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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波）南京市生态环境
局在本市域内，推动建立企业环保信任保
护制度。经过企业申报、基层初选、市局审
核等程序，首批23家环保信任保护企业名
单现已进行公示。昨日，南京市生态环境
局负责人对媒体表示，企业环保信任保护
是对“好评”企业实施的一项正向激励措
施，也是实施差别化管理的一种尝试。

为了促进信任保护原则在环境执法中
的运用，创新监管形式，经过半年多的摸底
调查，南京市生态环境局于今年7月初出
台了南京市关于企业环保信任保护原则的
相关试行实施意见文件，同时开展了环保
信任企业名单申报和推荐工作。据悉，所

谓信任保护原则，是指各级生态环境部门
对能够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规章
要求，认真执行生态环境政策标准规定，环
境管理处于行业领先水平、能够积极配合
生态环境部门日常监督管理的企业给予守
法信任并予以保护的原则。

据介绍，成为该市环保信任保护企业
将享受到多项利好和差别化对待：一是迎
查频次差异化。根据不同行业、区域、信
用评级等因素，采用差异化的监管方式，
加大对环保失信企业的检查频次，加大对
环保信任企业的服务与扶持力度。二是
停产限产差异化。重污染天气、重要国际
赛事、重要会议等大型活动期间，实施的

环境应急保障方案应体现企业环保信任
保护原则，具体在停产、限产、减产等措施
上，有所侧重有所减免，对环保信任保护
企业减少和降低“停、限、减”的范围和幅
度。三是政策扶持差异化。落实环保信
任企业鼓励政策，按规定在申报污染治理
补助项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年审、建设
项目环保审批、绿色信贷、企业上市、企业
发行绿色债劵、产品评优、劳模评选等方
面予以政策倾斜。

南京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表示，想成
为环保信任保护企业，需要具备的条件包
括：遵守法律法规，符合现行产业政策，生
产工艺、技术、产品属产业结构目录鼓励类

别，清洁生产水平先进，环保信用评价为
“绿色”，申领并按排污许可证要求进行排
放，排放稳定达标、在线监测规范，近一年
内无被查实的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积极响
应、实施重污染天气、重大活动环境质量保
障措施。关于企业环保信任申报与审核，
则每年年初开始组织申报，按照评选条件，
由市生态环境局各派出局、江北新区环水
局组织当地企业提交申报材料，进行初
审。初审通过的材料报市生态环境局复
审，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公示。2月中
旬将环保信任企业评选结果报送省生态环
境厅。此外，企业环保信任单位名单并非
一成不变，而是实施动态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 苏环轩 记者
赵叶舟）日前，逾千人在沿长江的
江苏、浙江、贵州、云南、重庆等4省
1市集结，按照生态环境部的要求，
计划用一周左右的时间将5省(市)
的长江入河排污口人工徒步排查
一遍；这标志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
已经正式进入人工排查阶段。

此次排查横跨11省(市)，涉及
岸线2.4万公里。据了解，从现在
开始将分三批完成长江入河排污
口排查，并将在明年全面完成长江
干流、9条主要支流及太湖涉及11
个省市的入河排污口底数，完成

“排查、监测、溯源、整治”等4项任
务，为长江水环境质量改善奠定基
础。

今年2月11日，长江入河排污
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在重庆启动，
同时，生态环境部在江苏泰州以及
重庆渝北、两江新区进行了试点排

查。在此基础上，生态环境部组织
专业技术人员对长江11省(市)进行
了无人机排查，并对无人机飞行结
果进行了解释。此次人工徒步排
查就是对无人机排查发现的疑似
排污口逐一进行人工核实。

据了解，分三批进行的长江入
河排污口排查将调用4000人次，
排查范围包括沿长江的11省(市)，
涉及岸线2.4万公里。在长江组织
如此大规模的排污口现场排查在
历史上是第一次，其中，对江苏、浙
江、贵州、云南、重庆等4省1市的
排查涉及7000公里岸线，平均每人
要走6公里多岸线。

生态环境部强调，排查不代表
排污口管理体制发生根本变化，长
江生态环境管理的主体责任和监管
职责仍然是各地党委政府及相关部
门；生态环境部统筹组织排查，不替
代地方履行生态环保责任。

常州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宣传站授牌
本报讯（刘璇 吴文龙）近日，常州市首家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宣传站在中车戚墅堰公司
“公益之星 车城益站”授牌。

