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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天多云转阴，下

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
雨，东南风 3 到 4 级。
今天最高温度27℃，明
晨最低温度17℃。

沿着高速看常州
百年奋斗启新程

“大家都集中到广场上来拍照啦!”4
月28日一早，天宁经开区武城村牟家头
的健身广场上欢声笑语。

村党总支书记江小明现场当起了
“导演”，为村民设计姿势。随着快门“咔
嚓”按下，村里的第一张“全家福”诞生
了。

年轻的面庞越来越多，快乐的笑颜

越来越多，江小明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今年，武城村要为全村1059户村民都拍
一张全家福，用影像记录乡村振兴路上
的“武城故事”。

从沪蓉高速公路（G42）江苏段青龙
道口，到武城村不过几分钟车程。近年
来，武城村迎着高速跑出“加速度”，从没
资金、没资源和“没环境”的“三没村”变
成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明星村”。

“要致富，得有路。”77岁的老支书
胡和生说，犄角旮旯里的武城村，要起步
很不容易。

从地图上看，早先武城村的“出路”
只有一条大明路。年轻人走了，能人出

去单干了，农户“空巢”、农村“空心”、农
业“空壳”问题凸显。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策动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快马加鞭之势，
让接任村党总支书记的江小明等不起、
睡不着。

“当时经过我们村，目之所及都是七
零八落的白色塑料‘大棚房’，外来租户
在这里承包种菜。村子里没有像样的产
业，村容村貌也落后，令人忧心。”江小明
说。

干，就要敢啃“硬骨头”，向角角落落
的大棚房、违建、河道污染等问题开刀。
半年内，武城村整治了乱堆乱放、乱倒乱

排、乱贴乱画等一批环境卫生问题，清理
和拆除了60多处违章建筑，绿化荒地
30余亩，对河沟、渠塘进行疏通、整治。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村委从村民手中流
转800亩农田，进行复耕，改善土壤，试
水现代农业、观光农业、创意农业、体验
农业“四块田”种植。

武城村成了天宁区种植水稻面积最
大的村。去年，村里补齐了大米产业链，
投资380万元新建了稻米加工厂。优质
大米“沿”着高速公路卖了出去，还吸引
了宜兴、浙江的用户慕名而来加工农副
产品。 （下转A2版）

武城村作出探索——

破解农户“空巢”农村“空心”农业“空壳”问题

本报讯 位于常州经开区的两家
企业日前通过省排污权交易平台成功
完成一笔排污权交易：常州市东方呢绒
有限公司以5000元/吨的价格，将富余
的化学需氧量排放指标，通过协议方式
出让给常州长登焊材有限公司。这是
江苏省排污权交易平台正式上线以来
的首笔交易。

排污权是排放污染物的权利。企业
对获得的排污权拥有使用权，对有偿取
得的排污权还有出让和抵押等权利。目
前，江苏省可交易污染物种类为化学需
氧量、氨氮、总磷、二氧化硫等7种。

常州市东方呢绒有限公司主营纺
织服装、服饰，其产品包括羊绒系列、富
贵绒、驼羊绒等。常州长登焊材有限公
司专业生产气体保护焊用镀铜焊丝、药
芯焊丝等。为进一步扩大产能，2020
年底长登焊材计划启动技改扩建项目，
需要增加化学需氧量排放指标。经开
区生态环境分局协助企业，在江苏省排
污权交易平台上发布了排污权交易供
需信息，并通过平台取得联系、达成交
易意向。

在完成企业提出交易申请、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审核、企业在线签订合同、买

方拨付交易费用等程序后，省生态环境
评估中心（省排污权登记与交易管理中
心）向两家企业分别出具排污权交易凭
证，为企业办理排污许可证审批提供重
要依据，让长登焊材的新项目得以快速
落地。“这一次扩建项目，能提高企业年
销售额至少30%。如果没有其他企业
出让排污权，扩建项目只能被搁置，对企
业可持续、稳健发展有很大影响。”常州
长登焊材有限公司总经理胡皓说。

