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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

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
雨，西南风 3 到 4 级，雷雨阵
风 8 到 9 级，今天最高温度
33℃(室外体感高温 34℃)，
明晨最低温度26℃。

本报讯 根据省委关于实施巡视巡
察省市联动部署要求，市委第一、第二巡
察组配合省委第四巡视组，对我市溧阳
市、武进区、新北区所属的江苏中关村科
技产业园、溧阳市天目湖旅游度假区、武
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州经济
开发区、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常州滨
江经济开发区等6个省级以上开发区开
展巡察。

目前，两个巡察组已完成进驻，并分
别召开进驻动员部署会。

进驻动员部署会上，市委各巡察组
组长向被巡察单位传达了 7 月 28 日召
开的 2017 年市委第二轮巡察工作动员
部署会精神，以及市委书记费高云关于
巡察工作有关指示要求，围绕巡察工作
的重要意义、主要流程、重点内容等进行
动员讲话，并就支持配合巡察组开展工

作、落实整改措施提出要求。被巡察单
位党组织负责人作表态发言。

市委巡察组将在 6 个省级以上开发
区工作两个月左右。巡察期间分别设举
报电话、专门邮政信箱、电子邮箱。巡察
组每天受理举报电话的时间为 8：00－
20：00。根据《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
委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党组织领
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

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
题的来信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
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
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
反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
访问题，将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舒泉清 蒋英臣）

巡察组进驻情况一览表见A2版

2017年市委第二轮巡察

完成6个省级以上开发区进驻

本报讯 为了抢抓国家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的历史性机遇，我市日前制定了《关于加
快企业股改上市的若干意见》和《加快企
业 股 改 上 市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18 －
2020）》。

与以往的相关政策比，此次《若干意
见》有三大突破：一是完善了对企业再融
资和并购重组相关支持政策，对通过增
发、配股等方式成功实现再融资，且募集

资金 75%以上（含）投入本地项目建设
或并购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上市公司，
按照募集资金额予以奖励。二是强调通
过系统运用金融工具和手段，促进企业
加速股改上市。根据文件要求，市金融
办将会同各辖市区和市各有关部门，加
快制定后备企业股改专项贷款、企业贷
款风险池、促进股权投资机构集聚发展
等方面的实施细则，为企业股改上市营
造更加优越的发展环境。三是对新三板

挂牌企业增发股票融资，按照千分之
五的比例给予奖励。

市财政局将在近年下拨的企业股
改和上市融资专项资金的基础上，进
一步增加对企业股改上市的财政支持
力度；创新支持模式，如设立相关风险
池等，充分发挥政府的增信作用；缩短
奖励兑现时间，简化奖励兑现流程，进
一步提升企业积极性。

（下转A2版）

我市连出新政

助推企业股改上市

本报讯 昨天上午，江苏南方
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我市第49家
上市公司、第 34 家 A 股上市公司。
公司股票简称“南卫股份”，股票代
码603880。

市长丁纯、江苏南方卫材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平一同为南
卫股份A股上市鸣锣。

丁纯在致辞中希望南卫股份以
上市为新的起点，坚持创新驱动，坚
持高端引领，借势资本市场做大做
强做优，以更加优异的业绩回报投
资者、回报社会。同时希望全市广
大企业对标看齐，抢抓多层次资本
市场蓬勃发展机遇，主动对接资本

市场，加快股改上市步伐，不断提升核
心竞争力。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
为广大上市公司及上市后备企业营造
良好的发展环境。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位于西太湖科技产业园，主要从事透
皮产品、医用胶布胶带及绷带、运动保
护产品、急救包等产品的研制和销售，
是国内规模较大的医用敷料生产企
业 。 南 卫 股 份 本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2500 万股，募集资金 2.93 亿元，主要
用于新建医用胶粘敷料生产项目和营
销体系建设及品牌推广项目。

市领导曹佳中、史志军出席上市
仪式。

（驰骋 马浩剑 韩晖）

我市南卫股份登陆上交所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所指居民包
括孩子和老人等所有居民。

——本报注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常州调查队日
前公布信息显示，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21008.2元，同比增长8.7%；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2426.3 元，同
比增长10.1%。衣食住行、文教娱乐、医

