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能替代身份证
市民卡：

身份证是由国家立法确定的代表公
民身份的证件，可以全国通用。

市民卡是由地方政府发行的智能
卡，可以在本市范围内指定机构享受特
定的服务，比如公共交通刷卡、记录诊疗

信息和文化旅游优惠等。
身份证和市民卡在法律效力、使

用范围、功能定位等方面都存在明显
的差异性，所以市民卡是不能替代身
份证的。

天宁区档案局免费上门
帮助您建立家庭档案

市民家中保留各种各样资料，如果分类不清，就会乱成一锅粥

本报讯 生活中，市民经常会出
现“急需时却找不到”的情况，这就
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对家庭积累的
材料加以分类和整理。记者11日
获悉，如果市民有需求，天宁区档案
局将免费上门指导建立家庭档案。

据了解，市民家中的学习成绩
单、录取通知书、毕业证书、照片、录
像、家书、日记、购物发票、病历、结婚
证、房产证、产品说明书……都可以通
过建立家庭档案，需要时易于查找。

“家庭中，各种散存的资料犹如
一颗颗散落的珍珠，宝贵但无序。”
天宁区档案局局长金淑红说，只要
按照科学方法进行归类，按一定次
序整理保存起来，便能成为市民生
活、工作、学习的好帮手，为保存家
庭历史、传承家庭文化打下基础。

建立家庭档案从何入手呢？金
淑红建议：先收集、再分类。

对一般家庭来说，可大致分为
10类：证件类、经济票据类、家电设

备类、医疗健康类、子女成长类、社
交往来类、业绩成果类、家庭历史
类、照片音像类和实物藏品类。

此外，家庭档案还可以依据家
庭成员分类，有多少位成员就分成
多少类。
“分类完成后排序、编号，最后

装入档案盒。”针对家庭档案的保管，
金淑红提出，必须注意防火、防潮、防
热、防虫、防光、防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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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在市民卡上应用
指纹码、皮肤码：

近几年，技术快速发展，“指纹码”
“皮肤码”等新兴信息技术不断涌现。

但是，从目前我市掌握的信息看，
“指纹码”“皮肤码”等技术发展并未成
熟，缺乏统一标准，缺少法律监管，存在

安全风险，市场应用不成熟，特别是在市
民卡功能上还无法完全应用这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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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卡有什么功能？
市民卡是政府发行的智能卡，有身

份识别、电子凭证、信息采集、信息查询、
电子支付、金融服务等多种功能。

①身份识别———通过照片、编号等
进行识别；

②电子凭证———通过特定工具对编
号、条码等进行认证；

③信息采集———通过授权专业系统
读取卡内公共信息；

④信息查询———通过授权专业系统
调阅对应用户的后台信息；

⑤电子支付———通过刷卡机具实现

小额支付；
⑥金融服务———通过银联专业设备

和系统实现。
目前，常州市民卡是带CPU芯片的

IC卡，采用交通、人行、人社等相关国家
部委的密钥体系，功能上和信息安全上
可以满足所有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智能卡
的应用需求。

除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业务以
外的个人生活服务功能，如电子支付、金
融服务等可根据市民需要自主选择开
通，不开通不能使用。

不能领取社保金
新版市民卡：

市民卡建设原则是政府主导、市场
运作，对于市民个人，首次申领市民卡时
不收取工本费且无使用年费。

常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已于2010
年在新北、天宁、钟楼、戚墅堰4个区免费
发行；但2012年，省政府办公厅要求发行
全省统一的社会保障卡，由省人社厅负责

发行管理。因此，为确保全省统一，2014
年起在未发卡地区发行的新版市民卡将
不包含社保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将由全省
统一的“江苏省社会保障卡”承担；同时，
已发卡地区“常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当
前使用不受影响，2016年底前，统一换发
“江苏省社会保障卡”和新版市民卡。

金坛司法局首聘监督员
公务接待费同比减少35%

本报讯 记者9日获悉，自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
来，金坛市司法局多措并举，以实际
行动坚决遏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其中，该局公
务接待经费较去年同期减少35%，

