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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定 任 免 名 单
（2011年8月11日常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常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 ! !

任命刘斌为常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

任命周广菊为常州市人口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主任；

任命朱海山为常州市体育局局

长，免去其常州市人民政府研究室主

任职务；

任命杜吉宾为常州市人民政府外

事办公室主任。

免去张跃的常州市科学技术局局

长职务；

免去朱建文的常州市住房保障和

房产管理局局长职务；

免去金钰如的常州市人口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主任职务；

免去沈一林的常州市人民政府外

事办公室主任职务。

"常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免职名单#任免名单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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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和诉调对接工作
14名外籍友人成为“常州市荣誉市民”

市人大常委会高度关注

! ! ! !

本报讯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昨天在市行政中心继续

进行。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文物保护法》

执法检查报告；听取和审议市政府提请

授予麦伯格等
!"

人“常州市荣誉市民”

称号的议案；听取和审议市中级人民法

院关于诉调对接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

常州市社渚竹箦地区人民检察院更名

为常州市天目湖地区人民检察院的通

报；决定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目前，我市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文保控制单位共
##$

处，其中国家

级
%

处，省级
&#

处。全市拥有各类博物

馆、纪念馆
!#

家，馆藏文物
'%(((

多

件。在第
'

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我市用

时
"

年多普查文物点
!$))

处，全市各

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保护控制单位

数量较
&((#

年增加了
"

倍。完成了
$*

处

文物点修缮工作，依法制止和查处了

'(

多起文物违法、违规行为，受理举报

和投诉
'(

多起。会议肯定了我市文物

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建议以申报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为抓手，大力加强文

物保护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加大文物保护专项经费的

投入；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地方“十二

五”规划，列为各级政府年度考核的重

要内容；各辖市、区要进一步加强组织

机构及队伍建设； !下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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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着不让抓好当前工作
迎接市党代会胜利召开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要求：

! ! ! !

本报讯 昨天上午，代市长姚晓东

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各级各

部门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二

五”良好开局，以实际行动迎接市第十一

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针对当前工作，姚晓东强调六点意见。

一要为开好党代会创造良好环境。

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对照年初确定的目

标任务，一项一项检查，一项一项推进，

一项一项落实，确保全面或超额完成，实

现“十二五”的良好开局。

二要一着不让抓好经济工作。切实

抓好年初确定的
!'%

个市级重点项目、

!((

个重点工业项目，确保项目早开工、

早投产、早见效，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拓

宽项目投入资金来源。创新思路，着力破

解发展中的瓶颈制约。加强经济运行调

节，努力缓解用地难、用电难、资金难等

问题，千方百计促发展、保民生。

三要全力以赴推进
$(

项重点工程。

把工程质量作为生命线，对工程建设实

施全方位、全过程的控制，确保经得起时

间和历史的考验。进一步加大考核监督

力度，确保按时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四要进一步改善民生。突出农村居

民、企业职工、中低收入者和困难家庭

的增收，确保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目

标。对困难群众全面实施生活救助、医

疗救助。进一步完善价格上涨动态补贴

机制，加大对困难群众和失业人员的帮

扶力度。加大惠民实事推进力度，年初

确定的十件实事一一过堂、落实，努力

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

五要加强安全生产。立即开展全市

安全生产大检查，拉网式排查安全隐患，

狠抓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开展

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

动，努力保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六要超前谋划明年重点工作。在不

折不扣抓好今年各项工作的同时，按照

“能高则高、能快则快，在苏南保持增速

领先”的要求，提前考虑明年各项年度工

作目标和指标，明确明年工作思路和战

略突破点，挖掘和排出明年的重点工程

和为民办实事项目。

会议专题听取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

情况汇报。今年以来，我市继续深入开展

“安全生产年”活动，通过深化安全生产长

效管理、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强化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强化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强化监管责任落实等措施，保持了全

市安全生产的平稳态势。下阶段，我市将

突出抓好以危险化学品为重点的工业领

域，以铁路、公路、桥梁为重点的交通运输

领域，以住房建设项目为重点的建筑领

域，以人员密集场所为重点的消防安全领

域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治理。全面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政府及部门安全监

