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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18 日从武进区
获悉，武进援疆工作组利用区委、
区政府今年捐助的 600 万元小援
疆资金，制定了脱贫攻坚“十大行
动”，从本月起发力尼勒克脱贫攻
坚。

尼勒克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也
是伊犁州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该县
贫困人口占伊犁州贫困人口总数的
五分之一，尤其西三乡是当地扶贫
开发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武进
援疆干部勇于担起责任，在发展产
业、促进就业、提高教育和健康医
疗、文化交流等方面全力以赴。

在尼勒克县苏布台乡博尔博
松村，哈萨克牧民胡安德克搬进了
新家。这是一栋带有民族特色的
牧民定居院落，庭院里花红果绿。
2014 年，胡安德克还是村里的贫
困户，近年来，随着国家实施精准
扶贫战略的不断推进，胡安德克紧
抓精准脱贫政策的好机遇，凭借勤
劳肯干和头脑灵光，靠着牛羊养殖

育肥，不仅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还成为村里小有名气的创业明星。

在江苏武进援疆资金的政策
扶持下，博尔博松村正致力于发展

“一村一品”等特色产业之路，一大
批和胡安德克一样脱贫致富的庭
院种植、养殖模式等脱贫攻坚典型
纷纷涌现。

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不
仅是胡安德克一家。武进援疆工
作组利用有限的资金和力量，努力
拓展尼勒克县黑蜂蜂蜜、柯塞绣、
肉乳制品、旱田馕等土特产的产业
链，利用香樟大道等电商推介平
台，不仅进一步拓宽了村民们的脱
贫增收渠道，还使老人和妇女能够
就近就业。

针对博尔博松村自然条件恶
劣，每年冬春季节的融雪性洪水成
为影响当地百姓生产生活的最大
隐患，武进援疆工作组给予 10 万
元小援疆资金，帮助博尔博松村购
置一批编织袋、铁丝网等防洪抗洪

物资。
从 9 月份开始，武进工作组着

力实施“贫困村退出”攻坚、创业就
业促进、旅游扶贫助力、产业发展
提升、教育品牌创建、医疗惠民健
康、干部人才互派、基层建设巩固、
交往交流深化、同心同愿帮困十大
行动。

“实现尼勒克 2017 年脱贫摘
帽，既是国家赋予援疆工作的历史
使命，也是武进区对口支援尼勒克
县工作组必须履行的政治任务。”
武进对口支援尼勒克县工作组组
长、尼勒克县委副书记薛建忠表
示。

此外，武进援疆工作组 2017
年入疆以来，围绕受援地新疆尼勒
克县 2017 年全面脱贫目标，投入
援疆资金 7530 万元，规划实施六
大类 14 个建设项目，持续在产业
带动、项目建设、智力支持、特色援
疆等方面精准发力，助力脱贫。

（承文明 王淑君）

武进“十大行动”助力尼勒克脱贫

本报讯 记者从武进区图书馆
获悉，在凤凰谷 B 座一楼的第二家
阳湖书房已经初步建成，将于本月
底开放。该图书馆不仅有 220 平
方米，藏书 1.2 万册，24 小时全运
营，更重要的是，可以“刷脸”借书。

阳湖书房凤凰谷点设有成人、
少儿、幼儿阅读区和活动区、报刊
区等功能区域。设置阅览席位 50
个，其中可举办读书沙龙等活动的
区域面积为 16 平方米。报刊区有
30 种报纸，有电子图书与期刊借
阅机，读者只要下载“移动图书馆”
手机App，就能在线看书。

书房采用先进的智能化设备，
真正实现 24 小时无人值守，实现

自助借阅，读者只需凭武进图书馆
借阅证即可刷卡进入。读者可通
过支付宝的芝麻信用，免押金办理
借书证，也可通过微信转账付押金
办证。

更高级的是，还可通过“刷脸”
实现借阅，读者只要微信登录后
台，录入脸部数据，即可在自助借
还机上“刷脸”完成借阅。

为实现 24 小时开放，武进区
图书馆采取与马云无人超市概念
一致的防盗系统，门禁系统自动
检测书是否借出，读者持未借出
的书通过门禁系统时，门会自动
锁止 30 秒，提示读者完成借阅程
序。

据了解，2015 年年底，武进区
明确提出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
系这一全新目标，要在中心城区
建设若干个中小型图书分馆，并
在区内人员密集地区设立一批 24
小时无人值守服务点。去年 12 月
17 日，第一家阳湖书房在武进新
天地开放。运营近 1 年来，每天人
流量超过 350 人次，平均每天借
出图书 150 册左右。此外，潞城
街道在公园壹号花园社区也建设
并运营了阳湖书房。该社区党总
支书记高婉萍告诉记者，该点已
办证近 800 张，图书借出总量 1.3
万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张军 王淑君）

阳湖书房凤凰谷点本月底投用

24小时开放，可“刷脸”自助借书

本 报 讯 昨 天 上 午 ，
2017武进区网络安全宣传
周启动。

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
的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
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武
进区设置了主题宣传日：
分别是 9 月 19 日当天在武
进行政中心开展政务网络
安全宣传，9 月 19 日在湖
塘镇北街社区、9 月 20 日
在乐购广场开展公共网络
安全宣传，9 月 21 日、22 日
开展企业网络安全宣传。