疗等8大类消费呈现全面增长格局。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城镇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049.7 元（平均
每个 3 口之家半年 7.5 万元），同比增长
8.0％；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238.1 元（平均每个 3 口之家半年 3.97
万元），同比增长8.2％。

工资性收入
居民收入增长中，工资性收入成为

拉动常州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最重要因
素。上半年，随着我市进一步上调最低
工资标准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影响，居

民工资性收入有明显增长，全体居民在
各类经济单位劳动得到的人均工资性收
入为13266.7元，同比增长9.2%。

财产性收入
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呈现稳步增

长态势，成为拉动收入增长的新亮点。
尤其是农村居民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确权和登记颁证，稳定增加了农民
的土地租金和入股分红收益。上半年全
体居民人均财产性净收入为 1575.5 元，
同比增长 9.8%。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
均财产性净收入为 2195.1 元，同比增长

7.6%，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净收入为
384.2元，同比增长18.8%。

转移性收入
今年 1 月起，我市再次提高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这是
我市实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以来连续第 8 年调整基础养老金。加
上调整市本级和武进区居民医保住院
起付标准、完善以低保制度为核心的
社会救助体系等各项惠民政策的支
撑，令常州市城乡居民转移性净收入
仍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下转A6版）

农村人均1.32万多元，平均每个三口之家半年3.97万元

上半年我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万多元

平均每个三口之家半年7.5万元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
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
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

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
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
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新的历
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体现了
我们党对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高度重
视。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
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我们

党一贯重视从思想上建党，一贯重视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始终把
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马
克思主义政党最重要的理论品格，就
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
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
展真理，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
创新。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
我们党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创造力
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在基本理论和
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我们党的全
部工作才能够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
性、富于创造性，显示出永不枯竭的创
造活力。

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并接受
实践的检验。 （下转A7版）

——六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本报讯 “马路上秩序好了，车子
停到停车场，我也能放心做生意了。”本
月 4 日，朝阳菜场 67 号摊主杨某高兴
地说。经过区政府、街道、交警、市场多
方努力，两个多月的综合整治后，曾经
困扰周边居民的朝阳菜场交通顽症终
于解除。

当天上午 9 时许，记者在朝阳菜场
看到，丽华北路的非机动车道拓宽了，划

了一条非机动停车道，人行道板上也划
了停车线，车子有序停放，空出了盲道，
路口有喇叭提示人们按序出行。

茶山街道红梅村委党总支书记辅洁
介绍，朝阳菜场位于劳动中路丽华北路
口，1985 年成立，有铺位 320 个，因周边
老小区集中，交通便利，菜新鲜又便宜，
品种齐全，生意很好，服务半径达 5 公
里，经开区也常有人来买菜。但早先规

划只有少量停车位，每天早晚高峰买菜
的人多，车子乱停，把机动车道都占了，
交通秩序混乱，几乎天天有事故，周围居
民反响很大。

为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交通综合
大整治以来，天宁交警大队向区政府汇
报，推动区政府成立朝阳菜场整治提升
工作小组，联合城管、街道、村委、市场开
展治理。

经调研得知，朝阳菜场每天买菜
人流量为 1.8 万人次，售菜量 8.61 万
斤，经营户有电瓶三轮车 72 辆，二轮
电动车 130 辆，送货面包车 40 辆。每
天买菜者的电动车有1550余辆、汽车
330 余辆，同时还有大量老年人乘公
交车来买菜。

关键在疏。
首先，增加非机动车停车位，从

200 个扩展到 420 个。现场勘查后，
天宁交警大队对朝阳菜场北侧车道重
新规划， （下转A6版）

再也不用担心电瓶被盗路被堵

朝阳菜场外围面貌大变样

朝阳菜场外，以前的交通乱相。朝阳菜场外，交通整治后的状况。

改革创新工作机制和方式，是
团市委近年来不断探索的工作重
点。他们此举的目标是打造“青年
身边的共青团”，实现“团”结青年。

在“嘉壹度”青年众创空间，王
洁专做常州创客空间，他的团队里
现有200多名创客，涉及创客工坊、
创客赛事等50多个项目。王洁说：

“有了好的创客项目，还能得到无偿
资助和天使投资基金，这对于青年
初创者来说，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
一步。”王洁所说的资助与投资是指