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在谋发展、搞建

设、抓生产过程中，切实做到安全生产。

会议还听取了《常州市行政效能监

察办法》、《常州市灭火救援应急中心规

划建设方案》等汇报。

会议提出，要坚持不懈地推进人民

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着力建设民本

政府、法治政府、开明政府、务实政府、高

效政府和廉洁政府，切实提高政府的执

行力和公信力。

市委常委、副市长俞志平和副市长

居丽琴、韩九云、张耀钢、朱晓敏、高清、

朱锐，市政府秘书长徐新民参加会议。

!韩晖"

又一批低保家庭住进廉租房
租金：每月每平方米1元；物管费：政府补贴
房源包括二手房和新房，新房分布在华康家园、采菱公寓、

飞龙新苑、景秀世家、蓝天新苑、观墩花苑等

! ! ! !

本报讯 昨天上午
)

点刚过，
$$

岁的

市民陈素珍便兴冲冲地来到市住房保障

处，她是代儿子诸葛涛来选廉租房的。今

年我市计划安排
&"*

户
&(!(

年及之前取

得低保租金补贴的家庭进行实物配租，

当天上午，首批
!&

户老年家庭和重残家

庭提前优先抽号选房。

抽号选房之前，陈素珍告诉记者，她

家住丽华三村，
#(

多平方米的房子，挤住着

她和老伴、两个儿子、大儿媳、孙子，共三代

$

口人。本来
&((*

年，陈素珍家拿到了
)

万元

购买补贴指标，但当年大儿媳偏偏突患病

毒性脊髓炎，四肢瘫痪。治病花光了家里的

积蓄，还欠了十几万元外债。尽管说起这

些，陈素珍眼圈又红了，但这次大儿子一家

有了房，就能腾出地方，小儿子也就能顺利

成家，陈素珍还是有些兴奋。

根据抽号顺序，陈素珍是第
$

个选房。

由于房源较多，她提前看中的华康家园一

楼一套
$(+'"

平方米的房子，此次如愿选中。

“华康家园离自己住的丽华三村近，选一

楼，主要考虑照顾大儿媳方便。”陈素珍说。

常州市房管局副局长孙婉如介绍

说，今年我市要确保新增廉租房和公

租房实物配租家庭
!'((

户，力争
!%((

户。 !下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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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研发 做大合作 做大产业

范燕青在我市与兰州交通大学校地
产学研合作座谈会上指出：

! ! ! !

本报讯 我市在科技创新的道路

上不断探索校地之间产学研合作模式，

一大批大学大院大所的科技成果在常

州落地。其中，兰州交通大学与常州的

合作成为众多校地合作中的代表之一。

昨天，市委书记范燕青与兰州交通大学

党委书记、教授、博导俞建宁等，就进一

步深化和落实校地合作进行交流座谈。

市领导戴源、王成斌参加座谈。

&(()

