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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今天晴
到多云，偏北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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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30℃，明晨最
低温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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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8日、29日，东风汽车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竺延风一行来我市视察东风汽车常州基地以及常
州汽车装备业发展情况。

28 日下午，市委书记阎立和市长费高云在青枫苑

宾馆会见了竺延风一行。昨天上午，竺延风一行又在
阎立的陪同下，现场察看了风度（常州）汽车研发院、常
州东风汽车产业基地。

风度（常州）汽车研发院创办于 2014 年 11 月，成

立以来充分发挥“主机厂、政府支持、市场化经营”核心竞
争优势，积极发展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及新技术，计划
3-5 年内在新能源整车及零部件领域实现产业化突破。
常州东风汽车产业基地一期建设各项工作正在全面有序
推进，目前，新的总装车间、焊接混流生产线、冲压、涂装
车间改造等各项工程建设已全部完工，设备安装调试也
已完成，1076名员工正在接受培训，投运后将实现SUV/
MPV 年产 15 万辆生产能力，下线新车型东风 F37 正式
生产前的调试工作也即将结束，预计9月底正式投产。

会见和现场调研时，阎立介绍说，常州连续3年以重
大项目为引领和带动，加快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
和优化产业结构，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新能源汽车、新
能源电池、新材料等产业，相继吸引和培育了一大批项目，
成为新的增长动力。阎立希望东风汽车公司能进一步深
化拓展与我市的合作，推动常州汽车及先进装备业发展。

竺延风表示，今年东风汽车公司以稳增长为重点，制
定了“十三五”发展的总框架，并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同时，加快推进系列新品导入，
即将量产的东风 F37 是东风自主研发的一款优秀车型，
运用了多项业界领先的技术。另外，东风汽车也将进一
步加大对研发中心的投入，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并充分
发挥常州港一类口岸的优势，将常州打造成东风汽车公
司在华东地区的战略要地。

东风汽车公司副总经理欧阳洁和市政府秘书长李林
等会见时在座，副市长李小平陪同察看。

（周瑾亮 唐文竹 左裔）

东风汽车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竺延风来常视察

新车型东风F37下月投产

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
理干部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不断提高选人用人质
量，切实防止干部“带病提拔”，根据《党
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
责条例》等党内法规和有关规定，现提
出如下意见。

一、落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党
组）对选人用人负主体责任，党委（党组）
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组织人事部门和纪

检监察机关分别承担直接责任和监督责
任。要强化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坚
持党管干部原则和好干部标准，落实“三
严三实”要求，大力培养、大胆使用忠诚
干净担当、谋改革促发展实绩突出的干
部。党委（党组）在向上级党组织推荐报
送拟提拔或进一步使用的人选时，要认
真负责地对人选廉洁自律情况提出结论
性意见，实行党委（党组）书记、纪委书记

（纪检组组长）在意见上签字制度。考核
评价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部门、纪检

监察机关以及有关领导干部，要把履
行选人用人职责情况作为重要内容。

二、深化日常了解。坚持经常性、
近距离、有原则地广泛接触干部，深入
了解干部的日常品行和表现，多渠道、
多层次、多侧面识别干部。通过调研、
平时考核、年度考核、任期考核、民主
生活会、述职述廉等渠道，及时掌握干
部的德才表现、重要情况和群众口碑，
注重了解干部在重大事件、重要关头、
关键时刻的表现。 （下转A2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

上世纪 80 年代，推销大师汤姆·霍
普金斯有一场让人震撼的演讲。

在演讲台上，悬吊着一个巨大的铁
球。台下请上来的年轻人，用大铁锤使
劲敲击，铁球都纹丝不动。霍普金斯却
拿出一个重量不足 50 克的小锤，每 4 秒

一次，敲击了一个多小时，铁球终于动了
起来，越荡越高。而全场 3000 多个听
众，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不足300人，听到
了这场只有一句话的演讲：

“你如果没有耐心去等待成功的到
来，那么，你只好用一生的耐心去面对失
败。”

“耐心”二字，确实难能可贵。不独是
在个人的成功之路上，社会建设中同样如
此。相比急功近利的投入、焦虑浮躁的行
动，以耐心涵养水源，或许能得到更扎实、

更长效的回报，比如扶贫，比如公益。
有人曾提出“耐心资本”的概念——

不以短期效果和回报为目标，而是期待
对社会产生持续的正向影响，从而在根
本上改良他人的生存状况。不急于求
成、不过分关注眼前，这样的耐心资本，
让人想起跑马拉松，科学地分配体力、持
续而稳定地努力，比一口气冲刺却无后
劲儿，更能出效果。

耐心资本，无疑是一种聪明的选
择。北宋名臣范仲淹，曾首创“置义

田”。他在家乡附近购置了千亩田地，用
来救助家族中的“困难户”。田地能种
粮，不是“一锤子买卖”，可谓“土生金，无
尽藏”。换个角度看，这样的赈之以田、
助之以地，也是投入的耐心资本：看起来
虽然不多，却是一种可持续产出的资源，
反而能取用不竭。

更重要的是，付出耐心资本，收获的
可能是“社会资本”——无形的社会资
源，包括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社会支持
等等。耐心的、持续的投入，带来尊重和
信任，提升了能力，聚合起人心，最终改
变风气、形塑价值，激活社会的内生动
力。无论是政府主导的脱贫攻坚，还是
社会助力的公益慈善，耐心资本，一定会
有更深层的产出潜力。 （下转A8版）

不妨多点“耐心资本”

