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放农民工工资：跳过包工头
北港街道一项好做法———

本报讯 日前在钟楼区某房产项
目工地临时办公房内，90多名农民工
凭着工资记录手册，拿到了辛苦所得，
合计近200万元。

今年以来，钟楼区北港街道司法所

联合多部门在辖区工地推行“一账一
卡”制度，以保证农民工工资发放，目前
辖区6个工地均推广执行，收效明显。

北港街道地处钟楼开发区，辖区
楼盘开发较多，建筑工地欠薪矛盾多。

北港街道司法所联合公安、建设局等部门，
推广“两个一”农民工工资发放模式：鼓励各
在建项目工地帮每个农民工建一本工资记
录手册、办一张银行卡，根据每人工作量计
算工资，按月发放生活费，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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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形势
与宏观政策走向

龙城讲坛·市民课堂2015年
第十二讲（总第286讲）

主 讲 人：黄瑞玲#经济学博士$教

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江苏省委党校世界

经济与政治部主任# 理论经济学一级学

科学术带头人#江苏省&

###

'第二层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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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保证保险
为企业增资增信

政府+银行+险企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保险
行业协会获悉，我市正在积极推进
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贷款保证
保险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长安责任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
等先期开发，采取“政府+银行+险
企”三方联动模式，缓解了我市小
微企业小额信贷抵押担保缺位等
困难，创新创优了银保合作和金
融服务。

人保财险常州市分公司财产
保险部经理肖红先解释说，贷款保
证保险是针对借款人的还款行为
提供的风险保障，当借款人不能按
期偿还贷款时，由保险人承担偿还
责任。“采取‘政银保’模式，既可为
企业‘输氧供血’，又能形成金融与
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

今年以来，针对科技型中小微
企业，人保财险常州市分公司与常
州国家高新区科技金融服务中心、
常州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江南
农村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常州分行
合作开发“企贷险”，为27家借款企
业提供7060万元贷款风险保障。针

对文化企业，该公司与市委宣传部、市
财政局、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合作，为4
家企业提供675万元贷款风险保障。截
至目前，所有借款企业还款正常。

其实，早在2014年，长安责任保
险常州中心支公司就与市委宣传
部、交通银行常州分行签订了《关于
开展常州市文化产业信贷风险补偿
专项资金项目贷款保证保险》三方合
作协议。协议明确规定，由长安保险
为文化类企业提供纯信用担保，银行
无需企业提供任何抵押物。该公司共
承保文化类企业50余家，累计授信近
5000万元。

今年以来，长安责任保险常州中
心支公司又与市农委、中国银行常州
分行签订了《常州市农业龙头企业贷
款保证保险合作协议》。该公司共为
承保的农业企业累计授信近1500万
元，预计年末累计授信额度超过4000
万元。日前，该公司又与市金融办、市
财政局、中国银行常州分行、交通银
行常州分行、广发银行常州分行、江
苏银行常州分行、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等签订了《常州市小微企业小额贷款
保证保险合作协议》。

市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孟金贵
表示，全市保险业将以贷款保证保险
为突破点，进一步研发和实践新的险
种，助力常州经济发展及市民金融体
验提升。 !张琛 钱骏峰 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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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PM2.5源解析昨天公布结果
外来与自产3∶7

历经3年———

有污染的工业排放占25%
燃煤源占23%
扬尘占22%
汽车尾气占22%
其他燃烧等占8%

本报讯 昨天下午，我市举行发布
会，向公众公布空气质量管理评估报告
及PM2.5源解析结果，对我市大气污染
情况作了全面诊断，为进一步科学治霾、
精准治霾提供参考。

我市是第一批实施空气质量管理评
估的城市之一，也是首个将评估报告和
PM2.5源解析结果向公众公布的城市。
“常州市大气PM2.5源解析研究”课

题早在2012年就已启动，由市环保局组
织市环境监测中心和市环科院科研人
员，在南开大学和上海环科院技术支持
下历经3年完成，形成了阶段性研究成
果。记者了解到，这项工作作为环境空气
质量管理的基础工作，今后将纳入业务
项目常态化管理。

此次解析结果显示，在我市PM2.5
来源中，外来源输送贡献全年平均值在
21%-33%之间，其余约7成来自本地污
染排放。工业生产过程占比最高，为
25%，其中钢铁行业占16.9%；燃煤源占
23%，其中电力行业12.2%、工业锅炉及
窑炉8.8%；扬尘占22%，其中道路扬尘
15.0%、建筑工地扬尘5.3%；汽柴油车尾
气、非道路机械等移动源排放占22%；生
物质燃烧、餐饮、农业生产等其他污染源

占8%。
研究指出，我市能源结构不合理，燃

煤占比居高；工业布局不合理，重大污染
源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上风向，影响整个
城市的空气质量；城市管理水平有待提
高，特别是城乡接合部道路还需加强扬
尘控制；机动车排放贡献持续增长，目前
还有两万余辆黄标车没有淘汰，黄标车
限行区范围有待扩大。

今年以来，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秘书
处在能源基金会、市环保局、市环科院、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等支持下，对我市
2014年度的污染状况、管理水平以及协
同控制措施开展了分析评估。

报告指出，在国家空气质量标准的
6种污染物中，我市2014年二氧化硫
（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

年均浓度达标，PM2.5、PM10和臭氧
（O3）均超标。其中，PM2.5超标情况最为
严重，超标91%；其次，PM10超标49%；
臭氧略有超标。

与此同时，我市大气污染自净能力
属于较弱水平，第二产业比例较高，其
中，超过1/3的工业产值来自钢铁、水泥、
化工等重污染行业，煤炭消费占规上企
业一次能源消耗比例近6成，机动车保
有量高速增长，高于全省及全国平均水
平，大气污染治理面临巨大挑战。

