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思路

常州日报社出版 自办发行 今日 12 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12 第 12181 号

2017年9月1日
星期 五
农历丁酉年七月十一

中国常州网
http://www.cz001.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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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简化税法、降低公司税、为中产阶级减
税、鼓励美国企业将囤积海外的利润汇回国内

30多年来未能有大的改革动作，
此次能实现吗？

特朗普公布4大税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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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年初，市政协将科技界别
“关于聚力创新，整合资源，加大引育创
新创业人才的建议”，作为主席会议集体
督办提案。在前一阶段视察调研、沟通
协商基础上，市政协昨天召开办理协商
会，听取市委组织部（人才办）等有关部
门的提案办理情况。市政协主席俞志平
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周昌明到会介绍相关情况。

近年来，我市人才工作不断深化、

提升，对全市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撑
作用更加明显。截至去年底，全市共引
进落户领军人才 1600 多人，有 20 人通
过我市申报入选国家“千人计划”，15
个团队入选省“双创团队”，266 人入选
省“双创人才”，数量位居全省第一方
阵。今年以来，我市又有 1 名创业人
才、两名创新人才入选第十三批国家

“千人计划”。7 月份，我市制定出台了
“龙城英才计划”升级版《关于进一步深

化“ 龙 城 英 才 计 划 ”改 革 创 新 的 意
见》，强化体现时代特征、城市定位、
产业需求的人才新政。

俞志平充分肯定了市委组织部
（人才办）等部门对政协提案的办理工
作。他指出，人才是战略资源，是增创
发展新优势、种好常州幸福树的重要
基础和支撑，各有关方面要进一步做
好这项工作。

（下转A7版）

市政协召开集体督办提案办理协商会

加大力度引育创新创业人才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8月31日召开会议，研究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和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
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
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将向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建议，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2017 年

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将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总结

过去5年工作，回顾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深入分
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制定
适应时代要求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动
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继续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局面而团结奋斗。

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会议指出，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
进展顺利，要继续扎实做好大会筹备工
作，确保大会胜利召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
党的十九大10月18日召开 本报讯 昨天，市长丁纯在市

行政中心会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军一行。

丁纯表示，常州正以重大项目
为抓手，全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不
断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希望
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对接，深化在
智能制造、技术研发、信息服务等领
域的全方位合作，不断延伸、做强常
州信息产业链条。

杨军表示，中国电子将在智能
制造、智慧城市、新型显示、网络安

全等领域，积极寻求与常州的合作，
并不断拓展双方合作的广度与深
度，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市政府秘书长杭勇会见时在
座。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是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
业，主营业务分布于“新型显示、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集成电路、信息服
务”等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电子信息
产业领域。2016年，中国电子实现
营业收入1982亿元。 （韩晖）

丁纯会见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高层

新华社华盛顿8月30日电（记者林
小春） 美国政府30日批准一种基于改
造患者自身免疫细胞的疗法治疗白血
病，这是第一种在美国获得批准的基因
疗法。专家认为，这开辟了癌症治疗的

新篇章。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当天发表声

明说，瑞士诺华公司的新疗法已获得批
准，用于治疗 25 岁以下的复发难治型 B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这是一

个“历史性动作”，将“迎来治疗癌症和其
他危及生命的重病的新方式”。

新疗法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一种
嵌 合 抗 原 受 体 T 细 胞（CAR － T）疗
法，它先从患者自身采集在免疫反应

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T 细胞，然后重新
“编程”，所得 T 细胞含有嵌合抗原受
体，能识别并攻击癌变细胞，因此可重
新注入患者体内用于治疗。

一项涉及 63 名患者的临床试验结
果显示，83％的患者在接受新方法治
疗 3 个月后，病情得到缓解。患者接
受治疗 1 年后的复发率为 64％，存活
率为 79％。

（下转A8版）

一次性治疗白血病定价47.5万美元，如果第1个月见不到效果将不用付费

美国批准第1个基因疗法

癌症治疗走上全新路径

本报讯 第 4 届常州市家庭服务
业职业技能大赛将于9月2日举办。

大赛由市人社局主办，市总工
会、团市委、妇联协办，旨在展示我
市家庭服务业行业风采，促进家庭

服务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并选拔
优秀选手参加江苏省家庭服务业职
业技能大赛。

本次大赛包含家政服务员、养
老护理员、育婴员等 3 个项目，包括

理论知识竞赛和操作技能竞赛两部
分。各项目比赛总分前 3 名的选手
授予“常州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前 6 名中女性选手授予“常州市巾帼
建功标兵”荣誉称号，（下转A8版）

最年轻选手19岁

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员、育婴员：

全市家服业“3员大赛”明天举办 本报讯 市作风建设办公室
9月1日至30日对6个辖市区和92
家市级机关部门集中开展网上民意
调查。欢迎市民积极参与本次“网
上民调”，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推
动机关作风建设不断强化。

活动主要围绕全市作风建设总
体评价、“三大一实干”活动、“十带
头、十严禁”规定执行情况，以及对
庸懒散、不作为、乱作为专项治理等
方面展开民意调查。

“网上民调”链接网址为 http:
//58.216.50.12/czjggwnewfront/
wsmd/indexnew.aspx。 市 民 也
可通过百度搜索，直接登录“常州机
关党建网”参与，还可在“常州市政
府门户网”“中国常州网”“中吴网”