“公益之星 车城益站”作为戚墅堰公司党
建品牌项目，建在公司下属铸锻分公司。自创建
以来，在公司党政工团大力支持下，以全国无偿
献血奉献奖、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
获得者刘星为“核心”，开展志愿服务，弘扬科学精
神，普及科学知识，强化公益属性，创新服务形式，
将党建、公益、互联网+有效结合，推进志愿服务
制度化，多次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及科普讲
座，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展示了中车风采。

溧水区委书记薛凤冠：
工会要当好“四个走在前列”主力军

本报讯（朱福生） 9月21日，南京市溧水
区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区级机关礼堂召
开，南京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孙
强，溧水区委书记薛凤冠出席大会并讲话。
吴国荣当选为溧水区工会主席。

孙强对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并充分肯定了溧水区工会十四大以来各级工
会组织取得的成绩。薛凤冠希望全区各级工
会组织和广大职工当好溧水“四个走在前列”
主力军，为溧水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他强
调，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绝对领导，
坚守工会工作的初心使命，加强工会自身建
设，进一步形成重视和支持工会工作的良好
氛围，推动职工群众更好地服务发展大局。

遗失启事
●张仲黎遗失金陵科技学院学生证，学号

1604262038，声明作废。
●江苏大学2019届毕业生段成宝遗失报到证，

编号201910299200206，声明作废。
● 刘 敏 遗 失 保 险 从 业 资 格 证 ，证 号

02002332010080002016000689，声明作废。
●兹有本人赵建（身份证号320305198710040437）

于2019年9月3日购买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车 险 10 台 ， 商 业 险 保 单 号 ：
805112019320111008065/805112019320111008069/
805112019320111008064/805112019320111008062/
805112019320111008066/805112019320111008067/
805112019320111008061/805112019320111008063/
805112019320111008068/05112019320111008060。
因商业险保单丢失，特此说明。由此产生的一切纠
纷，皆与保险公司无关。

●江苏新时代工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连云港
分公司原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南通泰普华外轮船务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02694455877T，正
本 编 号 320602000201902210036，副 本 编 号
320602000201902250118，声明作废。

本报讯（记者 吴文龙 通讯员 姚涤
凡）近日，常州市总工会机关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大会，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精神，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高昂
的政治热情、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加扎
实的工作举措，全力推动常州工会工作高
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市政协副主席，市
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徐伟南作动员讲话。

会上，徐伟南就开展好这次主题教育
提出三点要求：首先是提高政治站位，领会
重大意义，高起点推进主题教育蓬勃开
展。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务实的工作作
风，努力把这一重大政治任务抓实抓好、抓
出成效。要把深入学习贯彻新思想作为主
题教育的首要任务，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
起来，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真学
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
初心使命，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
要把严的要求、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工
会系统党的建设全过程、全领域，在革故鼎
新中不断增强工会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

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要
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
落实到行动上，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
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以真诚和虔诚解决
好职工群众的“头等大事”和“关键小事”，
把实事办好、难事办成、急事办妥，更好地
承担起团结引领广大职工群众听党话、跟
党走的政治责任。要紧紧围绕“种好幸福
树、建好明星城”工作布局，大力弘扬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教育引导工会党
员干部勇担职责使命、焕发创业激情，真正
用“守初心”和“担使命”汇聚起推进常州高
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磅礴力量。

其次是明确目标任务，把握主题主线，
高标准落实好中央省委市委关于主题教育
的各项部署要求。要聚焦解放思想，不断
强化学习教育。用单位建设的“发展指
数”、广大群众的“幸福指数”、矛盾困难的

“解决指数”展示理论学习的新收获、新进
步。要聚焦锤炼党性，不断强化政治引
领。把红色基因植入工会党员干部血脉。
对标先进模范人物，提升精神境界、永葆政
治本色。要聚焦转变作风，不断强化以职
工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入基层一线，听
实话、摸实情、办实事，普惠服务职工，精准

