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0 月 14 至 15 日，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
斯图加特校区代表团 25 人访问
金坛，与金坛经济开发区园区内
德国企业、河海大学、江苏省金
坛中等专业学校等共同研讨双
元制人才培养模式在金坛的实
践。

在坛期间，25名教授和学生
代表参观了开发区现代产业园，
实地走访了埃马克、皮尔兹等德
国代表企业，与企业沟通在金坛
的发展心得，了解金坛发展变化。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斯

图加特校区、金坛经济开发区、皮
尔磁、凯斯宝玛、河海大学、江苏
省金坛中等专业学校各自作了推
荐，几方就合作双元制人才培养
模式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并就下
一步深入合作达成共识。

据悉，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
大学拥有 40 多年的双元制教育
经验，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最大
的双元制研究学院。所谓双元
制，就是“学历证书、职业证书”、

“学校学生、企业员工”、“工学交
替、校企融合”的技能型人才培
养模式，受训者一方面以学生身

份接受学校的职业理论和文化
知识教育，另一方面以学徒身份
在企业接受职业技能培训。

2018 年 7 月，中德（金坛）创
新产业园德国工业 4.0（金坛）制
造基地揭牌，开启了德国工业 4.0

（金坛）制造基地的新征程。在
此契机下，金坛对德招商也迎来
厚积薄发的良好态势。截至目
前，已经吸引了近 20家德资企业
入驻。

双元制职业教育由于更加
具有针对性，重视学生的实践能
力，深受企业欢迎。随着入驻的
德资企业越来越多，引进双元制
人才培养模式，也成为众多企业
的期盼。为此，我区在加大项目
招引力度的同时，也积极探索与
德国在教育、培训等领域的深层
次合作路径，为企业提供充足的
技能型实用人才。

臧风华/文 于姗姗/摄

编后：人才培养是企业实
现转型升级的关键，双元制技
术人才的培养更需进行本土化
探索，充分理解德国双元制教
学体系的精髓，产教融合，校企
双元，促进我区双元制人才培
养机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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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代表团来坛

研讨双元制人才培养金坛模式 爱
惜
绿
地

从
﹃
停
车
﹄
做
起

停车难是许多城市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这并
不能成为将车停在绿化带内的理由。依据《江苏省
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和《常州市城市市容管理办
法》，城管部门对绿地内停车行为可进行处罚。

2018年 12月 31日 9时许，区某市政建设公司
司机陈某，驾驶普通货车运送工程所需材料至东城
街道华阳路施工点，因附近没有停车位，陈某便将
车辆停放在华阳路与月荷路西南角，被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执法人员巡查发现。经过调查取证，查明事
实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当事人作出罚款 500元
的行政处罚。

绿地停车，首先违反了《常州市城市市容管理
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构成擅自在城市树木花草
和绿化设施上悬挂或摆放与绿化无关的物品的违
法行为，依法应处 100-500元罚款；如果同时造成
绿化损坏，则还违反《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
十一条，构成损坏城市绿化违法行为，要处以绿化
损失 1-5倍的罚款；如果将绿地破坏，长期占用停
车，则构成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违法行为，应按所
占绿化用地每平方米 500-1000 元的标准处以罚
款。

针对绿地违规停车的整治，不仅加强了我区城
市绿化管理工作，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也提供
了重要执法保障。当然，整个整治工作要以问题为
导向，充分突出可操作性和地方特色。比如，在部
分项目建设中，要求项目绿地面积占建设项目用地
总面积的比例应符合规定标准，因特定条件限制达
不到规定标准的，应异地建绿。要严格强化绿地率
管理，确保城市总体绿量，要树好提醒标识牌，降低
执法难度。

园林绿地是扮靓生活的美景，作为城市的主人
翁，我们应该讲
公德，守规则，文
明停车，保护环
境，真正让城市
更绿色，更美！

徐欢 赵云静

为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提
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服务纳
税人的质效，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统一部署，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
税务局将于 2019 年 11 月 4 日上
线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 2.0 版

（以下简称“系统 2.0 版”）。届
时，相关信息系统将停机，与增
值税发票相关联的业务将暂停
办理。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暂停办理业务的时间及
范围

2019 年 10 月 25 日下午 17
时至 2019 年 11 月 4 日上午 8 时
30 分，“江苏省增值税发票选择
确认平台”暂停服务,全市各类
办税服务场所（包括办税服务
厅、行政服务中心办税窗口、发

票代开点、委托代征单位等）、
电子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将
暂停办理纳税人开业登记（含
跨区域报验）等 5类 29项业务。

二、升级期间可正常办理的
业务

（一）除本通告暂停办理业
务范围以外的涉税事项均可正
常办理。

（二）纳税人端发票（增值税
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增
值税普通发票（卷式）、增值税电
子普通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通用
机打平推式发票等）的开具、作
废业务。