“青年菁英计划”，该计划每年为青
年创业项目提供250万元无偿资助
和500万元天使投资基金。

近年来，团市委瞄准创业缺平
台、缺资金、缺资本、缺市场，迭代推
出“链式服务”机制，精准破解创新
创业难题，把发展机会带到青年身
边，助力广大青年实现梦想。据了
解，我市已建成“嘉壹度”“青武创
客”“蓝火焰”等青年众创空间 20
家、青年众创街区 1家、青年创客公
寓 2 家，形成“青”字号众创空间集
团军，实现对辖市区的全覆盖。创
业青年在这些青创空间里，既可获
得创业培训、金融扶持、事务代理等

“一站式”服务，还可低价入住青年
创客公寓。创业遇到资金瓶颈时，
众创空间还会提供金融套餐服务，

贴合创业的不同阶段和类型，先后创
新开发了低息贷、贴息贷、投贷通、闪
电贷等“青年创业链”金融套餐，并成
立全省首家“青年银行”，形成“标准
化+个性化”产品体系。目前，“青”字
号金融产品达12款，青年创业贷款额
突破 10 亿元，直接扶持 2500 余名青
年创业，带动青年就业10000余人。

如今，青年众创的辐射范围更广，
从“都市主导”到“城乡联动”。团市委
专门开发了“众创邦”O2O 信息化平
台，让城乡青年足不出户，一键式获取
创业服务，打造“不下班的青创空间”；
深耕相对贫困薄弱乡镇，共同研发青春
创富系列，上线“小白茶”等8款扶贫产
品，用销售额的10%帮扶困境青少年，
并设立10个青商会项目“种子库”，引
导帮扶乡村创业青年认领种子，全程提
供资金技术支持，助推创业脱贫致富。

团市委还建立了“双线融合”机制，
探索“互联网+共青团”模式，深化“网上
共青团”建设，开通服务青年“直通
车”。在线上，通过细化问题交办、承办
受理、办理跟踪、办结答复等环节，实时
收集网友诉求，探索大数据分析，3000
名专家互动，分类提出针对性措施。据
悉，“青年之声”网络互动社交平台日均
活跃用户达1000余人，解决青年各类
问题50000个，点赞总数超60000次，
居全省前列。 （下转A7版）

——我市共青团创新工作机制方式纪事

“团”结青年

本报讯 本月起，金坛区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常州市区 10
家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实现实时联网
结算，此举惠及33.4万参保人员。

今年 5 月，金坛区社会保障服
务中心积极与常州市区定点医疗机
构协调，共同做好居民医保联网结
算软件的开发和测试，经过前一段
时间的努力，金坛区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与常州市区的 10 家三级定点医
疗机构成功联网结算。

金坛社保中心主任冯东晖介绍，
该区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从此转常州市
区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只需在金坛区
二级定点医疗机构办理转诊手续后持
个人社保卡前往，改变了原先个人先
垫付医疗费用然后再回金坛报销的模
式。 （苗扣明 赵鹤茂）

本月起实现联网结算

33.4万金坛人可直接
在常州医院刷卡就诊

本报讯 本月 4 日，我市 16 名
考入大学的寒门学子来到河海大学
常州校区，参加由团市委、市希望工
程办公室组织的圆梦助学夏令营。

同学们参观了大学实验室、学

生活动中心，提前感受大学校园，熟悉
大学生活。河海大学团委、常州公益
助学联合会负责人为贫困学生讲解了
高校助学政策、社会公益服务项目，传
递“助人自助”的公益理念。

今年，市希望办将按照 5000 元/
人的标准，及时将来自社会的关爱送
到 100 位贫困学生手中，为他们顺利
踏进大学校园解决后顾之忧。

据悉，“圆梦行动”主要是动员社
会力量帮助家境贫寒的优秀学生实现
上大学的梦想。近3年来，团市委、市
希望办共募集 140 余万元，资助 320
名寒门学子圆大学梦。

（秋冰 龚青轩）

100名贫困大学生
各获5000元助学金

砥砺奋进的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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