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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全 市 今 天 多

云到晴，午后局部
有雷阵雨，东南风
4 级，今天最高温
度 34℃，明晨最低
温度27℃。

本月18日，天宁区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举行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7·26”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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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篇闪耀
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具有很强的思
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为开好党
的十九大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思想
基础、理论基础。

区委书记宋建伟说，“7·26”重要讲
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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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就在于有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指引。
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
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
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

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
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
新概括，坚持以发展着的理论指导新的
实践，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
利。 （下转A6版）

学习贯彻“7·26”重要讲话，做到7个深刻认识把握（（55））

要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记者罗
争光） 民政部21日发布消息，日前已
联合教育部、财政部、共青团中央、全
国妇联印发了《关于在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中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
用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支持引导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参与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意见明确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中的主要任
务：一是协助做好救助保护工作。包
括协助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家庭随访，
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相关情况进行调查
评估，及时发现报告遭受或者疑似遭

受家庭暴力或其他受虐行为，协助做
好对无人监护或遭受监护侵害农村留
守儿童的心理疏导、精神关爱和临时
监护照料等工作。二是配合开展家庭
教育指导。包括协助开展农村留守儿
童监护法制宣传和家庭暴力预防教
育， （下转A6版）

需要面广量大的服务机构和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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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问题——

国家层面出招：动用专业社工力量

本报讯 昨天，副市长李林率
市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轨道
公司相关负责人开展安全生产综
合督查。他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
位进一步提高认识、落实责任、强
化措施，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生产
安全事故发生，有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李林一行先后来到武进人民医
院、常州客运中心、港华燃气青龙门
站、华东燃气公司和轨道 1 号线龙
虎塘站，对工地施工安全，公交、长

途客运、出租车安全监管，管道及瓶
装液化气安全管理和轨道交通施工
安全进行现场检查。

检查发现，总体情况良好，但也
发现部分单位基础设施存在安全隐
患，部分工人安全意识薄弱。

李林要求施工单位进一步完善
和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通过技
防与人防结合，不断提高安全管理
水平；相关负责人要加强日常安全
管理，认真排查隐患，切实把安全生
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宋婧）

市领导督查安全生产

部分单位存在基础隐患
还有工人安全意识薄弱

本报讯 昨天，车和家智能汽车常
州制造基地首辆轻型电动车下线，总投
资 50 亿元的第二基地同时奠基。市委
书记费高云、北京车和家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CEO李想出席活动。

费高云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该项目表
示祝贺。他指出，发展和推广新能源汽车
是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也是未来汽车产业
的必然方向。常州作为全国第二批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之一，今年起着力推
进新一轮十大产业链建设，培育壮大“五

新三高两智能”新兴产业集群，其中特别
将“汽车及零部件产业”调整为“新能源汽
车及汽车核心零部件产业”，进一步确立
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常州建设全国一流
智能制造名城中的重要地位。

费高云表示，车和家智能汽车制造
基地项目的全力推进，必将为常州抢占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制高点提供强大动
力。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当好企业发展的

“店小二”，全力打造承载大项目的“深水
良港”，增创发展新优势。

车和家作为国内造车“新势力”企业
中的佼佼者，正在研发两款新生代交通
工具：满足1-2人短途出行的SEV和满
足6-7人家庭中长途出行的SUV。

车和家智能汽车常州制造基地占地
超过 100 万平方米。其中，第一基地总
投资 50 亿元，规划产能 20 万辆 SEV。
去年 8 月落户武进高新区以来，仅用 1
年时间就建成涂装、焊接及总装车间，达
到了试生产条件，预计今年底投入量产。

第二基地计划总投资50亿元，规划

产能 10 万辆 SUV。将引入激光焊接技
术，大量采用焊接机器人，实现 100%自
动化生产。预计明年底量产。

企业表示，基地建成后，可为常州创
造4000个就业岗位。

武进国家高新区已先后集聚北汽新
能源、西门子电驱动、博世汽车电子、万
帮新能源等一批重点项目，新能源汽车
产业生态圈加速形成。

市领导曹佳中、周昌明、史志军出席
活动。 （叶星 马浩剑）

第一基地已建成，年产能20万辆SEV
第二基地规划年产10万辆SUV，焊接100%自动化
总用工将达到总用工将达到40004000人人

继第一基地总投资50亿元后——

车和家再投50亿元建设第二基地

本报讯 第十届中国传媒经营大
会暨 2016-2017 中国报刊经营价值
百强发布会日前在青海省西宁市召
开，本报荣获全国城市日报第6强。

这是本报自 2008 年以来连续第
10年名列全国城市日报前10强。

此次评选，是由清华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央视网、国家广告研究传播

中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广告研究所、
中国报刊广告数据中心、中国传媒经
营网等多家权威机构联合进行的。

这一评选，依据的是各类相关数
据 。 这 些 数 据 由 央 视 CTR 监 测 提
供。评选结果反映的是综合影响力和
报刊经营价值。

今年，本报已有近70%进入家庭。

链接：
全国城市日报前10强

厦门日报 南京日报
长江日报 无锡日报
东莞日报 常州日报
沈阳日报 大连日报
青岛日报 洛阳日报

目前报纸发行中已有近70%进入家庭

2016—2017中国报刊经营价值百强发布

常州日报名列全国城市日报第6

7 年前，面对石墨烯导热这一新兴
产业，很多人还在质疑和等待时，碳元科
技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