年，兰州交通大学与我市签

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在我市建立国

家绿色镀膜中心常州分中心。校地合

作的“汽车零部件真空绿色镀膜装备

及成套生产线研发与产业化”项目落

户常州高新区粤海工业园，并成立常

州大成绿色镀膜科技有限公司。两年

多来，公司主要从事绿色镀膜技术、工

艺、装备的研究开发、成果转化、产业

化以及咨询和服务工作。作为我市引

进的国家级重点科研机构，分中心将

在“十二五”期间集中优势创新资源，

筹资
%(((

万元打造国家绿色镀膜中心

在长三角地区唯一的成果转化基地和

产业化基地。

范燕青感谢俞建宁对我市探索校

地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支持。他说，兰州

交通大学将科技的种子播撒到常州，

两年多来项目进展顺利。项目产业化

后，长三角地区众多企业将成为巨大

的消费市场。范燕青强调，落下的科技

种子不仅要扎根，更要开花结果，国家

绿色镀膜中心常州分中心在未来几年

的发展中，要立足于做大研发，做大合

作，做大产业。

范燕青说，国家绿色镀膜中心常

州分中心研发的绿色镀膜项目，一方

面产品装备技术完全符合国家鼓励的

战略型新兴产业，另一方面也符合江

苏省和常州市“十二五”重点发展产业

方向，拥有良好的市场前景。下一步，

分中心应更好地研发公司运营商业模

式，全力以赴推进产学研合作，发挥重

大科技成果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

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好、扶

持好这一校地产学研合作项目，进一

步深化和落实合作内容，努力把这一

基地打造成国内一流的汽车零部件真

空绿色镀膜制造基地。

俞建宁表示，这一科技成果转化

项目得到常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兰州交通大学将以此作为学校在

长三角地区未来发展的窗口，打造现

代化高新技术企业，同时把学校已有

的、成熟的，且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的项目尽快在常州转移转化。后期，兰

州交通大学还将成果转化的领域拓展

到其他学科，使学和研在常州真正有

机结合起来。 !姜小莉"

在新的起点上
更好地推进文明城市建设

市建设文明城市指挥部部署下阶段工作重点

! ! ! !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建设文明城

市指挥部召开工作例会，研究部署下阶

段工作重点。省文明办副主任韩松林专

程前来参加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

建设文明城市指挥部总指挥邹宏国，市

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建设文明城市指挥

部常务副总指挥徐缨出席会议。

韩松林代表省文明委对常州在省

级测评中胜出表示祝贺，认为常州建设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特点鲜明、成绩优

异，常州市委、市政府不仅重视，而且真

抓，市建设文明城市指挥部以及各辖市

区采取措施不仅扎实，而且有效，全市

广大市民不仅参与，而且满意，常州有

基础、有条件成功建设全国文明城市，

他希望并要求常州在全国文明城市国

家测评中取得好成绩。

通过省级测评，我市顺利获得第三

批“全国文明城市”申报提名推荐资格，
)

大专项工作小组成效显著。综合协调组

按照国家级测评标准，进入实地考察申

报点调整阶段，深入完善台账工作；宣传

活动组组织开设市民道德讲堂，围绕创

建各项工作组织媒体发表一系列报道，

在企业中开展诚信产品生产宣传；交通

秩序组通过志愿者文明站岗、打击黑车

等活动，规范全市交通行为和环境；窗口

行业组持续分头对全市商场、超市、银

行、电信、工商等
!"(

个基层窗口明察暗

访；公共环境工作组组织市容保洁、交通

管理、环境污染、绿化管理、文明行为等
%

个组的找差，发现
#"'

处问题，整改率超过

*#,

；社区工作组组织市、区、街道各级机

关工作人员深入
!#'

个社区，倾听民意，为

市民解决实际困难；未成年人工作组建成

'#

所乡村少年宫，形成学校、家庭、社会整

体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

督查问责组接到来电、来信、

来访
!')

个，办结率
!&$

个。

邹宏国充分肯定了
)

大

工作组以及全市各级各部门

前阶段所做的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

指出，省级测评以后，我市文明城市建

设工作要在新的起点上更好推进，始终

坚持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靠民，深

入对照省级测评中发现的问题，对照老

百姓反映突出的热点难点，认真反思，

认真排查，认真整改，不断提高文明城

市建设的科学化、组织化、精细化水平。

邹宏国强调，在“临门一脚”的关键

时刻，全市上下要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

和饱满的精神状态，坚持以人民群众满

意为目标，以对标落实整改为主线，加大

明察暗访力度，一鼓作气，坚定信心，全

力以赴迎接国家测评；一着不让，狠抓文

明交通出行、五小行业等薄弱环节，进行

拉网式检查，落实整改；一抓到底，体现

成效，充分展示出常州文明城市建设的

精神风貌，赢得民心，赢得民意，让老百

姓满意。 !徐杨 王淑君"

! ! !

今天多云到阴有阵

雨或雷雨# 雨量中等#局

部大到暴雨#西南风
#$%

级# 今天最高温度
#&

度#

明晨最低温度
'(

度$

天 气
预 报

文明常州

为了市民 依靠市民 服务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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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提出：全省力争2020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2015年苏南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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