扶贫解困，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要聚焦纪律规矩，不断强化
清正廉洁意识。加强日常监督管理，织密
监督网络，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认真梳
理检视问题，逐项列出清单，制定整改措
施，推动工会党员干部作风根本好转。要
聚焦真抓实干，不断强化工会组织服务发
展大局的新作为。要大力弘扬“勇争一流、
耻为第二”的常州精神，解放思想、开拓创
新，找准工会服务大局的契合点和切入点，
助力常州“三大明星城市”建设，推动常州
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此外，加强组织领导，精心安排部署，高
质量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效。市总党组成
立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发挥“领头
羊”作用。各党支部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
任，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努
力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点，先改起来、改实
一点。要完善工作机制，形成强大合力。加
强分类指导、上下联动，同频共振、同向发
力。要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坚持
典型引路，让零星“盆景”变成连片“风景”。
要完善督查机制，确保抓牢抓实。建立责任
落实制度，列出问题和责任清单，明确时限
要求，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成效。

近日，2019年武进区“金牌工人”表彰大会在
凤凰谷大剧院举行。

为激发全区生产一线职工“爱岗敬业、钻研技
术、开拓创新”的热情，区总工会、区人社局联合武
进日报社开展“寻找身边金牌工人”推荐评选活
动。经过初评、公开技能展示、线上投票、专家评
审和媒体公示等环节，最终30人脱颖而出。

会上，中天钢铁丁佳锋、国茂减速机马保、今
创集团王春华、新誉轨交科技朱磊、龙城精锻刘
洪、洛凯机电苏仁新、光大环保李化庆、江南精密
金属材料吴根善、东方锅炉压力容器黄坚、柳工常

州梁修影等人被授予“武进金牌工人”荣誉称号。
他们立足岗位、扎根一线，潜心钻研、攻坚克难，师
徒结对、传道授业，同舟共济、同频共振，为企业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就如何进一步推进武进区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杨国成指出，要突出思想
政治引领，增强内生动力；完善技能形成体系，拓
宽发展空间；加强广泛宣传引导，营造关爱氛围，
培育新时代产业工人，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武进、
推动武进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做出新的贡献。

吴旻霞 胡国伟 吴文龙

近日，中天钢铁集团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暨中天钢铁集团成立18周年歌咏
大会。

本次大会分为寻梦·红色之旅，追梦·金色之
行，圆梦·蓝色之梦三个篇章。会上，市歌舞团、集
团各党支部、职工代表、2019届签约大学生、中天
实验学校等联袂演出，为观众带来大合唱《我们都
是追梦人》《在灿烂阳光下》《创业颂》、诗朗诵《人
民万岁》、钢琴独奏《浏阳河》等。集团“爱国、爱
党、爱企”主题演讲比赛第一名于锦也带来演讲
《爱国也能私人订制》。最终，大会在《歌唱祖国》
大合唱中落幕。

大会还举行“2018—2019年度美丽中天人”
“中天钢铁集团2019年幸福家庭”颁奖仪式。三

炼铁钮政强、同创公司臧晓金等10位职工获评年
度“美丽中天人人气王”；一炼铁王建家庭、五轧厂
王逸盛家庭等10个家庭获评“幸福家庭”。

今年以来，集团紧紧围绕“埋头苦干、三年再
看，创新智造再出发”的三年战略目标，以“卡两
头、挤中间”为管理主线，以信息化手段为支撑，全
面启动“标准化管理三年行动计划”。1-8月，集
团完成炼铁663.52万吨，炼钢762.61万吨，轧材
735.15万吨，有望超额完成年度产量目标。此外，
集团研发世界首创连铸技术、国内首创MINI轧
机技改、荣获钢企唯一2019校招案例奖、获评“全
国钢铁工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集团董事局主
席、总裁、党委书记董才平获颁“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朱元洁

近日，常州市总工会在江苏日月泰
律师事务所挂牌设立职工法律援助站，
标志着常州市工会法律维权工作向前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丰富拓展了工会法
律援助渠道，完善了职工法律援助服务
体系。市总工会副主席尹晓青出席授
牌仪式。

在随后召开的工会法律援助工作
座谈会上，尹晓青指出，在律师事务所

设立职工法律援助站，可以吸纳更多专
业力量强、有丰富实践经验、热心职工
法律援助事业的律师事务所及其优秀
律师，加入职工法律援助服务事业中
来，不断提高职工法律援助服务能力。
同时，有利于提升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化
解率，更好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促进
劳动关系和谐和社会稳定。

林正云

近日，中车戚墅堰公司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秦辉，工会主席葛骏，专程
走访慰问公司百岁老人张伯坤，为他送
去祝寿慰问金、慰问品和生日蛋糕。