近几年，碳元科技的营业总收入年
均增速达 42%，毫无争议地成为行业领
军企业。

公司董事长徐世中说，除了机遇和
运气，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公司成立

伊始，就专注于解决电子产品的散热问
题。在国外技术封锁的情况下，团队“蜕
了几层皮”，自主研发出具有完全知识产
权的人工合成高导热石墨散热膜技术，
一举填补国内空白。

据介绍，手机在连续使用后温度会
达到 52℃左右，碳元科技生产的高导热
石墨膜可使温度降低至 45℃以下，是目

前世界上散热最快的膜。公司承担了
石墨导热膜的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
全力加快产业化应用进程。

（下转A2版）

碳元公司董事长徐世中第6次创业

手机连续打，温度会达到52℃

采用石墨膜后不到45℃

来常州的 4 年里，苏华已经数
不清自己看过多少张图纸了。

这位来自广州地铁设计院的
高级工程师，2013 年起参与我市
地铁建设，还带着父母和不满 4 个
月的女儿。“左手翻图纸，右手抱
孩子”，她在工作中的“出彩”比别
人付出了更多。

产假未休完就来到常州

2007 年，苏华大学毕业去了广
州地铁设计研究院工作，先后辗转
广州、深圳、佛山、北京等10多座城
市，参与当地的轨道交通建设。按
公司相关规定以及她常年驻外工作
的资历，再加上刚生完孩子，她本可
以安心待在广州工作。

可2013年下半年，常州地铁建
设进入关键时期，地铁 1 号线开工
前期准备、地铁 2 号线可行性研究
报告等大量工作都要推进。公司领
导找到苏华，希望有丰富实战经验
的她到常州担任地铁建设的设计咨
询工作。

在父母的支持下，苏华毅然带
着孩子、父母来到了常州。当时，孩
子还未满4个月， （下转A2版）

——苏华素描

左手翻图纸 右手抱孩子

上市以后上市以后

寻常美好寻常美好
最美地铁人最美地铁人

本报讯 本月20日，钟楼区委
宣传部和瞿秋白纪念馆组织相关人
员，专程赴北京探望瞿秋白同志的
女儿瞿独伊。

96岁的瞿独伊老人虽然大病初
愈，却依旧精神矍铄、朗朗健谈。交流
中，她郑重地取出自己的卫国勋章、长
征胜利纪念章，与大家一起分享了在
莫斯科上学的经历，讲述了为周恩来
总理做俄语翻译的故事，并回忆了当
年亲眼见证中共六大召开时的情形。

瞿独伊对常州的建设发展十分

关心。瞿秋白纪念馆历次重大纪念活
动，只要能参加的，她都坚持亲临现
场。得知钟楼区和瞿秋白纪念馆正精
心筹备瞿秋白诞辰120周年纪念活
动，瞿独伊表示欣慰和感谢。当她看
到家乡人带去的萝卜干、芝麻糖时，连
连说“记得的，记得的”。问起她对家乡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老人深情地回答：

“一切，对常州的一切，印象都很深。”
临别之前，瞿独伊欣然提笔，写

下了“向家乡亲人们问好！”
（吴飞 朱雅萍）

筹备纪念瞿秋白诞辰120周年

我市有关方面赴京看望瞿独伊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记者高
亢） 20 日晚间，中国联通集团下属 A
股上市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
限公司发布了中国联通关于混合所有
制改革有关情况的专项公告，正式披
露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和
拟改革的内容要点。

公告称，中国联通混改试点总体思
路拟通过整体设计，积极引入境内投
资者，降低国有股权比例，将部分公司

股权释放给其他国有和非国有资本，
实质性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此次
中国联通混改将采用非公开发行和老
股转让等方式，引入处于行业领先地
位、与公司具有协同效应的战略投资
者，包括大型互联网公司、垂直行业领
先公司、具备雄厚实力的产业集团和
金融企业、国内领先的产业基金等。

据介绍，中国联通混改拟建立健
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混合所有制

企业公司治理机制。本次混改前，公
司总股本约211.97亿股。在本次混改
过程中，公司拟向战略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约90.37亿股股份，募集资
金不超过约617.25亿元；（下转A6版）

引入哪些资本，员工是否持股？

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方案发布

本报讯 本报系列长篇通讯《担当》
刊发后，中国常州网、常州掌上道德讲堂
相继转发。天宁区委政法委副书记薛国
强生前的感人事迹，在广大网民中引发
好评。掌上道德讲堂 24 小时阅读量达
到7820次，点赞和评论数也创下新高。

不少与薛国强共事过的同事还发表
深切感言，其中一位说：“写的都是老领
导的平常点滴，读来热泪盈眶。其实您
的工作绝对比写的更生动。”

薛国强老家的邻里，也通过网络表
达缅怀之情：“他每次回来，都是来也匆
匆、去也匆匆，好像总有忙不完的活。
52 岁就这么走了，留下的是人们对你的
痛心和惋惜。”

更多网友则表达了对这位好干部的
钦佩和思念。 （杨蕾）

正能量同样引爆网络

薛国强事迹
引发大量网友点赞

20日，瞿独伊在接待家乡亲人看望时说，她对常州的一切印象都很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