此次排污权交易从企业提出申请到
取得交易凭证全过程线上办理，交易信
息公开，办结时间仅10个工作日，相比

现场交易更加方便快捷。
据了解，常州经开区鼓励和引导企

业在满足达标排放和完成政府下达减排
任务的前提下，通过清洁生产、污染治
理、技术改造升级等措施减少污染物排
放，获得富余排污权。同时，通过实施减
排工程，推进专项治理工作，不断调整经
济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动落后产能、“散
乱污”企业有序退出，形成富余排污权，
实现区域环境资源优化配置和污染物排
放总量削减，促进环境质量改善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

（舒泉清 沈静 黄雅婷）

买方、卖方均为经开区企业
全省第一笔排污权交易在我市完成

本报讯 5月5日晚，常州国
家高新区（新北区）“百场文化精
品下乡活动”在新北区薛家中心
广场启动，这是新北区“初心传百
年 高新永争先”庆祝建党100周
年“七个一百”系列活动之一，也
是全区在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推出的首
批实事项目之一。

百场文化精品下乡活动将形
成七大类25项数百场活动，包括
舞台艺术展演类、群众文化活动
类、艺术作品展览类、红色电影展
映类、全民阅读推广类、文化流动
课堂类、红色公益夜市类。

近年来，新北区依托丰厚的
本土文化资源，突出特色，打造品
牌，在文艺精品创作上成效显著。
动画片《东方七色花》、锡剧《一代
医宗》获省、市“五个一工程”奖；动

画电影《抱朴》、小说《秘访青果
巷》、原创歌曲《共护母亲河》《百年
生日百年歌》等获市优秀文化精神
产品创作扶持。尤其是和市委宣
传部、市文广旅局共同制作的四集
文献纪录片《常州三杰》，近日在中
央电视台《国家记忆》栏目播出后，
反响强烈。同时，新北区坚持把公
共文化建设的重点放在基层和农
村，通过举办系列文化下乡惠民活
动，将优质文化延伸到农村基层，
使广大农民群众能够更加充分地
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推动农村基
层文化建设。

本次活动现场，向百场文化
精品下乡活动文化志愿服务队代
表授旗。舞台艺术展演类红色经
典剧目首场巡演——滑稽戏《陈
奂生的吃饭问题》精彩呈现。

（吴燕翎 丽鹰）

新北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首批实事项目之一

百场文化精品下乡活动启动

本报讯 市人大常委会日前
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中心
组集体学习会。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成员、副主任盛建良主持会议，
党组成员蒋自平、张屹、徐新民参
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建
国，副秘书长、各工委室主任、驻会
委员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和福
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李
克强总理在江苏考察时的讲话精
神，栗战书委员长在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
体会议和在陕西开展执法检查时
的讲话精神。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固体废物污染防
治的重要指示，坚决贯彻落实好栗战
书委员长对执法检查的指示要求，深
刻认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重
要意义，按照省人大的统一部署要
求，上下联动，精心组织执法检查，确
保执法检查质效，向市人大常委会及
省人大提交一份高质量的执法检查
报告，切实推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在我市全面深入实施。

会议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交流，
盛建良、蒋自平作交流发言。会议对
继续深化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党史
学习教育提出要求，要从严从实抓好
党史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实，推动学
习教育与人大工作双促进双提升。

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任免情
况的通报。 （刘一珉 余希辰）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党史学习体会交流

本报讯 2021年长三角“一地六
县”文旅联盟高端对话暨精品线路发
布会日前在溧阳举行。活动发布了
2021 长三角“一地六县”文旅联盟
Logo、长三角之心“走心之旅”精品线
路，并达成景区同城化合作、旅游联合

推广等一系列合作成果。
“一地六县”即江苏省溧阳市、宜

兴市，浙江省安吉县、长兴县，安徽省
广德市、郎溪县和上海市白茅岭农场，
区域内拥有3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1
个5A景区、26个4A景区，有着打造

长三角一体化绿色产业发展示范区的
优越条件。

长三角之心文旅联盟专属Lo-
go，由长三角的“长”变型而来，象征
着长三角的“金边”“银边”“绿边”交
汇， （下转A2版）

打造长三角一体化绿色产业发展示范区

“一地六县”居民旅游“同享待遇”

本报讯 我市日前召开治污攻坚
暨太湖水环境治理调度会，部署二季
度治污攻坚工作，动员全市上下坚持
方向不变、力度不减，推动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副市长蒋锋出席会议并讲话。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围绕“环境质
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的硬要求，凝

