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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 生 考 试 开 考 。 常 州 地 区 6800 多
人赴考，人数与去年基本持平。

今年是在职研究生首次纳入统
考。江苏省报考人数达 144839 人，比
去年增加28803人，增幅达24.82%。

杨曌 尤佳 包海霞 文/摄

江苏报考人数比
去年增加24.82%

我市 6800
多人考研

本报讯 记者 21 日从常州二
维碳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悉，该
公司自主研发的石墨烯高导电复合
膜关键技术取得新进展，突破了现
有导电材料在柔韧性能与导电性不
可兼容的技术瓶颈。

“石墨烯高导电复合膜是通过
石墨烯的连续化制备、尺寸层数优
化、石墨烯分散与复合的技术开发，

攻克目前存在的石墨烯一致性不佳、
导电性差以及在高分子材料基体中分
散复合工艺复杂等一系列问题，制备
出具有超高导电性的石墨烯导电复合
材料。”总经理金虎说，该项技术生产
工艺简单可靠，适用于大规模工业化
生产及应用。

据介绍，与目前已知的导电复合
材料相比， （下转A3版）

在高导电复合膜关键技术上——

我市石墨烯应用取得新突破

本报讯 我市 22 日召开第一届
市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监督管理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这标志着我市维修资
金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运行。

记者从会上获悉，《常州市市区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实施细则》2017
年1月1日正式施行。从明年1月1日
起，新北区、天宁区、钟楼区负责辖区商
品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业务办理
工作，《细则》施行后报修的项目按照
新规定，统一到各区物业管理行政主
管部门办理，《细则》施行前报修的项

目仍按照原有规定到常州市物业管理
中心办理。

常州市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监督
管理委员会，是我市维修资金管理模
式的一次创新，也是省内维修资金管
理模式上的一次率先突破尝试。

维修资金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
立，旨在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市住宅
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维护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所有者的合法权益。维修资金
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听取和审
议市维修资金代管机构年度工作报

告，讨论研究市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管理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形成指
导性意见，推动我市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管理健康发展，讨论审议维修资金
管理其他重大事项。

来自市财政、审计、金融办、物价、
房管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等 19 名委员
参加会议。会上审议了《常州市市区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监督管理委员会章
程》，并就如何进一步加强维修资金管
理工作展开了讨论。（物管 黄洁璐）

我市率先成立监管会

住宅维修资金：元旦起执行使用细则

本报讯 溧阳市委日前下发《关
于加强党员干部“八小时外”活动监督
管理的意见》，对党员干部在工作时间
以外所从事的与职务影响相关或个人
生活领域的活动强化监督。

该市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毛建国
说：“近几年查处的党员领导干部违
法违纪案件表明，‘八小时外’是领导
干部违法违纪的‘多发时段’。当前，
党内监督特别是对党员领导干部‘八
小时外’的监督管理，是党风廉洁建

设中的薄弱环节，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抓
好落实。”

《意见》指出，加强党员干部“八小时
外”活动监督管理，要以党员领导干部特
别是党政主要领导为重点，盯住重要事
项、重要场所、重点时段，着重加强对遵
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等监督检
查，重点监督党员干部的社交圈、生活
圈、休闲圈。比如党员干部在各种场合
是否讲党性原则、注意个人言行和身份，

是否自觉抵制政治谣言及歪曲、丑化党
和国家形象的言论；是否注重自身的公
众形象，有无在公众场合或群众面前耍
特权、逞威风；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
身边工作人员是否严格要求，有无包庇、
纵容等违反党性原则的行为；有无大操
大办婚丧喜庆事宜或借机敛财的行为；
有无公款大吃大喝、公款旅游、公款娱
乐、公车私用等行为。

