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每人购买公众责任险
为每户购买家庭房屋险

市财政为市区居民购买自然灾害险

本报讯 记者26日从市财政局获
悉，我市将安排福彩公益金314万元，为
市区户籍居民购买自然灾害商业险。

据了解，自然灾害险是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的方式，按年末户籍居民人数，以
公众责任险1元/人和家庭房屋险1元/户
的标准投保，常州户籍市民以及81万处
房屋，都被纳入保险范畴。保险规定市区
户籍居民遭受13种自然灾害及火灾、爆

炸等突发性事件造成人身伤亡和发生的
医疗费用，均可获得最高3万元、4万元、
10万元、20万元不等的商业保险理赔。

13种自然灾害包括：雷击、台风、龙卷
风、暴风、暴雨、洪水、暴雪、冰雹、冰凌、泥
石流、崩塌、突发性滑坡、地面突然下陷。
据了解，公众责任险指人身伤害，家

庭房屋险指房产损失。从2014年7月至
2015年7月，我市共赔付公众责任险7件，

赔付金额72万元；家庭房屋险35618件，
赔付金额1340万元。其中，“4·28”雹灾公
众责任险1件，赔付金额20万元，家庭房
屋险35373件，赔付金额990万元；“6·26”
水灾公众责任险2件，赔付金额20万元，
家庭房屋险209件，赔付金额321万元。

此次购买自然灾害商业险的市区户
籍，范围覆盖武进、新北、天宁、钟楼区户
籍居民，近300万人。 （财宣 宋婧）

29所学校幼儿园
搬进启用新校舍

9月1日起———

本报讯 记者从市教育局获
悉，9月1日新学期开学，全市预计
将投入使用的建设项目共29个，其
中新配建8个，新建（含易地新建、
整体翻建）9个，改扩建12个。

今年是学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启动元年，全市实际实施中小学布局
调整和校安工程项目108个，其中续
建项目49个，新建项目59个。目前，交
付使用35个，其中新学期启用项目29
个，在建34个，前期39个。

!尤佳 教宣"

辖 区 学校（幼儿园）名称

幼儿园

天宁区 天隆和记黄埔幼儿园#新世纪幼儿园

钟楼区 清潭第三幼儿园

新北区 孟河实验幼儿园#大名城幼儿园#

罗溪幼儿园

武进区 南湖幼儿园#礼河幼儿园

金坛区 美地蓝庭幼儿园#蓝洲花园幼儿园

小学

天宁区 雕庄中心小学#博爱路小学

新北区 孟河实验小学#国英小学#春江小学

金坛区 东城实验小学#华城小学#河头小学#

后阳小学#五叶小学食堂#唐王小学食堂

初中

局 属 常州外国语学校#朝阳中学

天宁区 二十四中天宁分校

钟楼区 西林实验学校中学部

新北区 新桥初中#滨江中学

金坛区 水北中学

高中 新北区 奔牛高级中学

维尔利环保论坛举行
本报讯 上海同济高廷耀环保

科技发展基金会2015年青年博士
生杰出人才奖学金颁奖典礼29日
在我市举行。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
专家教授，在环境创新、共塑未
来———维尔利论坛上分别作专题报
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韩九云出
席典礼并致辞。

上海同济高廷耀环保科技发展
基金会是上海首家以资助、推动环保
事业发展为宗旨的非营利性民间基
金会。基金会以同济大学的专业学科

研究优势为依托，进行社会多方资助资
金的汇集，促进环保高级人才的培养，
并推动环保科研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2015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
学等高校的20名博士生获奖。

环保论坛主办方是江苏维尔利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历经10
多年发展和壮大，已从一个专门从事垃
圾渗滤液处理的专业公司，发展成为环
境污染控制领域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目
前，已形成多业务板块有机组合、上下
游产业链初步成形的战略局面。（小莉）

部分地区和企业不理想
我市再作推进，力保年度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达70%

大气污染防治!

本报讯 我市28日召开大气污
染防治联席会议，督查贯彻落实省大
气条例和今年三季度环境质量提升
工程实施情况，针对性地部署推进下
阶段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以保质保量
完成大气污染防治年度考核目标。

副市长史志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今年以来，市区PM2.5平均浓度

同比2013年明显下降。截至本月23
日，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67.8%，同比
2013年增加12.9%，但与70%的目标
仍有差距。目前，大气污染防治项目
已完成66.2%，但部分地区燃煤锅炉
整治、堆场扬尘整治及部分火电、水
泥、钢铁企业限期治理推进不理想。

随着秋冬季节的到来，空气扩
散条件逐渐变差，下一阶段，我市要

实现大气污染防治年度目标任务形势
严峻。全市将瞄准年度考核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达到70%的要求，以项目攻
坚、主动作为、应急管控和刚性执法为
抓手，推进燃煤锅炉整治进度、加快堆
场扬尘整治、落实重点行业限期治理
任务、确保重点区域整治，力争在9月
底前达到大气污染防治工程完成80%
的目标。同时，环保、公安、建设、交通、
城管等部门通过执法推动问题整改，
对环境违法行为一律按上限进行处
罚。相关部门将提前制定应急管控措
施，明确管控清单和管控措施，密切关
注空气质量变化，一旦出现空气质量
异常波动情况，立即采取应对措施，以
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持久战、攻坚
战。 !唐文竹"

郑陆到市中心缩短5公里
工业大道郑陆段通过验收

本报讯 记者26日从郑陆镇
政府获悉，工业大道北塘河西到常
焦路段已通过验收。

工业大道是常州东大门建设规
划的东西向主干道之一，双向4车
道，东起郑陆镇，经过中心城区，西
至新北区。郑陆段从东向西分别连
通青洋路、常郑路、福阳路，全长约
3.2公里，于2014年3月启动建设，今
年7月完成施工，投资约1.5亿元。