出生于1920年 12月 8日的张伯
坤，今年正逢100岁，他1944年参加工
作，1978年10月从原铸钢车间退休。
在老人家中，秦辉和葛骏一同为老人送
上写有祝寿字样的慰问金和生日蛋
糕。看到老人身体和精神状态良好、家
庭和睦，秦辉叮嘱老人家属要继续关心

好老人、照顾好老人，让老人安享晚年，
共享和谐。

目前，公司离、退休人员有5730
人。其中，80岁以上老人1802人，90岁
以上199人，百岁以上老人2人，年龄最
长的102岁。多年来，公司坚持做好退
休人员暖心关爱工作，做到生活上关心、
精神上关怀，每年春节和敬老节给退休
人员发放慰问金，走访慰问当年满80岁
和90岁以上离退休人员，对患大病和生
活困难退休人员进行生活补助。王建文

“尊法守法·携手筑梦”
全省工会十佳维护职工权
益贴心人、十佳法治宣传服
务项目、十佳职工维权典型
案例近日出炉。天宁区总
工会申报的《为“送餐骑手”
定制法律套餐》法治宣传服
务项目和《工会律师伸援手
助力职工来维权》职工维权
典型案例分别荣获全省工
会十佳法治宣传服务项目
和十佳职工维权典型案
例。这是天宁区总工会连
续第二年荣获全省工会十
佳好典型项目奖。

近年来，天宁区总工会

认真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
本职责，加快构建以职工为
中心、满足职工多样化需求
的工会法律维权服务体系，
不断优化法律服务方式，持
续开展“工会法律援助志愿
服务‘八大类群体’农民工
专项行动”；组建“服务职工
律师后援团”，开展专业化、
多元化、精准化法律服务。
工会干部不厌其烦、不辞辛
劳，当好职工权益的代言
人、维护者，赢得职工群众
的信赖。

李志燕

全 国 单 体 面 积
最大、长度最长的铝
合金线雕壁画《秦淮
胜迹图》日前亮相于
秦 淮 河 集 庆 门 桥
—— 凤 台 门 桥 段 。
该壁画由著名画家
孙 元 亮 创 作 ，全 长
140.59 米 ，展示了外
秦淮河从方山到入
江口的一路风景和
风土人情, 共有 2060
个人物、400 余棵树
木、90多幢房屋、100
多艘船舶、桥梁 9 座
及方山阡陌、石城虎
踞、大报恩寺、聚宝
瓮城等景观建筑 10
余座，被誉为南京的

《清明上河图》。
赵亚玲 陈越 周

立民 摄

本报讯（钱泳霏）近日，紫金农商银
行江宁支行党委组织辖内中层干部、团
队长和退休党员共计50余人赴南京大屠
杀纪念馆、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红色教育现场参观学习活
动，参与活动的党员纷纷表示，作为新时
代的共产党员，将强化锤炼坚强党性，坚
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把初心使命
进一步转变成埋头苦干和真抓实干的自

觉行动。
当天下午，江宁支行党委还召开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研讨专
题会议，辖内所有中层干部及团队长参
加了会议。会上，党委书记带领大家认
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讲话内容，集中观看了赵亚
夫、王继才等模范先锋的教育视频。同
时，与会党员围绕“初心是什么、使命干

什么、奋斗比什么”的主题，就上半年经
营业绩、合规案防、理论学习及个人思想
等情况深入开展讨论，认真查摆不足，努
力向先进学习。自开展主题教育以来，
紫金农商银行江宁支行党委认真贯彻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
体要求，加强领导、精心谋划、扎实推进，
突出党建引领，强化与业务融合，助推江
宁支行高质量发展。

9 月 21 日 9 时 30 分，在常州轨道交通 1
号线茶山站，随着“龙城先锋号”列车稳稳驶
出站台，常州轨交 1 号线正式开通初期运
营。至此，常州迈入“地铁时代”，成为江苏第
4个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的城市。图为常州轨
道交通1号线开通仪式。

沈琳 夏伯阳 摄

南京推动建立企业环保信任保护制度

长江入河排污口人工徒步排查启动

紫金农商行江宁支行开展红色教育现场学习

常州市总机关召开主题教育动员大会 点赞！30名“武进金牌工人”受表彰

中天钢铁歌咏大会赞美新中国

常州市职工法律援助站建到律师事务所

中车戚墅堰公司开展敬老活动

天宁区总再获全省工会好典型项目奖

聚焦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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