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青年科技十大新锐”
开始评选

推荐报名时间：3月 30日～4月 6日
本报讯 2015年度“常州市

青年科技十大新锐”评选活动启
动，推荐报名时间为3月30日
至 4月6日，本届活动主题为
“科技改变生活”。

本次评选将采取组织推荐、
社会推荐和个人自荐相结合的
办法公开选荐候选人，专家评委
会将根据推荐人选的事迹情况
及单位意见，评审确定20名正
式候选人。正式候选人将接受专
家评委会、大众评审团的无记名
投票和广大市民的微信投票，排
位前 10名者当选本届十大新
锐。

据介绍，凡年龄为14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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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间出生），在
常州（含辖市）工作或生活的青
年，包括在常州领取暂住证、就
业许可证，并在常州从事合法生
产经营 1年以上的非常州户籍

外来青年均可参加。已获市“青
年科技十大新锐”称号者，不再
申报。

据悉，本次评选活动内容丰
富，主办方将通过开设“科技宣
言”专栏，举办青年科技成果展，
开展“为科技精英点赞”活动，充
分展示青年科技新锐的风采。并
通过刊登播放“新锐影像记录”、
开展“与城市共发展”分享会、开
展新锐进校园、走进直播间等主
题活动宣传当选的十大新锐。

本活动由共青团常州市委、
常州日报社、常州广播电视台、
常州市科技局、常州市科学技术
协会、常州市互联网新闻中心(中
国常州网)、常州市青年联合会、
常州市青年商会共同主办。

具体活动事宜详见中国常
州网、常州青年网；活动咨询电
话：8568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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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身边的
“十佳母亲、十佳好儿女”

事迹征集截止到 4月 10日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妇联

获悉，以“和美家庭·德润常州”
为主题的常州市第八届十佳母
亲、第五届十佳好儿女事迹征集
活动现已开始，截止到4月10
日结束。

十佳母亲和十佳好儿女事
迹征集范围和对象是全市范围
内的优秀母亲（包括新市民母
亲）及子女（包括儿媳!女婿）。

十佳母亲事迹征集基本条
件：热爱祖国，拥护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执行计划生育等基本国
策，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热心公
益，品德高尚，具有奉献家庭和
社会的博大爱心，有一定影响力
和较高美誉度；宽厚善良，明礼
好学，自觉弘扬家庭美德和自
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四自”精

神；具有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良好
的节能环保意识；大力弘扬母爱
精神，科学施教，以德育人，以现
代教育理念和方法教育子女且
效果显著；事迹典型，故事感人，
有感染力。

十佳好儿女事迹征集基本
条件：遵纪守法，举止文明，崇尚
科学，爱岗敬业，勤俭持家，有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尊重孝敬父
母，自觉履行赡养义务，注重感
情交流与精神慰藉，家庭和睦温
馨，孝老事迹感人，影响广泛；弘
扬美德，谱写新风，义务赡养扶
助社会老人，热心捐资老年公益
或老年福利事业，事迹突出，有
典型社会意义；事迹典型，故事
感人，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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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幼设“广电国旅班”
定向培养导游

今年中招将招收约 45人
本报讯 常州幼儿师范开启

校企合作模式。25日，常幼
“广电国旅班”签约仪式在该校
举行。今年常幼将面向初中毕
业生招收导游专业约45人，学
制为五年制大专。学校定向招
生后，广电国旅将参与学生的
培养、教学、管理，奖励优秀
生，并提供实习、就业机会。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现有在
校学生2200余名，在籍成人学
员 2000余名。2011年 5月升
格为江苏教育学院常州学前教

育分院，6月增挂“常州幼儿师
范学校”校牌，成为常州市幼
儿师资培养摇篮。此次与其合
作的常州广电大陆国际旅行社
是一家省四星级旅行社。“广
电国旅”班的开设，将充分整
合企业、学校资源，形成校企
合一、工学一体的技能人才培
养新机制，为企业培养更多高
素质、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
也为学生实习、实训、就业提
供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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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随时汇款，手续费只有平时到网点汇款的3折

电费、通信费，农行手机银行分分钟搞定
本报讯 上班族小王最近有点

烦。昨天回到出租地，他突然发现所
有的电器都打不开，刚开始以为是
电表上的保险丝烧掉了，因为自己
不懂电路，所以小王立刻打电话请
电工小张赶紧过来帮忙修理，小张
检查后发现电路、电表、保险丝都是
好的，所以判断是被供电局拉闸了。
小王赶紧打电话给供电公司客服电
话95598，一问才知道是未及时缴纳
电费且超过供电公司规定的时限所
引起的。
“明天要请假到供电公司营业厅

