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0年1月21日

综合新闻部电话：025-83279178 读者报料热线电话：025-83279175 E-mail:jsgrbs@126.com民生·聚焦常州 版面编辑/俞 红 校对/聂 晶

订阅二维码

江苏工人报社广告部

（江苏工人报报业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025-83279186

电箱：83279186@163.com

地址：南京市上海路156号

邮编：210024

江苏工人报新闻网

网址：www.jsgrb.com

宣
传
品
牌

展
示
形
象

传
播
文
化

拓
展
市
场

聚焦常州
（总第826期）

日前，武进区总工会领导走访慰问
因公负伤和生大病的民警，为他们送上
慰问金、慰问品和新春祝福。此外，他
们还走访慰问了部分环卫工人、困难职
工家庭和困难劳模。

武进拘留所民警杨文选2018年
10月被确诊为肺腺癌，每21天化疗一
次，一年多来花费医疗费33万余元，个
人自费承担8.5万元。市总主席金刚
鼓励他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配合治疗，

争取早日康复。漕桥派出所辅警潘卫
平，母亲因患脑瘤2015年开颅手术，妻
子王小亚2019年患乳腺癌，术后化疗
8次，巨额医疗费用，使得家庭生活日
益困难。金刚为他送上慰问物品，告诉
他有困难可以找单位、找工会，大家一
起努力克服暂时困难。金刚一行还看
望慰问了礼嘉派出所因公负伤民警杨
杰，希望他一如既往努力工作，更好地
服务人民。

区劳模周国方2009年查出左侧
颊黏膜癌，去年以来两次入院，每年
自负药费超过 10万元，造成生活困
难。区总领导鼓励他增强信心、战胜
病魔、养好身体，过一个欢乐喜庆的
新年。区总领导还走访慰问了湟里
镇困难职工王海东、礼嘉镇一线环卫
工人等。

据了解，去年区总为全区11415名
一线环卫工人、城市协管员、交通辅警、

快递员，每人购买一份最高赔付5.04
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同时设立专项救
助资金，对15名因公负伤的职工实施
救助，累计发放专项救助金5.6万元。
今年 春节前区总工会将慰问困难劳
模、环卫工人约950人，走访困难职工、
特困职工家庭83户，发放慰问金98.6
万元；为特困职工家庭每户送上年夜饭
礼包和春联。

陈伟平 吴文龙

武进区总慰问伤病民警与困难职工

近日，中天钢铁集团召开
2019年度总结表彰大会，总结回
顾 2019 年各项工作，研究部署
2020年重点任务。会上，表彰了
12个先进集体和十大标兵，举办
了专场文艺演出。

2019年，两大公司全年累计
降本超3.9亿元，汽车用钢、帘线
钢、轴承钢等拳头产品合格率稳
定在 99.9%，并首次获得全国冶
金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此外，上
线安全智慧平台，全面推进超低
排放，投运“全国首艘京杭运河千
吨级电动船”，创新安全管理模
式，加快绿色发展步伐，保持全年
安全环保平稳态势。开展“智慧
工厂”布局，上线投用MES等一
批信息化项目，4个省级智能车间
收入囊中，并荣获国家“5G+工业
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省五星
上云企业”等荣誉称号。集团全

年申报专利 124 项，同比增长
57%，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添动
力。与高校合作研发国际首创

“脉冲磁致振荡-电磁搅拌”技术
以及全球首套连铸中间包冶金技
术，全年开发新品40余种。深入
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打造“百
人计划”人才智库，发挥“领头雁”
效应，培育后备“小青苗”，将员工
幸福感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
员工谋发展、谋幸福。

中天钢铁的绿色发展水平和
品牌影响力长期处于行业第一方
阵，是全球最大的特优钢棒线材精
品基地，具有极强竞争实力和市场
影响力。近日，中天钢铁绿色精品
钢（南通）示范工程项目在宁签署
商务协议，并将迈入落地建设新阶
段，标志着中天钢铁“二次创业”的
新征程将在南通启航。

朱元洁 吴文龙

2019年以来，溧阳市总工会
创新帮扶形式、完善帮扶机制，拓
宽帮扶渠道，发挥工会职能优势，
有效帮扶困难职工解困脱困。

市总入户走访困难职工家庭，
摸清致困原因和困难程度，对符合
条件的130名特困职工及时建档，
实行动态管理。规范困难职工管
理工作，结合“大调研、大宣讲、大
走访”开展送温暖活动。市总机关
每名党员结对慰问1名困难职工、
帮扶资助1名贫困学生，组织开展
送温暖活动，全年为130位困难职
工发放帮扶金60万元，帮扶物资