“常州组工网”等网站首页，点击浮动
图标链接进入“网上民调”专栏参与。

对各地区进行评价时，涉及具
体事项的须注明其单位名称方为有
效。 （黄钰）

全市开展作风建设“网上民调”

本报讯 8 月 30 日下午，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科教城党工委书
记、长荡湖和丹金溧漕河常州段市
级河长徐光辉会同水利、农委、环
保、交通等部门负责人，前往金坛
区、溧阳市，对长荡湖和丹金溧漕河
常州段进行巡河督查。

徐光辉一行分别察看了金坛
长荡湖儒林废弃船只清理现场、溧
阳长荡湖湿地公园和丹金溧漕河
别桥河段、凤凰东桥河段，了解金
坛、溧阳河长制工作推进情况，并
召开河长工作座谈会，听取区（市）
级河长、河长办及市相关部门河长

制工作汇报。
长荡湖和丹金溧漕河是太湖

流域重要水系，其整治和管护情
况对常州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
环境、防洪抗涝、生活饮水等具有
重要意义。目前，长荡湖正在实
施退圩还湖整治工程和 50 年一
遇堤防建设工程，丹金溧漕河常
州段正在实施消险、疏浚、丹金船
闸等工程。

座谈会上，徐光辉肯定了我市
河长制工作取得的成效。他指出，
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
大事。 （下转A7版）

长荡湖丹金溧漕河河长巡河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人社部
门获悉，我市日前出台文件，明确将
登记失业的优抚对象家庭人员和军
队退役人员纳入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范围，与其他各类就业困难人员同
等享受相应的就业扶持政策。

文件规定，优抚对象是指持有
《江苏省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证》的
残疾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
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复员军人、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参试退役
人员本人等。优抚对象家庭人员
包括优抚对象本人及其父母、配偶
和子女。军队退役人员是指持有

《退役士兵（士官）证》或《军官证》
的退役军人。

新增加的两类就业困难人员
认定时，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户口
簿或户籍证明、《就业创业证》；同
时，优抚家庭失业人员需提供民
政部门核发的《江苏省优抚对象
抚恤补助证》，军队退役人员需提
供《退役士兵（士官）证》或《军官
证》。

目前，我市可认定的就业困
难人员共有 9 类，包括“4050”人
员、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和农村
零转移家庭人员、享受最低生活
保障人员、特困职工家庭人员、残
疾人员、被征地农民、连续失业 1
年以上人员、优抚对象家庭人员
和军队退役人员。

（李曼 韩晖）

享受就业扶持政策

登记失业的优抚对象家庭人员和军队退役人员

纳入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范围
本报讯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全市民

营企业家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联席会
议上获悉，我市首次对民营企业家进行
高层次、大规模、综合性培训的各项工作
已就绪，首期班将于9月9日开学。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韩九云和副市
长梁一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百千万工程”是由市委、市政府
主办，市百千万工程联席会议办公室
承办的一项企业家培训工程，以上海
交大安泰经管学院和市委党校、常州
大学、江苏理工学院、常州工学院、河
海大学常州分校等 5 所驻常院校为依
托，通过重点培养“百名领军型企业
家、千名成长型企业家、万名企业经营
管理人才”，提升民营企业家综合素
质，更好地发挥其在建设“强富高美”
新常州中的重要作用。

（姚旭 刘一珉）

我市实施民营企业家
培训“百千万工程”

本报讯 昨天，全市60万中小学生
到校报到。

本学期从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2 月 3
日，实际教学时间107天。中学2018年
1月31日—2月2日安排期末考试，小学
2018 年 2 月 1 日期末考试。2018 年 2
月 4 日起全市中小学生放寒假，2018 年
2月26日开学。

经过 3 年“校安工程”建设，局前街
小学三至六年级 1500 多名学生回到本
部上课。 （尤佳 曹奕）

全市60万
中小学生开学

太湖7个月休渔期结束，今天起开捕。8月30日武进区雪堰镇太滆村举行开湖节，渔民开船调试，准备出湖。 陈暐 摄

记者日前获悉，江苏时代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搭上了江苏中关村行政审批
的“快车”，公司投资 100 亿元的锂离子
电池长三角生产基地项目只花了1个月
时间，便顺利取得施工许可证。

为提高行政效能，提升江苏中关村
科技产业园发展活力，2014 年 10 月和
2016年4月，溧阳市政府共下放13个部
门的 61 项行政审批事项至该园区实
施。同时，该园区成立了行政审批局，专
门负责这61项行政事项审批工作，实行
了“园内事园内办”。

工业项目审批从立项到施工许可法
定时限为 180 个工作日，而该园区通过

帮办、代办、集中审批等措施，实现了“3
个工作日内完成注册、3 个工作日内获
得不动产权证、30 个工作日内取得工业
项目施工许可证”目标。

记者在该园区行政审批局服务大厅
看到，这里没有传统的柜台、繁杂的窗
口、拥挤的办事人群。该局通过精简整
合，组建注册登记、前期核准、规划建设、
竣工验收等 4 个窗口，实行“一口受理、

合并审查、集约审批、一站办结”模式，实
现了“进一个门，办多种事”。

据该局副局长庄磊介绍，园区还定
期梳理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时间节点，建
立项目问题销号机制，实时掌握项目进
度动态，变“企业追着审批跑”为“审批围
着企业转”。

以往，每个项目都需开展稳评、能
评、环评等相关评估。 （下转A7版）

——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纪事

180天的规矩给30多天打破了

砥砺奋进的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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