车辆运行费下降22%，维护费减少
了29%，无一例群众举报。

据了解，为强化和完善监督，金
坛司法局从金坛市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外资企业、重点企业和个体私
营业主中，聘请了首批12人担任

司法行政特约监督员，并明确其职
责。特约监督员凭金坛司法局监制
的《金坛市司法行政系统特约监督
员工作证》，在金坛市范围内有权对
所有司法行政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
进行监督，行使建议权，对不规范行
为有权当场纠正，以促进执法公正、
优质服务。特约监督员还将收集群
众对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服务机构
在受理、服务、收费等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并及时向司法局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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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提前感受想象中的职业吗？
不妨参加“触摸梦想夏令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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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让年轻人做好职业规
划，一群来自国内外名牌高校的常州
籍90后大学生正在筹备一场盛大的
“梦想派对”，将于8月6日至11日举行
“明日计划”创意夏令营活动。

“明日计划”创意夏令营活动由去
年从省常中毕业，现就读于美国康奈
尔大学的蒋纯发起，主场地设在省常
中。在筹备此夏令营活动前，蒋纯就发
起构建了一个中文名为“一派轻城”的
青年城市可实现化平台，他们谓之
“Yep”。

蒋纯说，之所以构建这个平台，
是因为她从高中走进大学后发现，高

中学生的职业梦想与现实生活之间
有很大距离。因为没有机会触摸梦
想，很多同学放弃梦想，而在父母建
议下从事医生、老师等常规职业，但
心中却仍然憧憬自己的梦想；也有执
着追梦的同学，因为不了解梦想面前
的高山而经历失败。所以，她想为有
梦想的青年搭建一个连接梦想与城
市的平台。目前，近50名来自北大、
清华、复旦、交大和美国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的学生在一起参与了“明日
计划”活动的策划和组织。

该项目计划在8月6日-8月11日，
以创意夏令营的形式展开。其中，有7

个不同主题的活动，还将根据参与者
各自的愿望，开设艺术、体验、生活、思
想四大板块13个专题活动。专题活动
可亲身经历未来愿景的模拟，真实触
摸自己的职业梦想。具体活动内容有
城市音乐制作，以“祖父母的房间”“躺
着的人”等为主题的摄影活动，以“妈
妈的厨房”为主题的微电影表演拍摄，
寻找有趣微博编辑印制实体书籍，独
立书店设计，咖啡馆运营模式体验，以
及酒店试睡职业体验等多项活动。“明
日计划”项目希望通过各类活动让参
与者用真正的思考与行动观察城市、
感受自我、体验生活。

据介绍，16岁以上的年轻人都可以
报名参与“明日计划”活动，登录“一派轻
城”网站：www.gotoyep.org，点击“明
日计划”，填写报名申请表即可。活动报
名将于7月25日截止。

填写申请表时，申请人需要回答一
些看似奇怪的问题，比如“即将入冬时，
出门赴约会穿秋裤吗？”“如果金鱼喜欢
生活在一个饮品环境，你觉得它们会喜
欢百事可乐还是可口可乐？”“和妈妈一
起出门的时候，你会走在妈妈的哪一
边？”等等，希望通过这些体现个性的问
题，了解申请人，选拔一些有梦想、有创
意的年轻人参与活动。 !周瑾亮"

!"#支文艺志愿者辅导队
$个月内走进$%个社区
为市民辅导曲艺、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等

本报讯 本月11日，市文联启
动“文明社区天天乐·常州市文艺志
愿者辅导队进社区”活动。4个月
内，129支文艺志愿者辅导队将走
进 46个社区，分别进行曲艺、音
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等门类的
艺术辅导，把以往的“送文化、演节
目”深化为“结对子、种文化”。

这是今年市文联“七大工程”之
一，将通过向社区输送文艺辅导员，
定期进行文艺辅导，培养社区文艺
骨干，指导和参与开展社区文艺活

动。
市文联志愿者服务团自去年成

立以来，一直积极参与“社区天天
乐”活动。今年初开始，市文联就认
真策划并制定符合各协会实际的
“社区天天乐”活动计划，并对全市
85个示范社区文艺方面的需求进
行了调查摸底。