工业大道通车后，将与现有的常
焦线形成互补，疏解郑陆镇50%的车
流量，有效缓解该镇主干道路通行压
力，极大方便居民出行。

此前，郑陆镇居民出行主要依靠
常焦线与市区连通，车流量较大，路况
复杂，高峰时会堵车。通车后，郑陆居
民到市中心路程缩短5公里。

同时，通车后郑陆至新北区的车程
也将大幅缩短。（凃贤平 马阳 周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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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第二届“文化100”行动帷幕
此轮大型惠民行动将推出10大系列256项活动

敦煌艺术大展等———

本报讯 莫高窟45号窟、飞天壁
画、敦煌写经，《丝路瑰宝———敦煌艺术
大展》昨天上午在常州博物馆开幕，引发
市民热捧。第二届“文化100”大型惠民
行动由此拉开帷幕。市领导徐缨、邵明、
方国强、居丽琴，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
出席启动仪式。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缨在致辞中
指出，“文化100”大型惠民行动是我市
重点打造的文化民生新品牌，也是全市
文化建设重点项目，更是以实际行动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动文化建设迈上
新台阶的具体举措。今年的“文化100”
规模更大、门类更全、覆盖面更广、层次
更高、参与人数更多，旨在凝聚百分努

力，呈现百分精彩，追求百分满意，让广
大市民共享文化改革发展成果，希望这
些“文化大餐”得到广大市民的认可和
满意，也期待广大市民更多关心和支持
文化惠民活动。

徐缨说，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需求，是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相
信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宣传文化系统
工作者的努力、市民朋友的热情参与和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文化100”将
一年更比一年精彩。

去年秋天，“文化100”首度亮相，
得到市民热情欢迎和踊跃参与。今年，
“文化100”作为我市2015年度十大民
生实事的重要内容，不仅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更被列为市委市政府年度重
点工程。

今年的“文化100”，由市委宣传部、
市文广新局和市文联联合主办，常州日
报社、常州广播电视台协办。从现在起至
10月底，将推出十大系列、256项活动，

项目数量与去年相比实现翻番，包含20
多个艺术门类，将以“可感知、可触摸、可
体验”的全新形式和多种途径，为广大市

民带来丰富的文化大餐。
其中，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艺术大

展”首次走进全国地级城市；张大千、徐
悲鸿、傅抱石、齐白石、林散之、赵朴初、
关山月、萧娴等8位近现代艺术大师的
精品展览首次集聚龙城；近2000名艺术
家和文艺工作者将走进25所学校、57个
社区，以及72个各类文化阵地；20多个
文艺协会、10多家民办博物馆、100多个
社会文化团体竞显风采；溧阳、金坛、武
进、新北、天宁、钟楼的一批优质文化项
目也将汇聚成“辖市区板块”。

昨天开幕的《丝路瑰宝———敦煌艺
术大展》，是常州博物馆开馆以来规模最
大的一次特展，展出面积2000平方米，
莫高窟45号窟等大复制洞窟、5件敦煌
彩塑临品、43幅敦煌壁画临摹品、6件藏
经洞文献、10件模制花砖，让常州市民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精美的敦煌艺术。
昨天前来参观的市民络绎不绝。“80后”
市民成晨思一大早就带着全家老小来到
博物馆，饱览敦煌艺术神韵后，对精美的
壁画赞不绝口：“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瑰
宝，正好小朋友在学绘画，带他过来感受
一下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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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请参观者注意! 常州博物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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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所学校搬进（启用）新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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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惠民行动

中外合作进行壁画保护
敦煌与常州渊源不断

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

本报讯 昨天下午，敦煌研究院院
长王旭东在我市作《敦煌石窟保护的70
年历程》专题报告。

王旭东主要从事石窟保护、古代壁
画和古遗址保护、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与
预防性保护等方面的研究。今年年初，王
旭东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昨天，王旭东通过大量珍贵的老照
片，从敦煌及敦煌石窟、敦煌石窟艺术、

敦煌石窟保护70年、敦煌研究院的未来
四个部分，讲述了敦煌研究院几代人数
十载坚守大漠，建立和发展敦煌文物保
护事业的风雨历程。

王旭东首先介绍了敦煌与常州的渊
源。上世纪40年代，常州籍著名画家谢稚
柳、邵芳先后到达敦煌，从事壁画临摹和艺
术创作；新世纪以来，又有局前街小学学生
捐献零花钱用于敦煌文物修复的善举。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敦煌
保护也进入新阶段，保护理念和手段也
更加先进。目前，敦煌研究院已启动实施
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敦煌石窟文物永
久保存的“数字敦煌”项目，并初步建立
起全面综合的敦煌石窟数字化工作体
系。据了解，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壁
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通过
数字化处理，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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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新变化
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对策

国务院召开专题会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8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研究国际经
济金融形势新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
对策，并作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张高丽出席。

会议听取了前期应对国际金融和大
宗商品市场异常波动、下一步工作考虑
以及国内经济运行有关情况的汇报，相
关部门负责人谈了看法和打算，国务院
领导同志先后发言。李克强说，近段时
间的国际市场动荡，给世界经济复苏增
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我国金融市场、

进出口等受到的影响也在加深，经济运
行遇到新的压力。面对扑朔迷离的国际
环境和国内深层次矛盾显现的情况，我
们坚持稳中求进，持续推进结构性改
革，陆续出台降准降息、减税降费和稳
定市场等一系列定向调控举措，效应不
断显现，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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