由原淹城旺阁渔村改造而成的武进
文化馆新馆，将于9月4日开馆。

新馆建筑面积 7500 平方米，拥有综
合展示大厅、排练厅、工作室、活动室、教
室、培训室及非遗展览大厅、报告厅等，
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在这里活动或培
训，将为武进市民提供更加完善的文化
服务。 张军 陈荣春 文/摄

淹城旺阁渔村
改造成为——

武进文化馆新馆
9月4日开馆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常州轨道
交通公司获悉，作为常州地铁 1 号
线北部先行段，新桥站至旅游学校
站区间施工进度为全线最快标段，
在率先实现双向隧道贯通后，联络
通道也已基本建成。

昨天下午，记者从地铁 1 号线

旅游学校站出发，步行进入左线
隧道，在大约 500 米的地方见到
了已经成型的联络通道。这条通
道从 3 月 31 日开始进场施工，长 8
米、宽 2 米，上方为拱形结构，最高
处 2.4 米。

（下转 A6 版）

每隔600米建1个

地铁1号线——

第1个逃生通道基本建成

据人民日报昨天报道 2017年
底，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我国第
一条全自动运行系统（简称“FAO”，
俗称“无人驾驶”）线路——北京地铁
燕房线将正式开通试运营。

据了解，这条全自动运行系统
线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
驶”——无需人工介入，即可实现列
车一系列自动操作，如发车、上下坡
行驶、到站精准停车、开闭车门、洗
车、休眠等。

2010 年 ，我 国 提 出 基 于 高
RAMS的全自动运行轨道交通系统
理念，这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轨道
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正式进入研究
阶段。历经6年努力，目前已完成全
自动运行系统的核心技术研发。

根据北京市规划，3 号、12 号、

17号、19号线以及新机场线等新一
轮轨道交通线路建设都将采用全自
动运行系统技术。这项技术是城市
轨道交通系统集成技术一次质的飞
跃，是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
系统未来的发展方向。它的推广和
应用将极大提升我国轨道交通在国
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使得我国的
重要基础设施安全可控。

随后北京将有多条线路采用

我国第1条——

无人驾驶地铁：明年有望开通

常州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对《常州市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
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现将条
例草案在常州日报、常州晚报、常州
人大网（http://www.czrd.gov.cn/）、
常 州 政 府 网（http://www.chang-
zhou.gov.cn/）上全文公布，向社会
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以便进一步
修改完善。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
下：

一、公开征求意见时间

2016年8月30日至2016年9月
30日

二、反映意见和建议方式
（一）来信地址：常州市龙城大

道 1280 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邮政编码：213022

（二）电子邮件：czrdfgw@sina.
com

（三）传真：85680187

《常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条例（草案）》详见A2版

《常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条例（草案）》

征求意见公告

本报讯 昨天，我市举行2016年慈
善助残、助学、助困救助金发放仪式。活
动中，市慈善总会为钟楼区残联发放救
助金 200 万元，用于残疾人托养服务中
心项目建设；三城区慈善超市代表分别
领到价值 1 万元的实物捐助，受助学生
代表也分别领到助学金。

钟楼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项目位
于西林街道，是钟楼区残联立项建设的
一个民生项目，也是常州市残疾人事业
发展的重点项目。该项目于 2013 年正
式启动，2014 年动工建设，综合设施面
积达 8000 多平方米，建成后可容纳 200
名14周岁以上特别需要照顾的残疾人，
配备专业人员80名，是全国首家自闭症
人士职业庇护中心，也是配套最完整、规
模较大的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

明年上半年，该项目投入使用。
该项目将秉持“公益化、市场化、专业

化”原则，为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职业开

发和康复训练，并将与华师大、日本立命
馆大学共同成立大龄残障人士研究中心。

因区划调整，今年我市慈善助学的范
围改为户籍在新北区、天宁区、钟楼区三城
区的居民，助学对象为本科和大专阶段低
保困难家庭在读大学生，五年制大专救助

后两年。救助标准为本科生3000元，大专
生2000元。按照相关申请、审批程序，共
有245人获得64.3万元助学救助金。

据了解，第二批助学活动申报截止
时间为9月中旬。

今年起，市慈善总会再度整合三城

区的慈善超市，每个街道、乡镇只保留
1-2 个慈善超市。今年，共有 25 家慈善
超市获得扶持。他们倡议广大居民把家
中闲置物品捐赠给慈善超市，通过直接
捐赠或义卖变现等形式援助辖区困难群
体。 （高颖 朱雅萍）

配备专业人员80名，可接纳患者200名

全国第1家——

自闭症患者职业庇护中心
明年将在钟楼区建成

东风F37预计定价8—10万元。

本报讯 28 日，常州工学院下
发通知，宣布推迟新学期开学时间，
此举引起社会关注。

为何推迟开学？记者从常工院
了解到，主要是因为新校区施工过
程中，对包括天气因素在内的各类
困难估计不足。

据了解，根据原计划，常工院辽
河路校区应在今年 7 月全部竣工，
但由于今年入春起持续降雨，入夏

后持续高温，影响了整体施工特别
是扫尾阶段道路、绿化等工程的进
度，导致至今仍有少量市政道路铺
装、绿化工程未能按预定计划完
工。鉴于当前情况，本着以人为本、
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了确保广大师
生的安全，杜绝各类安全隐患，学校
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最终做出了推
迟开学的决定。

（下转 A6 版）

主要是天气等因素造成新校区工期延迟

常工院为何推迟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