图书室、镇街图书馆、
秋白书苑、书店等全民阅读点，让大
家用一张图就能找到读书好去处。

武进区全民阅读活动将于4月
23日启动，围绕“主题读物领读”

“品牌活动领读”“分众群体领读”
“领读阵地建设”四大板块，开展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出版物
领读分享活动，集中展示优秀主题
出版物；招募、选树一批“公益阅读
领读人”，定期开展优秀出版物赠
阅、领读人专业技能培训等，打造一
支公益阅读领读人队伍；针对少年
儿童、妇女、机关干部、职工、乡村百
姓、团员青年、企业家等，打造公共
图书馆、品牌书房、农家书屋等阅读
阵地，开展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阅
读活动。

天宁区各项系列活动将于4月
23日正式启动，着力推出两大系列
活动，分别是“阅读的力量·青果思

享会”和红色经典永流传——全民
阅读系列活动。开展“遇见大师”

“对话中吴”等活动，让市民在家门
口享受精神文化盛宴；面向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党员深入开展“读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系列读书活
动；面向基层社区、村和群众广泛开
展“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系列读
书活动；面向家庭、学校和未成年人
大力开展“大手牵小手，携手共阅
读”亲子阅读活动。

4月17日，致和文化书院在金
坛茅山老区揭牌，由薛埠镇致和村
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国内知名
高校和央企中盐金坛公司共同发起
成立，多方合作探索乡村文化振兴
之路。金坛区将4月定为“金坛读
书月”，制定书香机关、书香校园、书
香企业、书香镇村的有组织、有阵
地、有制度、有活动、有经费、有图
书、有成果“七有”标准。对书香家
庭，则要求有藏书、有书柜、有活动、
有成果。

“书香钟楼”全民阅读月活动日
前在半山书局启动，今年48家单位
将组织开展 135 个阅读项目（活
动），把全民阅读工作与党史学习教
育结合起来。江苏省作家协会会
员、常州市全民阅读促进会副秘书
长张乃英以《春天里，品书香》为主
题，现场进行阅读分享。

（吴燕翎 陈丽鹰 宋婧 陶怡
王可人 谢书韵 刘毅 赵鹤茂）

我市各地举办全民阅读活动

花木产业是武进区现代农业的优势
主导产业之一。以嘉泽镇为中心的花木
板块，种植面积达21万亩，是江苏省规
模最大、最具特色的花木产区之一。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嘉泽花农积极拥抱“互
联网+”，真正实现“花开富贵”。

57 岁的安徽人梁党金来常已 20
多年。如今，他不仅在夏溪花木市场
有自己的店铺，还租了10多亩地专门
种植苗木。早些年，老梁和周围的花
农自产自销。这两年，他们已经转变
为订单式生产，市场定位更精准，销量
也更有保障。“刚开始是我种什么，网
店帮我卖什么。现在变成网店需要什
么，我们就种什么，不愁销路了。”梁党
金笑着说。

梁党金的主要客户为懒人园艺，是
常州小盆栽市场吞吐量最大的公司之
一。公司总经理钱涛涛介绍，懒人园艺
目前经营的近200种产品中，七成以上
由本地种植户供货，不仅促进了本地花

木产业的发展，也为附近失地农民提供
了月收入三四千元的工作岗位。牵手懒
人园艺后，嘉泽镇成立了一批花木合作
社，搭建了钢结构智能温室大棚，实现了
销量的爆发式增长。

记者日前在懒人园艺的江南花都产
业园基地看到，30多名工人穿梭在大棚
里，忙着清点、打包、装箱。据介绍，这里
每天有5000多个包裹（各类花卉绿植
1.5万盆左右）发往全国各地，其中最畅
销的是发财树、橡皮树、绿萝、巴西木、红
掌等。

作为嘉泽第一批做绿植花卉电商的
企业，懒人园艺从创立至今仅5年，销售
量和销售额已跃升为“全网”前列。懒人
园艺以直播为突破口，帮助农户们拓宽
苗木销售渠道、增收致富。

依托嘉泽的花木产业平台，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花木种植农户、经销商、返乡
创业年轻人在嘉泽成为“新农人”。

每天早上8点半，31岁的彭莉就会
来到嘉泽镇跃进村创客中心，管理自家
的淘宝店铺。此前，她从事的是线下工
程苗木销售。2019年10月，跃进村以
市级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投资450多
万元建成了电商创客大楼，主动提出“减
免租金3年”，吸引了彭莉在内的一批电
商入驻。“从起初的每天一两单，到现在
一天几十单，生意越
来越好了。”彭莉对未
来满怀信心。