据了解，结合启动仪

式，武进区将采取专题讲
座、户外宣传等多种形式，
提升机关、企业、个人的网
络 安 全 保 障 能 力 。 近 年
来，武进区先后成立区网
络与信息安全协调小组、
区委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
导小组。2011 年以来，该
区未发生III级以上网络与
信息安全事件；2014年起，
该区 207 家政务与公共服
务网站都按月进行安全测
评，信息系统安全整体运
行良好。

（王淑君）

武进开展
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本报讯 今天是中国统
计开放日。记者从市统计
局了解到，今年我市的“统计
开放日”宣传主题是“统计新
功能、服务新常态”，重点展
现“三新”统计监测的重要
性，以及“三新”统计制度建
设应用情况。

今天下午，在“博济·
五星智造园”市统计局将
举办“统计开放日”现场会
暨道德讲堂活动。活动将
通过现场参观、座谈交流
以及讲解等形式，重点宣
传常州“新产业、新业态、
新商业”经济发展概况，同
时 也 将 在 园 区 内 通 过 展
板、宣传标语等形式，向市
民宣传统计工作、统计法

规。此外，活动现场将结
合今年 8 月 1 日起实施的

“统计法实施条例”，向市
民宣传讲解、答疑解惑，还
将 结 合 当 前 正 在 开 展 的

“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
查”活动，向全社会推广海
洋经济普查。感兴趣的市
民们可以在下午 2 点参与
该活动。

据悉，自 2014 年我市
举办第一届“统计开放日”
活动以来，“统计开放日”
已经成为推动统计公开透
明、传播统计文化知识、树
立统计社会形象的重要载
体，也是统计宣传工作的
重要时点。

（常统宣 董逸）

统计开放日

邀请市民参与
走近统计行业

常州市城乡建设局道路挖掘审批公示

注：挖掘道路的施工现场要用护栏围护，并设置明显安全标志，夜间设置警示灯标志，提示行人和车辆安全通行,施工单位需在开挖申请期内完成道路开挖工作，欢迎广大市民监督。监督电话：88029212 88029213

开 挖 面 积
长度（m）*宽度（m）=面积（㎡ ）

开挖时间
（年月日-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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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二局
中铁十一局

常州市铁路建设处
常州市铁路建设处

常州市凤凰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常州市铁路建设处
常州市铁路建设处

常州通用自来水有限公司
常州新航动力装备开发有限公司

常州通用自来水有限公司
常州市常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先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常州润源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常州市规划设计院
常州市中元建设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

常州市天宁区秋彤护养中心
江苏先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延陵西路文化宫
延陵西路与南大街交界处
青枫公园站海棠路站
同济桥站等7处

勤业路的长江路口、五星路口
和平北路 延陵西路
中吴大道与和平路口

关河东路南侧
月季路与棕榈路 丁香路与茶花路

劳动东路北侧（青洋路口西）
健身路等5处

龙城大道与横塘路交叉口
健身路

龙城大道南侧与天峰路交界处
和平路与夏雷路交叉口
新堂北路与龙沧路交界处

兰陵路等12处
运河路北侧

邹傅路 华林路
机场路沿线（吕墅中路东—薛冶路）
机场路沿线（龙江路立交西—叶汤路）

健身北路
小河沿等5处

机场路沿线（龙江路立交西—叶汤路）
白杨路

2号线占道、挖掘
轨道二号线南大街站施工
轨道交通2号线施工

轨道交通1号线管线回迁
轨道二号线施工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

道路顺接
道路顺接
敷设供电管

交通改善一期（市政项目）
道路顺接

敷设自来水管
道路顺接

敷设自来水管
开设临时道口
维修电信管
道口拓宽
敷设供电管
地质勘探
地质勘探
敷设燃气管
维修电信管
地质勘探

开设临时道口

沥青22500㎡
沥青3509㎡
沥青16000㎡
沥青206000㎡
沥青11000㎡
沥青31146㎡
沥青12101㎡
沥青80㎡
沥青100㎡
彩道板13㎡
沥青11570㎡
沥青200㎡
沥青30㎡
沥青200㎡
沥青75㎡
沥青30㎡

彩道板7㎡ 沥青6㎡
沥青520㎡ 侧平石46 m
彩道板3㎡ 顶管58 m

沥青59㎡
沥青35㎡

彩道板7㎡ 沥青5㎡
彩道板5㎡
沥青41㎡
沥青29㎡

16.10.22-21.12.30
17.02.22-21.12.30
17.01.25-20.04.30
16.03.08-20.12.31
17.05.20-20.11.27
15.04.08-18.10.30
15.04.17-18.10.31
17.09.07-18.01.07
17.09.07-17.12.30
17.09.14-17.12.30
17.04.01-17.09.30
17.06.09-17.12.30
17.07.01-17.09.30
17.07.22-17.11.01
17.08.26-17.09.30
17.08.25-17.09.25
17.09.01-17.09.30
17.09.07-17.10.07
17.09.12-17.10.31
17.09.06-17.11.06
17.09.06-17.09.30
17.09.14-17.09.24
17.09.16-17.10.10
17.09.14-17.11.14
17.09.15-17.10.15

序号 开挖申请单位 开挖地段 开挖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