近10万元，为特困职工增发物价
上涨补贴，为29名困难职工子女
发放助学金10.6万元；扎实开展
挂钩村帮扶行动,以项目扶持方
式，提供项目帮扶资金5万元，向
挂钩村困难职工发放临时救助资
金8000元。此外，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金秋助学行动，省级劳模张强
生再次结对8名特困职工子女就
学，发放资助金6.4万元；溧阳光大
银行连续资助2名特困子女上学；
溧阳高速公路北两个班组分别结
对助学2名困难职工子女就学。

石春芳

日前，常州市召开全市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推进会，通报成立
常州市政府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并就全面推进全市根
治农民工欠薪工作提出要求。

会议指出，全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形势稳中向好，实名制、工资
专户、按月足额支付和工资保证金四项制度覆盖率已基本达到国家要
求，在省政府对设区市政府专项考核中连续2年获评最高等次A级。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加大部门间的协调联动力度，充分发挥各
部门职能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建好大格局，切实维护农民工工资报酬
权益；要坚持间题导向和底线思维，扎实做好根治欠薪各项工作，切实
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收兵、目标不实现不松手、群众不满意不罢休；要迅
速集中全部力量，提速加码全面行动，组织领导要再加强，攻坚行动要
再动员，制度推进要再冲刺，惩处力度要再加大，考核评价要再从严，以
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实的工作举措、更优的工作作风，坚决打赢根治农
民工欠薪攻坚战。 徐玉 吴文龙

近日，金坛区总工会领导走访慰问15户特困职工、困难劳模和即
将返乡的农民工，标志着2020年全区“送温暖”活动全面启动。

区总工会领导来到江苏五香居食品有限公司和常州广裕橡塑科技
有限公司，为春节返乡员工送上一份温馨大礼包；率文艺小分队赴浙江
商会等企业，用歌声、舞蹈为职工捎去新年祝福；邀请书法艺术爱好者
走进企业，为职工书写春联和福字。据统计，今年春节区总工会累计发
放30余万元帮扶资金和温情年货大礼包。 郭力毓

近日，金坛区总工会在金坛一席婚礼公园创建的工会红娘工作基
地，得到常州市总工会验收通过，获“常州工会红娘工作基地”称号，这
也是常州地区首家创成的工会红娘工作基地。

该基地园区绿化面积达到整体面积的80%，环境优美、布局合理，
“1314停车场”“玫瑰长廊”“情人码头”“比翼双飞”“同心墙”等处处体
现爱情的元素；园区室内环境高雅，设施齐全，礼堂式的布局适合举办
各类仪式和活动。

职工相亲交友活动是常州市总工会近年来的重点工作之一，此次
新创的基地将更好地服务常州地区的单身青年职工。 金工

为丰富辖区职工文化生活，五星街道花
西社区工联会近日举办“迎新春”游园活动。

游园会设立“知民俗、承传统、健身
心、讲文明、爱卫生、树新风”六个实践站
点，每个站点都准备了丰富的趣味游戏项
目，职工们玩得乐此不疲。夹汤圆、剪窗

花、踢毽子、垃圾分类等游戏，引来大家的
阵阵欢声笑语。物业工作人员施师傅感
慨地说：“这次游园活动玩得太嗨了，不仅
锻炼了身体，还有小礼品可以领，久违的
年味儿让我们仿佛回到了童年。”

邓燕 谈阳

近日，江苏通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召
开四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暨2019年度先
进表彰大会。

2019年该公司全体员工凝心聚力、攻
坚克难，完成养护、工程施工产值6亿多

元。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持续向市慈
善总会捐款，对贫困村实施帮扶。公司连
续获评江苏省文明单位，树立了企业的良
好形象。大会还对2019年度先进集体和
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张国芳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公布第八届全省交通优质服务品牌名单，溧阳
“1号公路”荣列其中，成为常州唯一获此殊荣的品牌。溧阳“1号公路”是
“首批江苏省旅游风景道”，全长365公里，对内连接全市86个行政村、
352个自然村、220多个乡村旅游景点、23个美丽乡村和特色田园乡村试
点村，对外快速连通周边7个县市。该路网自2017年建成以来，以其独
特亮丽的景致成为网红公路和众多游客的打卡公路。 张国芳