目 前 ，嘉 泽 镇
60%以上的花木电商
集中到了跃进村创客

中心，入驻企业已有近 30家，带动了
300多家花木农户成为供货人，2019年
线上销售额超5000万元，2020年线上
销售额超6000万元。创客中心还成立
了“花海e站”电子商务中心，每周六举
办电商业务培训班，提供页面优化、整合
物流等服务。依托跃进村创客中心，今
年嘉泽镇被评选为“淘宝镇”，并创立了
淘宝大学常州数字化人才培训中心花木
电商培训基地。

王可人 张敏

“花木镇”也成为“淘宝镇”

本报讯 “春绿江南·红映常
州”2021常州文旅惠民月4月20日
落幕。一个月内，“新产品惠民”“优
消费惠民”“享文化惠民”三大系列
近200项活动共惠及30万人次。

据了解，“优消费惠民”系列活
动中，我市21个主要景区推出大幅
惠民折扣，共计62301人次购买惠
民折扣票，拉动超过 461 万元消
费。“新产品惠民”活动推出7条“红

色+”特色旅游线路，5家旅行社惠民
专线产品共接待游客报名3035人，
发出近百辆专线旅游大巴。“享文化
惠民”活动中，常州博物馆接待游客
6.3万人次，常州市图书馆接待读者
12.6万人次，常州文化馆接待群众
2.4万人次，刘海粟美术馆和常州美
术馆共接待观众3.3万人次，常州大
剧院举办惠民演出5场，惠及观众
7500人次。 （常文旅 周洁）

文旅惠民月惠及30万人次

本报讯 根据西太湖管委会提
出的公交线网优化建议，为填补西
太湖片区新建居民区和揽月湾风景
区的公交线网空白，方便百姓出行，
常州公交将于26日起对326路公
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

调整后的326路公交线路：由
西林公园公交枢纽始发，经中吴大
道、怀德南路、S340、腾龙路、长汀
路、锦华路、长帆路、锦程路、长扬
路、腾龙路、果香路、西太湖大道、
禾香路、绿杨路、延政大道、凤苑
路、孟津路、西太湖大道、环湖北
路、秋水路，至揽月湾公交站返
回。沿途停靠东岱、常金桥（新阳
光食品城）、底干村、新华村、新街
（中山中西医医院）、大巷村、林场

徐家村、后店村、腾龙路长塘路、长
汀路腾龙路、长汀路锦程路、锦华
路长汀路、锦华路长顺路、锦华路
长虹路、锦华路长扬路、长帆路锦
华路、长帆路、长帆路1号、长扬路
锦程路、腾龙路长扬路、果香路腾
龙路、果香路祥云路、果香路西太
湖大道、禾香路西太湖大道、西太
湖互联网产业园、禾香路绿杨路、
经发区管委会、绿杨路稻香路、绿
杨路延政大道、省武高西、省武高
西门、星河丹堤、孟津路明月路、孟
津路竹月路、孟津路林欧路、环湖
路西太湖大道等站。

326路公交线路调整后，其投
放车辆、服务时间均保持不变。

（杭汉军 黄洁璐）

326路公交优化调整

（上接A1版）利用产业“腾笼换鸟”
等机遇，引导推动更多常州企业到
安康发展。促进文旅交流合作，以
安康富强机场通航为契机，在开拓
旅游市场、开发精品线路、互推资源
产品方面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推动劳务协作升级，加强需求
对接和技能培训，开展人才交流互
派，不断扩大安康至常州的劳务就
业规模。

21日，常安科技城招商推介会
在我市举行。会上，郭青、陈金虎共
同为“安康·常州企业家合作发展促
进会”揭牌。

常安科技城地处安康富强机

场、西渝高铁安康西站、安康高速客
运站和安康新行政中心的几何中
心，建设80万平方米战略新兴产业
厂房及配套设施，重点布局科技研
发、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智能制造、
大数据等产业，是创新推进苏陕协
作、见证常州安康两地深厚友谊的
结晶。签约仪式上，安康市共签订
招商项目8个，总投资25亿元，涉
及康养产业、职业教育、人力资源、
新型材料等方面。

常州市领导方国强、杭勇和市
政府秘书长周承涛，安康市领导王
刚、高晶华参加活动。

(舒泉清）

安康市党政代表团来我市考察

昨天，患者（前排中）与医疗团队成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