（三）车辆购置税大厅申报、
不动产交易和个人出租房屋代

开发票业务。
三、恢复办理业务时间安排
自 2019 年 11 月 4 日上午 8

时 30 分起，全市各类办税服务
场所（包括办税服务厅、行政服
务中心办税窗口、发票代开点、
委托代征单位等）、电子税务局、
自助办税终端等恢复业务办理。

四、业务办理提醒
（一）妥善安排业务办理时

间。为减少系统升级对办理涉
税业务带来的影响，请广大纳税
人根据本通告停机时间，妥善安
排业务办理，提前或延后办理相
关涉税事项。

（二）按时联网登录税控开
票系统。为确保在系统升级停
办 业 务 期 间 能 够 正 常 开 具 发

票，请广大纳税人务必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 17 时前，根据正常
生 产 经 营 需 要 提 前 申 领 发 票

（电 子 税 务 局 领 用 发 票 请 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 18 时 前 申
请），并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 24
时前登录税控开票系统并保持
互联网在线状态。

（三）积极参加业务培训。
系统2.0版上线后，“江苏省增值
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将升级为

“江苏省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
台”。为帮助纳税人熟练掌握系
统操作，主管税务机关将组织安
排纳税人培训，请广大纳税人及
时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
务局门户网站、江苏税务、常州
税务微信公众号和各办税服务

厅通知通告。
（四）系统升级停办业务期

间，税务机关所有通知均通过税
务网站，以及电子税务局、微信
公众号和微博账号、12366短信、
办税场所公告栏等正规途径和
渠道发布，请切勿轻信各类未经
税务机关证实的信息。若有疑
问，可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及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本地特服
号、税务网站等渠道咨询。有关
问题、意见及建议也可以通过上
述渠道反映。

特此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
2019年10月11日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关于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停机升级的通告

德国代表团一行在开发区中德产业园实地走访参观

本报讯 10月 17日下午，我
区开启2019年度“科长讲坛”第四
讲，来自我区生态环境、自然资
源、住建、城管等 7家单位的业务
科长，聚焦生态建设业务为主题
进行了交流。

7 位科长结合本职工作，从
“奋勇担当，坚决打好碧水保卫
战”、“绿色金坛、生态林业，助推
高质量发展和高速度增长”、“全
区城镇生活污水治理情况”、“践
行垃圾分类，共享绿色生活”等 7

个不同角度切入，或谈工作举措，
或谈意见建议，或谈体会感受，畅
所欲言，各抒己见，经验分享、观
点交流逐步深入，思想火花不断
碰撞。

李蕾

本报讯 近日，区不动产登
记分中心正式启用不动产登记电
子印章，进一步优化办证流程，实
现了不动产登记从办理、审核、签
章、监管全流程网上操作。

“以前，我们的不动产登记证
书需要送到常州市自然资源局进
行盖章，流程繁琐，工作量大。现
在启用电子印章后，我们分中心
就可以直接在网上打印并发放已
经加盖电子印章的证书，减少了
手动加盖实体印章等操作环节，

盖章、发证、缮证这一流程实现无
缝对接，提高了发证效率。”区不
动产登记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据了解，不动产电子印章管
理系统通过完善网上数据审核、
自动生成证书模板流程，实现不
动产登记业务办理、数据审核、电
子签章、跟踪监管全流程网上操
作，进一步优化流程，节省了办证
成本，也避免了证照遗失的风险。

下阶段，区不动产登记分中
心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深化

“互联网+不动产登记”，不断拓展
业务范围，探索实现不动产登记
信息线上查询。“目前，不动产登
记信息查询仍需要申请人准备好
相关材料到窗口办理，接下来，我
们将在启用不动产登记电子印章
的基础上，加速推进不动产登记
信息网上查询，力争早日实现不
动产登记、查询等业务一网通办，
为企业和群众带来更大便捷。

左玲 丁玲

我区领先全国启用不动产登记电子印章
本报讯 10 月 16 日 上

午，2019年江苏省青少年 15-
16 岁组篮球锦标赛在我区体
育馆落下帷幕。

决赛中，常州代表队战胜
南京代表队，轻松夺冠，南通
代表队位列第三名。本项赛

事共有来自全省 9个城市、13
支队伍、近 150名青少年篮球
运动员齐聚我区，以球会友。
据悉，此项赛事是江苏省青少
年阳光体育运动联赛系列比
赛之一，是江苏省青少年体育
发展的大检阅、大展示。张超

“科长讲坛”第四讲开讲

省15-16岁组篮球锦标赛在我区落幕

本报讯 日前，金坛华罗
庚实验学校学生王宁婧创作的
小说《雅典会谈》喜获“曹文轩
文学奖”，王宁婧是本届获得

“曹文轩文学奖·少年创作奖”
唯一江苏作者。

据悉，曹文轩文学奖是以
江苏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国

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先
生命名、省委宣传部和北京大
学共同主持的省级文学奖，每
两年举办一届，现已成功举办
两届。

李永兵 蒋建君

王宁婧小说获第二届
“曹文轩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