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示

根据常州市残联、常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常州市残疾人自主创业

经营场地租金补贴办法的通知》（常残[2015]19 号、常财社[2015]25 号）、

《关于进一步落实常州市残疾人自主创业经营场地租金补贴办法的补充

通知》（常残[2018]91 号）和《关于印发常州市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意

见的通知》（常财社[2009]28 号、常残[2009]48 号）文件精神，为进一

步鼓励和扶持市区更多的残疾人自主创业，加大对残疾人创业扶持和援

助力度，对符合条件的自主创业残疾人给予经营场地租金补贴和扶持残

疾人创业补贴。

经营场地租金补贴的对象为：具有本市市区户籍，持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人证》，在法定劳动年龄段内（男 16-60 周岁，女 16-50 周岁），

具备一定劳动能力，于 2015 年 1 月 1 日以后新申领本市《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且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本人为残疾

人的自主创业者。

残疾人自主创业补贴对象：在法定劳动年龄段内具备一定劳动能力，

于 2009 年 1月 1 日以后申领《工商营业执照》或从事种植、养殖或加工

业等正常经营三个月以上的残疾人创业者。

残疾人自主创业经营场地租金补贴和创业补贴于今年 8月开始申报，

经逐级审核公示，经营场地租金补贴实地勘察，目前申报审核工作已经

完毕，现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自主创业经营场地租金补贴和自主创业补

贴残疾人情况公示如下，市民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时间内向常州市残联

反映情况，市残联监督电话：89966013。

公示时间：2019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4日（名单附后）

常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2019 年 10 月 29 日



残疾人自主创业经营场地租金补贴公示名单

辖区 姓名
残疾类别

等级
单位名称 经营项目

经营面积

（平方米）
联系电话

补贴金额

（万元）

新北区

谢文杰 肢体三级
新北区汤庄谢文杰钣金加工

厂

钣金加工、焊接加工、

钣金件销售
189 13813566168 2

徐倩 视力四级 常州皓纳纺织品有限公司
针纺织品、旗帜及配件

等
45.57 13775229783 1

张成德 视力四级 新北区奔牛建娥副食品店 食品销售 143 15251910963 1.2

何建良 肢体三级
常州市雄图电器销售有限公

司

家用电器的批发、零售、

安装、维修、保养等
43.79 13906123650 2

刘健 肢体三级
新北区新桥乘风踏浪电脑经

营部
电脑及配件零售、维修 9 18915073159 1

顾定华 肢体三级
新北区春江华悦教育培训服

务部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 25 13906110398 2

顾小锋 肢体四级
常州市中泰再生物资回收有

限公司
废旧物资回收 500 13961454522 2

黄中秋 视力二级
新北区河海乐动乐器培训服

务部
乐器培训 104.87 13801505382 2

陈亚良 肢体一级 新北区春江亚良香烛店 香烛零售 64 13584509027 2

赵勇 肢体三级 新北区薛家赵勇皮鞋店 皮鞋、日用品零售 80 15961448262 1.8

芮春法 肢体三级 武进区南夏墅芮氏建材店
建筑装饰材料批发兼零

售
2000 13701503945 2



钟静霞 肢体三级
钟楼区凌家塘市场钟李水产

商行
水产品批发 195.6 18921007730 2

高亚娟 视力四级 新北区薛家娟娟小吃 餐饮服务 34.13 15206127267 2

李宏福 视力一级
新北区河海新天地盲人医疗

按摩所
推拿科诊疗 106.88 13401563290 2

巢建法 视力四级 常州林发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电光源、

车辆灯具、塑料件等
285 13906118575 2

天宁区

靖荣国 肢体三级 天宁区郑陆建兴服装店 服装加工 85 13511669272 1.92

孙云坤 视力四级 天宁区云坤电动车车行 声音电动车 160 15895058284 2

张小兴 肢体三级 钟楼区张小兴小吃店 点心小吃店 30 18961125004 2

钟楼区

刘阳 智力四级
钟楼区永红杨氏视力保健服

务部

视力保健、眼镜产品销

售
107 13584540513 2

陆亚琴 肢体四级
钟楼区南大街韵奇健康信息

咨询服务部

非治疗性健康信息咨询

服务
20 15895072346 1

邵玲 肢体三级 钟楼区永红朱阿姨糕团店 餐饮服务 22 13775106992 2

蒋锡萍 精神四级 钟楼区五星奥帕日用品商行 日用百货 35 15151979329 2

周克平 肢体三级 钟楼区永红煜烨园饭店 餐饮服务 480 13861260900 2

吴春龙 视力一级
钟楼区永红吴春龙小儿推拿

服务部
小儿推拿服务 80 15189796907 2



残疾人自主创业补贴公示名单

辖区 姓名 项目 扶持资金（元） 备注

新北区

李家国 新北区西夏墅花序坊花店 5000

顾国方 新北区薛家国方自行车修理部 5000

张雪峰 新北区薛家薛顺金属制品厂 5000

钱雪峰 新北区春江丰客通讯器材店 5000

黄中秋 新北区河海乐动乐器培训服务部 5000

陈亚良 新北区春江亚良香烛店 5000

王兴康 常州市兴康运输有限公司 5000

顾小锋 常州市中泰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5000

高亚娟 新北区薛家娟娟小吃店 5000



任秀娟 常州芙邦贸易有限公司 5000

李宏福 新北区河海新天地盲人医疗按摩所 5000

邱荣荣 常州市华东燃气有限公司孟河晨光供应站 5000

丛纪法 新北区春江一如包装厂 5000

巢东良 常州市杰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000

陆成玉 常州市玉中车辆配件有限公司 5000

杨成 新北区孟河玖成车辆配件厂 5000

恽松青 新北区孟河松青五金厂 5000

恽保国 常州圣娅磊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5000

天宁区

王红娣 养生推拿 3000

孙云坤 电动车销售维修 3000

杭信兰 清洗保洁 3000



钟楼区

魏军民 家用电器维修 5000

丁国元 家电维修 5000

周克平 餐饮服务 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