据市文联主席荣凯元介绍，与
原来的“送文化”相比，现在这样“种
文化”，更能激活社区居民积极参与
的热情，“志愿者们下沉到各个社

区，把文艺种子播种到居民中间，帮
助引领群众真正成为文化主角。”

连续两天，叶鹏飞、江可群、耿
建国、熊祖鹏、凌亚伟、卢海洲、沈越
等20余人分赴金色新城、五星街
道新新村、红梅翠北、青竹苑、春江、
戚大街、湖塘府东等社区，为300
多名居民作了辅导。

府东社区主任徐小琴说：“现在
文艺家们直接进社区，我们不出家
门就能得到专业指导，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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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区湟里镇河南村把一片脏乱差

的荒地建成法制广场#设置了法制灯柱$

电子显示屏$橱窗$普法三字经幕墙$法

制石书等% 该广场占地
&'((

多平方米#

由区$镇$村投入近
&((

万元建成%

据了解# 我市积极开展普法到村工

作#目前已建成
&(

多个村级法制广场%

胡平 高岷 文/摄

一张是市民卡
一张是社保卡
目前正在使用的老版市民卡，今后

将换成新版市民卡和省社保卡

到2016年市民卡人手一张，今后将
同时出现2张卡：

本报讯 我市日前出台《市民卡工程
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年）》，明确
到 2016年市民卡累计发放 500万张，
覆盖两市五区所有户籍和常住人口。

未来，我市不同区域的市民将同时
持有2张卡，分别是：市民卡、全省统一
社保卡。

当前，我市新北、天宁、钟楼、戚墅堰
区的市民持有的是“常州市社会保障·市
民卡”，这是政府发行的智能卡，有身份
识别、电子凭证、信息采集、信息查询、电
子支付、金融服务等多种功能。

由于2012年起江苏省决定面向社
会公众统一发行具备金融功能的社会保

障卡，因此，我市即将在金坛、溧阳和武
进发行的新版市民卡不再加载社保功
能，其余功能将与“常州市社会保障·市
民卡”保持一致。

新北、天宁、钟楼、戚墅堰区的老版
市民卡“常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当前
使用不受影响，今后，根据统一规划逐步
替换成新版市民卡和省社保卡。

全省统一社保卡，是由省政府统一
发放的社会保障卡，具有社会保障和金
融的功能。今后，市民人手将持有两张
卡，其中省社保卡将承担社保功能，领取
社保金将凭全省统一社保卡。市民卡承
担其他政府公共服务功能。

市民如有问题，可直接把问题发送
到常州市市民卡工作推进小组办公室，
邮箱cz_xtc@163.com。

本报也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跟踪报
道。 )

姜小莉
*

新版“常州市民卡”
先在武金溧3地发行

4城区市民现有“常州市社会
保障·市民卡”继续使用

根据规划，到2016年全市市民卡
累计发卡要达500万张。

目前，我市已发卡地区是新北、天
宁、钟楼和戚区4个城区，所发行卡的全
称为“常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当前提
供社会保障、电子钱包、金融服务3种功
能，其中社会保障功能由市人社局进行
管理，电子钱包功能由市民卡公司进行
管理，银行卡功能由合作银行进行管理。

今年起，为了实现“大市互通、同城
消费”目标，我市将在金坛、溧阳、武进3
个未发卡地区发行市民卡。该市民卡版

本与已发卡城区稍有不同，全称为“常州
市民卡”。新版市民卡提供除社会保障以
外的政府公共服务以及电子钱包和金融
服务3种功能。社会保障功能由省社会
保障卡提供。

将来，市民卡的政府公共服务功能将
包括居民健康、图书馆、出租车、公共自行
车、停车场、地铁刷卡等，各种功能分别由
各行业部门或应用单位独立进行管理。市
民卡就像一栋写字楼，居民健康、金融、公
交等应用就像在这栋楼内开设的公司，各
有门禁、各自独立、互不干扰。

本组稿件采写：姜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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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天获悉# 常州中

影东方国际影城以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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