缴电费，这个月奖金又泡汤了。”小王
如是说。小张笑着说：“不至于吧，缴
电费的方法多了去，我就是每次用农
行手机银行缴电费、固话费、手机充
值和汽车违章罚没款的，挺方便的，
只需动动手指就行，而且随时都可以
缴，就算是营业厅下了班一样可以。”
看到小王疑惑的表情，小张将自己的
智能手机打开，把缴费的全过程逐一
给小王演示了一番，看到小张潇洒的
表演，小王忍不住问：“手续怎么办？
要不要缴手续费？”小张告诉小王，仅
仅需要本人携带农行借记卡和二代
身份证到农行任一网点申请办理手

机银行业务，下载并安装农行手机银
行App客户端。第二天，小王便到最
近的农行成功申请了手机银行业务，
网点客户经理非常热情地协助小王
使用农行网点免费Wifi上网，用手
机内自带的App客户端搜找“农行
掌上银行”，成功下载、安装了农行手
机银行客户端。
“现在真是方便，人在公司，通过

手机上网就可以随时汇款，只需要对
方把卡号、姓名、卡的归属地填写一
次就可以，而且手续费还很便宜，只
有自己平时到网点汇款的3折。”小
王感慨道。

那办理该业务在手机上操作有
没有限制？具体该如何办理呢？

据记者了解，全国各地所有的农
业银行持卡客户，携带本人身份证件
到任一农行营业网点均可开通手机
银行业务，一人多张农行借记卡可绑
定在同一手机银行中。申请成功后，
须通过客户端搜索工具查找“农行掌
上银行”，或者直接在农行网点扫描
手机银行客户端二维码，根据自己手
机类型选取对应的 App下载并安
装，安装首次使用激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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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缴费操作具体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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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城市照明设施，需要你我共同行动

城市照明设施防偷盗系列报道之三

虽然多部门进行了联合打击，但依然要面对人力物力资源有限的现实

长期以来，市城乡建设局及城

市照明管理处在公安、检察院、法院

等单位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一

直致力于城市照明设施防盗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统计，2014

年，我市共抓获偷盗城市照明设施

不法分子 21名，抓捕犯罪团伙 5

个。其中，破获了城市照明防盗史上

最大案值的串案，抓获以老乡为纽

带的偷 -销集团化犯罪成员 8名，

斩断了伸向闹市区景观照明设施的

黑手。去年，案犯归案人数同比增长

61.5%，创下历年之最。

市建设局、公安局等部门对照明设
施偷盗行为一直联合进行严厉打击，光
是去年，几个部门就联合召开了3次联
席会议，每月召开重点案例专题会议，

并建立了照明案件串并案、大要案、犯
罪分子抓获等信息的“五立报”互通机
制，通过加强联动专项打击频率，以及
立体围网、垂直布控等手段，取得了良

好的防范效果。部分案件高发区域去年
的案件压降率达80%，而且历史发案涉
及范围内有22个警所去年未发生照明
设施偷盗案件。

市城市照明管理处负责设施防盗
的员工们还清楚地记得，2013年 2月
初，他们曾与公安人员一起，在三河三
园丹青桥处抓捕了一名偷盗景观照明
电缆的案犯，虽然该案犯只偷了17米
电缆线，案值仅241元，可当年5月却

被判处了两年半有期徒刑。
其实偷窃照明设施，不仅造成直接

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还存在导致触电和
引发交通事故的危害。根据案件危害程
度，偷盗城市照明设施者，或将按破坏
电力设备罪论处。近年来，市公安机关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打击“三电”专项斗
争中，就曾将偷盗城市照明设施一起纳
入打击范围。
“犯错误的成本高了，敢以身试法

的人自然少了。”市照明管理处有关负
责人说道。

打击照明设施偷盗行为，是一项长
期而艰巨的任务。市城市照明管理处相
关负责人坦言，照明设施遍布城市的各
个角落，而负责设施防盗的人力、物力
资源毕竟有限，“巡查的班次安排得再

科学也难免有百密一疏的时候。”为此，
市城市照明管理处、公安部门呼吁热心
市民，一起参与到保护城市照明的行动
中来。

市城市照明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

今后市民看到有偷盗照明设施的行为，
可以拨打该处的防盗热线 88107228，
也可以拨打城管热线 12319反映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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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三园沿线景观灯也频遭偷窃+城市照明管理处提供的资料图片,

执法方式 多部门合作建立互通机制

量刑依据 可以破坏电力设备罪论处

全民参与 照明设施需要你我共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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