为确保《意见》真正落实，该市在监
督方式上进行创新， （下转A3版）

对党员干部——

溧阳强化“八小时外”监督

本报讯 23日下午，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曹佳中带队督查我市油气长输管
道企业和市国资出资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曹佳中一行督查了江苏华电戚墅
堰发电有限公司和江苏省天然气有限
公司郑陆分输站。曹佳中指出，石油
天然气管道安全运行关系千家万户，
油气长输管道企业和管道运营维护单
位要切实担负起安全生产责任，把安
全运行放在第一位。

曹佳中还察看了常柴股份有限公
司铸造厂和钟楼区国光信息产业园生
产现场，要求企业进一步强化冬季安
全生产工作。 （韩晖 郑棐）

市领导督查
企业安全生产

本报讯 石墨烯新材料与传统
涂料行业对接，一方面扩大石墨烯
材料应用范围，另一方面带动涂料
产业转型升级。我市 20 日成立的
江苏省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涂料应用分联盟将承担起这一任
务，力争通过几年努力，把常州打造
成国内最大的石墨烯涂料产品制造
基地。

石墨烯产业是我市重点优先发

展产业。伴随着石墨烯研发及应用的
不断深入，石墨烯产业在带动传统制
造业转型升级，能源领域更新换代，培
育新兴产业增长点，推动大众创新、万
众创业的作用越来越显现。为有效整
合石墨烯创新资源，推动石墨烯材料
在涂料行业跨界应用，江苏省石墨烯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常州市涂料
协会签约成立涂料应用分联盟。

（下转A3版）

我市成立技术联盟

主攻石墨烯涂料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我市轨
道交通线网规划经过修编，从最初的
4条线路加密为6条线。今后，在新一
轮城市总规修编时还可能进一步完善
加密。

目前，地铁 1 号线全线 22 个站点
完成主体结构封顶、11 个区间双线贯
通。2 号线开工建设前期准备在紧锣
密鼓进行中。

据了解，苏州开通1号线和2号线

后，又启动了2号线延伸线、4号线和3号
线建设。2011年进行轨道交通线网修编
时，共规划建设9条线，总长409公里。

无锡 1、2 号线于 2014 年相继完工，
今年 4 月开工建设 3 号线，并计划明年
启动4号线建设，远期已规划7条线。

我市加密到 6 条线后，共 208 公里。
前两条线构成“+”形，而 6 条线都建成
后，将形成“才”字形加“L”形线网结构。

市规划设计院院长张福林说，市民

的出行需求各不相同，地铁网络形成后，
覆盖面越广，能满足的需求就越多，地铁
的吸引力也会越强。所以，不仅1号线、
2 号线要加快推进，这两线建成后，后面
的线路也应该抓紧跟上。地铁1号线的
基本走向是南北向的，可以满足沿线由
南向北、由北向南的交通需求，如果单建
一条东西向的 2 号线，也只能满足由东
向西、由西向东两个方向的出行需求。
但是，相交的 1、2 号线构成“十”字型骨

架后，通过在文化宫站点的换乘，除了可
以由南向北、向北向南、由东向西、由西
向东，还可以满足由东向南、向北，由西
向南、向北，由南向东、向西，由北向东、
向西多个方向的交通需求，从而实现1+
1＞2的综合效应。

不过，两条地铁线接连开工对城区
交通是“大考”。据了解，地铁 1 号线全
面开工后，沿线各站点的施工不得已占
用部分路面， （下转A3版）

由线成网可发挥更大综合效益

我市地铁线可能进一步加密

本报讯 我市中小微企业金融
产品集中发布会22日在市行政中心
召开。

会议由市金融办、常州银监分
局主办。

会上，围绕“对接服务中小企
业，推介融资产品工具”主题，中信
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
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
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浙商银行等
10 家股份制银行常州分支机构代
表，分别介绍了有关金融产品，受到
与会企业广泛欢迎。

今年以来，我市辖内银行业金

融机构积极服务对接中小微企业，切
实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有效满足企业
融资需求，现已圆满完成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年度目标。至此，连续 3 年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今年各项指标取得
历史最好水平。