常州推进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

金坛区总启动“送温暖”活动

金坛区总创建红娘工作基地

溧阳1号公路入选交通优质服务品牌

中天钢铁集团表彰先进集体十大标兵

溧阳市总多举措精准帮扶困难职工
玉“鼠”迎新春 游园忆年味

江苏通用路桥召开职代会

本报讯（记者 王槐艾）昨天，扬州市人民
政府、泰州市人民政府与东部机场集团共同
签署《扬州市人民政府、泰州市人民政府与东
部机场集团共同推动民航事业发展合作协
议》，并与扬州市国资委、泰州市城投签署《扬
州泰州国际机场股权转让协议》，合力为扬州
泰州国际机场打造“国际旅游航空枢纽”、实

现跨越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根据协议，扬州市人民政府、泰州市人民政

府以及东部机场集团三方将进一步加快建设扬
州泰州国际机场，提升功能定位，推进二期扩建
项目，其中包括：新建1条3200米的平行滑行
道；扩建停机坪约40万平方米；新建约8.5万平
方米的T2航站楼和1.25万平方米的连接指廊；

配套建设运控中心、廊桥、围界、停车场、高架
桥、给排水、变配电、暖通等设施，预留机场综合
体和轨道交通接口。二期扩建项目总投资约45
亿元，力争今年底前后开工建设，这将为扬州泰
州国际机场实现“国际旅游航空枢纽”、南京机
场辅助机场的目标聚力赋能。

据悉，扬州泰州国际机场自2012年通航以

来，旅客吞吐量稳步增长，辐射服务功能不断增
强，为泰州区域对外开放、发展方式转变、城市
转型升级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特别是去年9
月东部机场集团成立后，扬州泰州国际机场充
分借助集团化管理优势，进一步扩大航空运输
规模，优化航班航线结构，航班客座率持续攀
升，航班放行率增幅位居同类机场前列。

本报讯（记者 赵叶舟）昨天
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大寒”，意味
着一年中最冷的日子到了，同样
也标志着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值
得一提的是，昨天也是近期唯一
的好天气，从今天起，我省持续降
雨，一直持续到27日，从初四开始
才转为多云，2020年的春节，确
定泡在水里了。

为什么降水如此频密？江苏

气象台表示，这是由于近期南支槽
异常活跃，暖湿气流北抬，才造成全
省持续阴雨天气的。不过，因为没
有强冷空气南下，温度较高，所以近
期只有雨没有雪。根据气象预报，
今明两天我省将有中雨，年三十到
年初一，再遇一波中雨天气；其中初
一全省将遭遇较大风力。

虽然是“大寒”，按常理，大寒
应该是冰天雪地，寒冷刺骨的，但

这次却并不寒冷，年前的最高温度
普遍在七八摄氏度至十二摄氏度
之间，只是届时由于降水较多，所
以体感会比较冷。一般说来，大寒
中很多事情都和过年有关，比如
买年货，除尘迎新，写春联等等，
虽然天比较冷，但因为节日的气
氛往往会比较红火热闹。小伙伴
们，今年过年的东西你们都准备
好了吗？

本报讯（通讯员 付若泉）1
月16日，中建四局六公司苏州安
元路万科项目坚守岗位的32名工
友喜笑颜开，原来公司正在为他
们举行一场以“浓浓中建情，温暖
回家路”为主题的春节返乡活动。

在活动现场，中建四局六公
司不仅为工友精心准备了羽绒

被、棉服等，还特地邀请了当地
的书法老师现场挥毫泼墨，为农
民工献上符合自己心意的春
联。公司领导及驻地高新区总
工会主席分别为每位工友戴上
新围巾，向他们一年来的付出表
达感谢。“谢谢公司租来大巴免
费送我们回家，还给孩子们准备

了书包文具等礼品，这一年再辛
苦也值了”一位来自安庆的工友
临上车时感动的说道。

据了解，中建四局六公司近
年来积极响应十九大关注民生号
召，通过“工友之家”、“爱心体
检”、“夏送清凉，冬送温暖”等活
动真正将农民工关爱落到实处。

扬泰两市与东部机场集团共建扬泰机场

阴雨今至，初四前我省降水不断

中建四局六公司暖心护送工友春节返乡

本报讯（记者 鲍晶）继 1 月 17 日
南京火车站换乘地铁实施单向免安检
后，南京南站高铁换乘地铁免安检也于
1 月 19 日实施。至此，2020 年春节前，
南京市南、北两个综合交通枢纽均实施
了铁路出站至地铁进站的单向免安检
换乘。

此次南京南站单向免安检换乘，是将
现行的地铁安检区域扩大至高铁站到达
层，覆盖整个高铁到达层大厅，通过增加
8 个安检通道及若干个人工通道形成了
近 2.3万 平方米的免安检区域，大量增加
了铁路出站换乘地铁乘客的活动空间，提
升了乘客换乘体验。

