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我区对符合条件的
企业启动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工作，放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条件，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支
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

按照相关标准，对不裁员
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标准为企业及其
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
险费的 50%。本次新政将按照
新的企业分类参照标准，对大
型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的
裁员率放宽至不高于上年度
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即按
3.62% 执行；对中小微企业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的裁员率放
宽至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即按
5.5%确定；对 2019年初参保职
工 30 人（含）以下的企业，
裁员率放宽至不超过企业
职工总数的 20%。

同时，加大对受疫情
影响较重的服务业企业的

稳岗返还力度。新政明确对
批发零售、物流运输、住宿餐
饮、文化旅游等受疫情影响较
重且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
服务业企业，参照困难企业标
准给予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其
中对批发零售、物流运输企业
按今年以来月均失业保险参
保人数给予 1个月的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对住宿餐饮、文化
旅游企业按今年以来月均失
业保险参保人数给予 2个月的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其裁员
率按 2019年度和 2019年 12月
以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分别
测算确定，均须符合要求，受
疫情影响较重的服务业企业
稳岗返还与一般稳岗返还不
重复享受。 左玲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条件放宽

本报讯 自 4 月 2 日起，我
区全面恢复城市公交、城乡公
交和镇村公交线路运营。

具体为城市公交：105 路、
110 路、111 路、115 路、116 路，
环线（H1/H2、H3/H4），701路、
702路、703路；城乡公交：230路
南线、231路、232路、233路、238
路、252路、258路、260路；镇村
公交：除毗邻公交线路外，其他

线路全部恢复运营。
运营车辆加强消毒、通风

和卫生清洁工作，实行一车一
趟次消毒制度；随车配备消毒
剂，遇乘客呕吐时及时对呕吐
物进行覆盖消毒。随车配备乘
务员，督促乘客正确佩戴好口
罩，同时对乘客进行体温测量，
发现异常按规定流程处置。

陈玲

我区三级公交线路运营全面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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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王四九，1976年出生，安徽安庆人，瑞士

维多利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现任江苏久诺
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荣获

“500 强中国房地产产业链领军人物”，获得
2019年度金坛区“优秀企业家”称号。

人物格言：
任何行业只要用心去做，都会取得好的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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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久诺建材为何会
再三选择在金坛建设项目？

王四九：2015 年来到金
坛，企业运营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各级政府都会第一时
间帮助解决，服务意识很
高，亲商扶商做得更好。

记者：去年生产经营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是如
何解决的？

王四九：因为自身基
地产能不足，所以部分产
品只能代工，导致很多批
次产品之间有色差，产品
品质得不到保障，后来我
们强制性地与代工工厂取
消了合作，尽管面临很大
损失，但是值得。

记者：久诺建材运营至
今，一直秉承的企业文化是
什么？

王四九：我们践行“诺
文化”，就是一诺千金和永
久的一份承诺，不论产品还
是服务，始终让客户放心。

从油漆小工做起，干一行
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王四九
怀着创立民族品牌的决心，带领
久诺建材扎实耕耘，硕果累累。

接触外墙装饰 向优秀者取经

“外墙是个粗活，谁会做得
那么细？”从老乡随口的一句话
中，年轻的王四九敏锐地捕捉到
了发展机遇，“大家都认为是粗
活，我把它做细不就成功了。”于
是，他从一名油漆工转向外墙装
饰领域。

凭着这股较真劲，王四九逐
渐在业内崭露头角，但他清醒地
意识到，自己要学习的地方还有
很多。1998年，王四九以服务商
的方式，加盟国际顶尖的外墙涂
装公司新加坡 IRE，后又加入国

际建筑涂料界泰斗日本 SKK，他
像海绵一样汲取先进理念、钻研
技艺、了解行业标准……

“SKK可以成为国际建筑涂
料界的标杆，中国这么大的市
场，为什么不能有中国自己的品
牌？”怀着这一目标，王四九于
2009年创立久诺建材。

专注真石漆 久诺快速成长

建立品牌容易，但如何在竞
争激烈的行业内生存下来，走出
品牌特色之路，却一点也不容
易。为此，王四九带领他的团队
就国内、国外众多品牌进行了大
量的市场调研，最终给久诺定
位：聚焦真石漆。

当时，业内人士都认为真石
漆不过是外墙装饰多了一种选

择，并不看好它。但王四九发现
真石漆的仿石效果、耐久性远非
一般涂料能比拟，并且具有很强
的抗开裂性，既美观大气，又增
加了安全系数，还节约了成本。
他将真石漆定义为外墙装饰未
来的主流。