截至11月末，我市辖内银行业金
融 机 构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余 额 合 计
2285.47 亿元，比年初增加 305.93 亿
元，增幅 15.45%，小微企业贷款增速
高于全辖平均贷款增速 3.82 个百分
点；小微企业贷款户数合计41228户，
比去年同期增加1050户；申贷获得率
92.46%，高于去年同期 2 个百分点；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三个不低于”目标
全面完成。其中，辖内10家股份制商
业 银 行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余 额 合 计
418.28亿元， （下转A3版）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年度目标：

我市已圆满完成

本报讯 一些餐饮饭店的牛羊熟
肉制品吃得放心吗？21 日起，市食药
监局展开牛羊肉及制品专项检查。

根据安排，从生产、流通、小餐饮
店到熟食店都是检查对象。其中，用
肉量大的火锅店、中小型餐饮店被列
为重点检查对象。此外，牛羊肉等食

品加工企业、集贸市场、超市等也均在
检查范围内。

此次检查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加
工制作过程中有无非法添加罂粟壳

（粉）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或使
用过期、腐败变质以及未经检验检疫
的肉品加工制作食品的行为；二是滥

用色素等违法行为；三是餐饮服务单
位对牛羊肉制品采购使用管理情况，
包括食品原料索证索票与进货查验记
录台账是否严格执行《餐饮服务食品
采购索证索票管理规定》，有无专人负
责牛羊肉及其制品采购和验收。

（下转A3版）

24小时举报电话：85112331

全市专项检查牛羊熟肉制品

为全面提高职业学校学生综合
素养，江苏省溧阳中等专业学校开
展综合素养展示月活动。

22 日是该校综合素养提升工
程 成 果 展 示 暨 校 园 开 放 活 动 首

日，在演讲、朗诵、跑操、舞蹈、大合
唱等丰富多彩的展示活动中，学生
们展现了有关技能和昂扬向上的精
神风貌。

芮曼菁 文/摄

石墨烯高导电复合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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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常州民营口腔医疗机构
行业协会成立大会昨天举行。副市长
张云云出席并致辞。

常州太平洋口腔连锁董事长刘正
秋当选常州民营口腔医疗机构行业协
会会长。刘正秋是留日齿科博士。

常州民营口腔医疗机构行业协会

目前有近60家会员单位，旨在进一步
规范常州民营口腔医疗机构，提高口腔
医疗服务管理水平，促进全市民营口腔
健康产业良性发展，为口腔行业可持续
发展提供良好服务平台。同时，也将成
为政府管理部门与口腔医疗机构及相
关厂商之间重要的沟通平台。

会上，常州市民营口腔医疗机构
行业协会与韩国登腾种植体公司江苏
代理、江苏爱必康有限公司签订战略
协议，双方在引入新兴口腔技术与医
疗器械上达成共识，将进一步加快常
州口腔种植技术推广，为更多口腔患
者带来福音。 （徐丹 周茜）

太平洋口腔刘正秋博士当选会长

我市有多少民营口腔医疗机构？仅首批会员单位就有60家

常州民营口腔医疗协会成立

本报讯 总投资 1.5 亿元的顺丰
速运横山桥中转站扩能项目日前竣
工。记者从横山桥镇了解到，扩容后
中转站达 5 万平方米，预计明年 3 月
正式投用。

顺丰速运中转站于 2011 年在横
山桥镇潞横路金丰村段建设，主要承
接常州以及上海、苏州等周边地区的
快件运输。该站长期以来与常州本地
电商合作，如邹区的灯具、横林的地
板、电脑桌等，均通过快递发往全国各
地。中转站拥有 300 余名员工及 200
多辆物流车，在全市有55个网点。今
年8月，该站启动扩能项目，横山桥镇
政府还投资100余万元对周边道路等
基础设施进行提升。

据介绍，扩容完成后日均中转能
力将达到 40 万件。下一步该站将尝
试对水蜜桃、葡萄等本地农产品进行
运输服务。

（舒泉清）

日均中转能力将达40万件

顺丰速运：

横山桥中转站
完成扩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