心聚力、攻坚克难，有效提升生态环境
质量。截至4月24日，全市PM2.5浓
度为 46.7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3.3%；1—4月，国省考断面优Ⅲ比例
预计达80.4%，较一季度提高5.9个百
分点。

针对二季度全省将面临雨少风
弱、臭氧抬头、汛期将至等不利因素，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年度重
点工作清单，紧盯关键环节，狠抓落实
推进，坚决防止思想松懈工作松劲，坚
决防止环境质量下降，确保二季度环
境质量始终保持向好势头。要狠抓臭
氧污染防控，将治气的中心转向PM2.5

与臭氧协同治理；要狠抓汛期水质保
障提升， （下转A2版）

我市部署二季度治污攻坚
暨太湖水环境治理工作

“所里的21台进口数控磨齿机，全
部由我们工段自己负责维修。2015年
后，我们就不再被这些机床的外国制造
商‘卡脖子’了，每年可为企业节约维修
成本约300万元。”中车戚墅堰所齿轮传
动事业部维修工段班长伏宇璐日前自豪
地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伏宇璐带领班组成员
至今已完成技改项目80余项，为企业直
接节省维修成本近千万元，并获得国家
专利2项。

机床维修是门技术活，尤其是数控
机床维修。2008年，伏宇璐从常州技师
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踏入中车戚
墅堰所基建设备动力部，当了维修工。
他说，当时做维修工，懂了车、铣、刨等设
备结构和原理，一般机器维修就能搞
定。但是，2011年所里把维修工种从动
力部并入齿轮传动事业部后，他发现，对
数控设备的维修已经搞不定了。他得好
好学习。

一次，一台从瑞士进口的立式磨床
发生重大故障，静压力矩主轴工作台无
法工作。经过检查，他发现线圈三相对
地短路，导致西门子驱动控制器烧坏。
进口立式磨床，公司仅此一台，一无结构
图纸，二无资料可查。打电话给国外制
造厂商，对方回复“零部件整体更换，费
用85万元，修理时间6个月”。就在大
家束手无策时，伏宇璐大胆向公司请缨，
由他们维修班来试拆、试修。

“当时，心里也没底。只能‘死马’当
‘活马’医。从拆卸第一只螺丝起，每拆一
样，就把它编上号，按照顺序一个个记录

下来。把这台机器全部拆下，足足用了72
个小时，大小零配件有800多个。”伏宇璐
说，拆到最后，才找到病根——内部线圈
严重烧坏。接着，他们多方打探，联系到
上海一家线圈定制企业，可进行线缆检
测、数据测试和制作加工。经过半个月的
维修与调试，这台磨床终于又转起来了。

此后，伏宇璐对数控机床着了迷。
他把厂里的数控设备一一列表排队，决
心逐个“拿下”。对于编程难度大的，他
白天跟着师傅学操作，晚上查阅资料再
研究。

2019年，中车戚墅堰所把他送到北

京的西门子公司培训学习。“这次培训，
让我大开眼界。各种程序可以与数据互
换，数控设备原来可以这么‘玩’，真叫变
幻莫测！”他说。

学成归来，伏宇璐在小组改善项目
和小改小革上更加乐此不疲了。借助企
业建立的“张学斌党员先锋工作室”平
台，伏宇璐与师傅张学斌一起，组建公司
培训学院维修实训中心，让大家能在实
训基地进行技术攻关。

几年来，伏宇璐和同事们取得了丰
硕成果。

龚青轩 秋冰

中车戚墅堰所一个维修班长带领成员们，为企业直接节省近千万元

面对现代装备，维修工有多重要？

本报讯 常州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把学党史与办实事相结
合，一手抓学习，一手抓实践。

该中心把党史学习作为“住
房公积金大课堂”第一课和必修
课，党组书记为党员赠送党史必
读书。机关党委面向全体党员干
部开展“写给1921的信”主题征
文比赛，抒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爱公积金事业热情，着力提升
全员学习党史、宣传党史、用好党
史的主动性、自觉性，目前已收到
60余篇投稿。