单向免安检换乘实施后，能够满足
铁路旅客无缝换乘地铁的要求，而且不
改变地铁站内现有乘客流线和走行距
离，保障乘客免检换乘安全有序、方便快
捷，让更多高铁旅客感受到免检换乘地
铁的便利。

本报讯（记者 朱波）南京市发改
委、市教育局、市财政局联合下发的《关
于优化调整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结构促
进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的实施意见》
昨日正式发布。该意见明确扩大普惠
性幼儿园覆盖率，提升学前教育办园质
量，增加困难群体幼儿补助，提高农村
办园点幼儿减免标准，进一步优化调整
南京市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结构，促进学
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

记者从《实施意见》中获悉，自2020
年秋季入园就读小班、2022年就读大班
的幼儿开始，将学前一年每生6000元
补助，调整为由财政直接投入用于普惠
性幼儿园建设和发展、保障困难家庭幼
儿和农村办园点幼儿。按照“新生新办

法、老生老办法”的原则，2020年在园的
中班、大班幼儿继续按原有政策执行。

据了解，南京市自2012年开始启
动幼儿园增量工程，2014年全面实施学
前教育“增量、创优、惠民”三项工程。
自实施以来，全市新改扩建幼儿园380
所，新增学位近10万个，新增省市优质
幼儿园300多所，新增普惠性幼儿园
432所。截至2019年年底，南京市共有
幼儿园987所，其中公办园597所，民办
惠民园148所，普惠性幼儿园共计745
所。多年来，该市一直坚持新建幼儿园
以办成公办园为主，要求小区配套幼儿
园必须办成公办或普惠性民办园，同时
鼓励将民办园“回购”成公办园，多种途
径提高学前教育普惠度。

遗失启事

●张晓欢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130525198907072740，声明作废。

南京两大火车站
换乘地铁实现单向免安检

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增加困难群体幼儿补助

南京优化调整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结构

一 支 由 东 方 润
安集团 55 名优秀员
工和武进公安 22 名
警员组成的“青年党
员 突 击 队 ”日 前 成
立。这是武进公安
分局创新基层社会
治 理 的 又 一 新 举
措 。“青年党员突击
队”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推动机制
共建、活动共融，为
地方党建共建工作
提 供 新 的“ 经 验 样
板”。

徐旻 吴文龙 摄浦镇公司杯新闻摄影季赛浦镇公司杯新闻摄影季赛

本报讯（记者 陶睿）机场地服人
员减客翻舱找行李时，手持行李装卸
移动PDA设备，输入行李牌号码，便可
根据设备上显示远近的信号强弱标识
和发出的嘀嘀声判断行李位置，让行
李“有话可说”；乘客查询行李位置时，
在航空公司APP上输入行李牌号码，
便能实时了解托运行李的实时状态，
让行李“有迹可循”。2019年12月底，
东航江苏公司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上
线了RFID无线射频技术，该技术不仅
能提升行李全流程管控能力，还能为
旅客提供行李数据实时查询的服务。

RFID无线射频技术让行李“有话可
说”“有迹可循”的背后，全靠RFID专用
行李条内置的一块特殊芯片。旅客托运
行李时，专业设备会将相关信息录入行
李牌内嵌的芯片中，当带有芯片信息的
行李经过分拣、装机、到达、提取等节点
时，行李数据信息就会被自动采集到后

台数据库。相比于之前托运行李装机时
人工将行李逐件光学扫描后装机，RFID
系统的现场操作扫描效率更高，它可以
将手持扫描设备装配在传送带栏杆上，
通过RFID技术，对每件行李内芯片的无
线射频进行读取，便可在传输货舱过程
中全部扫描完毕。此外，RFID技术还能
帮助航空公司实时掌握行李信息，监控
行李运输状态，对发生异常的行李进行
准确追踪、快速处置，特别是翻舱时能够
精准查找行李，确保航班准点起飞。

随着RFID技术的应用，行李数据
信息的采集率和行李追踪的准确性都
得以提升，行李信息将真正实现实时
共享和精准定位。2020年春运期间，
东航江苏公司将利用无线射频与光学
扫描，合力护航春运行李运输。未来，
公司将继续优化图像抓取、行李复核
等多项技术，全面推广RFID无线射频
技术在行李运输保障全流程的使用。

禄口机场用上无线射频技术 行李全流程管控

近日，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公安分局举行第二届“警营工匠”表彰大会暨第三届师徒结
对仪式，集中表彰了谭建峰、朱锁林、黄才明、裴建新、杨小清、吴有礼6名“警营工匠”，并
揭晓“优秀警师”“警营新秀”、汇报演示警务技能、举行新警入警宣誓。

吴文龙 文 莫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