王四九对市场敏锐的嗅觉、
对真石漆产品品质的严格，带领
久诺一举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2009—2013年，久诺真石漆市场
的销售额从 1200万跃升至 2亿，
实现了 200倍的增长，并先后与
绿地、中海、华润等知
名地产商成功合作，连
续 7 年被新浪地产评
选为中国房地产 500
强首选供应商品牌，久
诺自此成为中国真石
漆第一品牌。

扩充产业链 未来可期

带着创立民族品牌这一目
标的王四九，主动走出“舒适
区”，不断扩大企业产能和规模，
2015 年久诺正式扎根直溪镇，
2019年二期基地建成投产，目前
三期项目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
7月投产。久诺真石漆稳居业内
市场占有率第一名，真石漆日产
能 1000 吨，年产能 40 万吨。一
天产能可满足一个小区的外墙
真石漆使用量。

同时，王四九引导久诺建材
通过与科研院所联合开发设计、
技术引进等方式，不断将研发成
果转化为生产力。久诺建材已
从原来纯粹生产真石漆的厂家，
成功转型为一家致力于外墙装
饰系统，以及整个外饰面一体解
决方案的生产服务商和定制服
务商，积累了超过 2.5 亿平米的
成功案例。未来，公司将会继续
努力，尽快走出国门，在全球行
业中占据一席之地。

陈月乔 陈玉婷/文 朱顺/摄

王四九：专注打造中国“墙”

本报讯“回来之后，我通
过 征 兵 办 知 道 还 可 以 二 次 入
伍，我就想着能不能再次加入
部队。”今年 20 岁的岳云浩曾
经是一名武警战士，去年退伍
后继续在常州念大学。今年儒
林镇五叶村民兵办宣传征兵政

策时，他了解到自己的情况符
合二次征兵的要求后，在家人
的支持下再次选择报名入伍。
该村大学生报名人数已从年前
的 2 名增至 6 名，为历年最高。

据悉，今年年初，区人武部首
次在人力资源市场将征兵现场会

和社会招聘会同台开展。现场通
过播放原创微电影、建立预征青
年信息数据库、开展《热血铸初
心、赤胆践使命》主题演讲活动等
形式，精准宣传、广纳贤才。截至
3月27日，我区已有110名大学生
报名参军。 李蕾 张超 戴雪雪

我区大学生青年踊跃报名参军

时值春草绿，又到清明
时。自 3月 25日起，我区有序
开放各公墓室外祭扫活动。
由于疫情影响，今年我区实行
清明祭扫预约分时，有需求的
市民可通过“我的常州”APP
进行预约祭扫。根据政策调
整，前往陵园公墓祭扫流程将
有何变化？市民反响如何？
为此，记者进行了探访。

“你好，请出示一下预约
凭证。”“麻烦让我看一下你的
健康码。”“进园后请带好口
罩。”……在茅山福承园，记者
看到，数名墓园工作人员值守
在大门外，为前来祭扫的市民
核验相关信息，检查同行祭扫

人数，并悉心嘱咐文明有序祭
扫。通过核验后，祭扫市民才
能有序进入园区。“虽然预约
时间从 7 点半开始，但考虑到
市民会提前赶来，我们会提前
到岗。”墓园工作人员介绍。

在花山公墓，记者看到祭
扫人数开始出现小“高峰”，但
总体仍显平稳，比往年少了许
多。据现场多位祭扫的市民
表示，由于祭扫人数下降，祭
扫体验相较于往年提升不少。
市民李先生每年要带家人祭
扫三个墓地，即使早上 7 点多
从家中出发，也要花费小半
天，中午才能到家。但今年，
全程只用了两个小时。“与往

年相比，车少了，人也少了，这
种提前预约、错峰祭扫的方
式，值得提倡。”李先生表示。

今年，我区大力推广集体
祭扫、网络祭扫、代客祭扫等
方式缅怀逝者。在此，呼吁广
大市民选择低碳、绿色、文明
的祭扫方式，弘扬新时代文明
祭祀新风尚，以移风易俗、绿
色生态、文明祭扫的实际行
动，众志成城抗疫情，慎终追
远寄哀思。 孙婷

倡导文明祭扫 树立文明新风

本报讯 据相关统计数据
显示，2019 年，全区 68 家高新
技术企业享受了国家重点支持
的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税 收 优 惠 减
免，实际减免税额 1.48 亿元；全
区 206 家企业参加了企业研究
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实际减免

税额 2.7 亿元。
随着企业创新意识的提升，

科技型企业不断增加，我区全社
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不
断增长。2019 年全区 462 家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开展研发活
动的企业达 273 家，占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总数的 59.2%。全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开发费用
合计 28.7亿元，同比上升 34.5%。
其中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共
110家，研发投入为 16.7亿元，占
总研发投入的 58%。

孙陆军 孙婷

去年68家高企减免税额超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