该中心还把住房公积金制度
30年的建设发展史融入党史学
习教育，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
在全省行业内首创集中审批模
式，所有的归集、提取和贷款业务

都由后台集中审批，实现了安全
性加码、人员配置精简、审批效率
倍增、业务流程再造。同时，系统
梳理“推进住房保障、发展住房金
融、稳定住房市场”常州实践，编
纂发布了首部《常州市住房公积
金志》。

该系统党员干部聚焦住房公
积金事业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
痛点难点问题，打破部门建制，组
成 9个课题组，深入 20余个企
业、银行、社区等，以项目化推出
一批惠民便民的实招硬招。5支

“公积金社区行我先行”志愿服务
小分队深入群众身边送政策、送
服务、送关爱、送文化，不断深化

“住房公积金服务惠民生”品牌建
设成效。 （杨林）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抓党史学习教育 促创新发展实践

本报讯 今年“五一”小长假，常州
旅游市场、消费市场热度猛增。

据市文广旅局统计，全市被纳入
统计的 93 家旅游景区（点）共接待
游 客 475.51 万 人 次 ，实 现 营 收
39553.53 万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40.65%、183.93%。

全市9家4A级以上封闭式旅游景
区接待游客114.37 万人次，实现营收
17722.3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97.94%、

142.31% ，恢 复 至 2019 年 同 期 的
100.68%、120.96%。

“五一”期间，环球恐龙城旅游度假
区迎来43.7万人次游客，整体营收全面
超越2019年同期。其中，中华恐龙园景
区位列飞猪旅行“五一全国景区抢票榜”
第二，并荣登驴妈妈《2021五一出游总
结报告》“全国热门景区TOP10”和“华
东热门景区TOP10”双榜。

来自市商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我市重点监测的 44 家大中型零售
和餐饮企业、9家城市综合体，“五
一”期间共实现销售额 53011.1 万
元，同比增长 27%；日均销售额
10602.2 万元，较 2019 年同期大增
16.5%。凌家塘批发市场假期实现
销 售 额 46434.6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6.4%；日均销售额 9286.9 万元，较
2019年同期增长6.1%。

（周静 崔奕 周洁 吴燕翎）

中华恐龙园位列飞猪旅行“五一全国景区抢票榜”第二

“五一”假期我市旅游、消费市场营业收入：

不但远超2020年同期，而且超过2019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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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本报讯 今年“五一”假期，我市治安
良好，防疫严密。

节日期间，6条过境高速公路进出
总量265.3万辆车次，同比上升20.9%，
全市一般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下降
58.2%，道路交通死亡事故起数、亡人数
均同比下降11.1%。交警全员上路，现
场查处重点交通违法1.2万起，快撤快
处轻微事故2131起，未发生长时间、大
范围交通拥堵。

各地公安机关深化“旅游+警务”建
设，确保“第三届太湖湾音乐节暨嬉戏谷
10 周年庆”“2021 新龙森林音乐节”

“2021中国常州西太湖（春季）国际车
展”等万人以上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节日期间，按照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部署要求，公安机关
持续抓好高中风险地区、境外入境回常人
员管控工作。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机场

“两站一场”重点部位，安排警力监督落实
查验健康码、测体温、戴口罩等常态化防疫
措施。督促指导全市旅馆、民宿农家乐严
格落实人员身份、行程码等“四实”登记制
度，切实筑牢全市社区及社会面“外防输
入”的铜墙铁壁。（芮伟芬 汪磊 顾燕）

我市假日期间——

治安良好 防疫严密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武进区农
路办获悉，今年武进区共计划改造
农村公路桥梁8座，涉及雪堰、礼
嘉、洛阳、嘉泽4个乡镇。

目前，武进区农桥改造工程已
全面启动。今年计划改造的8座农
村公路桥梁中，包含县道桥梁1座、
乡道桥梁4座、村道桥梁3座。

据悉，农村公路桥梁改造工作
是“四好农村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自2018年以来，武进区以创建
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区为契机，
通过大力推进农村公路桥梁改造工
程，提升公路安全通行能力。截至

目前，全区三类及以上农村公路桥
梁的比例已经达到99%以上。

（谢星优 黄洁璐）

武进区今年计划改造
8座农村公路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