近年来，我市在空气质量管理工作
上作出积极尝试，如地方主要领导公开
承诺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建立空气质量
管理的跨部门合作机制等，但在与长三
角其他城市建立区域联防联控方面尚存
较大改善空间。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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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到上海大医院培训3年
溧阳新招录医科毕业生：

本报讯 溧阳市首批32名赴沪
培训医生日前全部完成培训，回归工
作岗位。

为了提高医疗水平和质量，2012
年11月溧阳市卫生局与上海市卫生局
签订《合作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

作备忘录》，这是上海市卫生局首次与
县级市卫生局开展人才委托培养。根据
协议，该市每年派30名新招录的医科毕
业生，到上海具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资格的医疗机构，接受为期3年的培训。

参训学员在培训医院带教老师指

导下，接受专业理论知识、临床实践、技能
操作等方面培训，并通过上海市卫生系统
组织的统一出科考核，全部合格后方能结
业，成绩特别优秀的，可申请硕士学位和
研究生学历。培训期间，其福利待遇、劳动
保障、住房公积金等，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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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
研究部署城市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12月14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
2016年经济工作，研究部署城市工作，
审议通过《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
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地

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关于实施全面两
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
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
院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主动适应经

济发展新常态，妥善应对各种重大风险
挑战，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推
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
大进展。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稳中有好，完成了今年主要目标任
务，使“十二五”规划胜利收官、划上圆满
句号，也为“十三五”时期发展顺利开局
和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
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会议指出，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
作十分重要。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加强
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牢固

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
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实行
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
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
总体思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着
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
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
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
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
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
努力实现“十三五”发展的良好开局。

会议强调，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要
抓住关键点、打好歼灭战。要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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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

本报讯 昨天，市委召开常委
议军会，军地共同研究部署全市国
防后备力量建设，进一步提高党管
武装工作科学化水平，持续推动我
市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加快发展。市
委书记、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阎立
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
长、市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费高云
就发挥政府主体作用，推动相关工
作落实提出要求。市领导邹宏国、俞
志平、戴源、沈斌、徐缨、韩九云、徐
光辉、蔡骏、张云云和军分区党委常
委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军分区军事斗争准
备情况汇报，听取了溧阳市、新北区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有关精神，推
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情况汇报。

阎立充分肯定了一年来我市党
管武装工作取得的成绩后指出，明
年是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目标任
务的开局之年，各项事业都将进入
新的发展时期，国防和军队整体性革
命性改革将全面展开，全市各级党
委、政府要以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为指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关于党管武装的一系列
决策部署，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明
确目标任务，狠抓工作落实，军地合
力把我市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提高到
一个新水平，不断开创新局面。

阎立要求，全市各级党委、政府
要充分认清形势，不断增强抓好党
管武装政治意识，坚决纠治短板弱
项，有效解决矛盾问题，更加有力地

支持军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要强
化责任担当，主动加强学习，突出把方
向，坚持抓制度，聚力谋打赢，狠抓日
常战备建设、军事训练及非战争军事
行动准备，进一步夯实国防后备力量
建设基础；要加强协调配合，在实现人
才队伍融合共育、实现指挥体系融合
共建、实现保障能力融合共抓上下功
夫，大力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积
极开拓创新，各级党委政府在支持部
队建设发展上要有新作为，军分区各
级在服务地方发展上要有新成效，巩
固军政军民团结大好局面。

费高云要求，军民融合要拓展深
化落实理念、机制、力量和建设“四个
互融”，促进军民融合落地生根，打造
具有时代特征、常州特色的军民融合
品牌；国防动员要服务胜战，构建与经
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军事斗争准备相
匹配、与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相适
应、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
动员体系，深化拓展军事斗争国防动员
准备；双拥工作要创新突破打造“四项
工程”，包括服务打仗的助推工程、军转
安置的安心工程、退役士兵的育才工
程、服务群众的惠民工程，努力打造双
拥共建的“常州样本”；还要积极解决军
分区建设实际困难，促进我市军民融合
发展、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双拥
工作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

军分区党委副书记、司令员马绪
春专题汇报了军事斗争准备情况。军
分区党委书记、政委刘伟作了发言。

!孙靖 蒋斌 黄钰"

审议通过———
《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

度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
《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

育服务管理的决定》

溧阳市新设一个街道：昆仑街道
辖7个居委会16个村委会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溧阳市溧
城镇行政区划调整动员大会上获
悉，溧阳新设立昆仑街道，管理7个
居委会、16个村委会。

据了解，新设立的昆仑街道行
政区域由原来溧城镇的濑江、凤凰、
胥渚、宋庄、棠下、前棠、新庄7个居
委会和陶家、胡桥、新昌、合心、蒋
店、马塘、泓口、吴潭渡、班竹、方里、
胥泊、毛场、杨庄、夏庄、昆仑、徐格
笪16个村委会划归而来，区域面积

79.7平方公里、人口6.71万人，昆仑街
道办事处驻该市泓口路218号。

调整后，溧城镇行政区域面积
75.51平方公里、人口17.99万人，辖35
个居委会、14个村委会，镇人民政府
驻东大街188号。

此次行政区划调整，进一步理顺
了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和溧城镇的
管理体制机制，将推动该市城市建设、
园区发展和资源合理配置。

!芮曼菁 陶英杰"

辉煌“十二五” 影像记常州
本报今日推出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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