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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市纪委中心组举
行交流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26”
重要讲话精神，动员和组织全市各级
纪检监察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扎扎实实抓好当前各项
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张春福
出席并讲话。

张春福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服务、保
障好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是纪检监察
机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全市纪检监察干部要以总书记讲话
精神为统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进一
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按照序时进度抓
好各项工作深入开展；要以总书记讲话
精神为要求，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不断
增强工作的底气和自信，破解党风廉政

建设深化发展中的难题。他要求，各级
纪检监察干部既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又要强化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以律己
修身的实际行动做出示范、当好表率，真
正把自己淬炼为“铁打的打铁人”，不负
组织重托、不负群众信赖。

会上，市纪委机关支部、派驻纪检组
（纪工委）、市委巡察机构的代表结合本
职工作，进行交流发言。 （舒泉清）

市纪委中心组举行交流会

学习“7·26”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昨天，随着中华文明之
光——河南博物院藏瑰宝展在常州博
物馆开幕，为期 3 个月的第 4 届“文化
100”大型惠民行动正式拉开帷幕。省
文化厅副厅长、文物局局长吴晓林，河
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市领导徐光辉、
陈建国、方国强、吴新法出席启动仪式。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科教城党工
委书记徐光辉讲话。他指出，文化惠
民要致力于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
公里，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
以文化人，以德树人，以美育人。在加
快供给侧改革、实施精准惠民的过程
中，要坚持多样供给、特色供给、品质
供给、精准供给，提升“文化 100”惠民
服务的系统化、精准化、个性化，推动
文化惠民与传统文化传承、精品文化
生产、现代文化传播、文明城市建设相
融相通、同频共振，增创发展新优势、
种好常州幸福树，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今年的“文化100”由市委宣传部、
市文广新局、市文联联合主办，常州日
报社、常州广播电视台协办，从9月开
始持续至11月底。在政府、社会、市场
等各方力量积极参与下，共推出9大系
列、306项高品质文化惠民活动。

其中，河南博物院藏瑰宝展首次引
入常州，偃师二里头夏代文物、商代殷墟
妇好墓青铜器、安阳甲骨卜辞、周代列鼎

列簋、西汉梁王金缕玉衣等20多个王朝的
文物精品引发市民的热情关注。

马萧林介绍说，他们从17万多件藏
品中遴选出 108 件（组）代表性文物精
品，采用文物静态展示、多媒体和图文资

料综合展示等方式，多角度、深层次、立
体化展现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的闪光
点，突出河南作为中华文明之源的重要
地位，为观众展开一幅辉煌壮丽的中原
古代文明画卷。

今年“文化 100”期间，市民还将在
家门口欣赏到8台代表江苏舞台艺术最
高水准的优秀戏剧目，这也是第三届“江
苏省文华展演月”常州分会场系列活动
内容。 （下转A2版）

9大系列306项惠民活动陆续亮相

我市第4届“文化100”开幕

本报讯 8 月 31 日，中共中央对
外联络部在京举行“中国共产党的故
事：江苏省委的实践——创新驱动、转
型发展”专题宣介会，邀请中共江苏省
委向近 300 位访华的外国政党政要、
驻华使馆高级外交官、外国商会、跨国
公司驻华代表等，宣介习近平总书记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江苏
的贯彻落实情况，展示“强富美高新江
苏”建设的突出成效和经验做法。

省委书记李强宣介了江苏省委在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生动实践中的领导
作用、经验做法及突出成效。他表示，
创新在江苏已成为一种价值导向、一
种生活方式、一种时代气息。在实践
中，我们把人才作为核心资源，着力集

聚创新的“种子”；打造各类支撑平台，着
力培厚创新的“土壤”；与世界各国开放
合作，着力融入全球创新链；突出党委政
府制度供给功能，着力当好创新的“园
丁”。

常州、南通、昆山、江阴、南京市江宁
区等5个市（区），参加分论坛研讨。

市委书记费高云在参加分论坛研
讨时，重点介绍了石墨烯产业创新发
展，为“常州智造”代言。他说，常州是
江南鱼米之乡，也是长三角重要的先进
制造业城市，下辖的武进区是全国首
批、江苏唯一的国家双创示范基地。近
年来，常州市委、武进区委认真学习贯
彻习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更
大力度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此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2011年，常州武进从
零起步，开始谋划布局石墨烯产业，成立
了全球第一家石墨烯研究机构——江南
石墨烯研究院，吸引了国内一大批创新
创业团队，培育了二维碳素、第六元素等
100 多家相关企业，产品成功应用于复
合材料、电子信息等领域，产值年均增长
50%以上。

费高云表示，武进已成为全国最大
的石墨烯产业化基地，赢得了“中国石墨
烯看江苏、江苏石墨烯看常州”的美誉。
在2017世界石墨烯创新大会上，石墨烯
发现者、诺贝尔奖获得者康斯坦丁为武
进的石墨烯产业发展点赞。未来 5 年，
我们计划引进石墨烯人才团队100个以
上，集聚石墨烯优质企业300家以上，努

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石墨烯产业集
群。在常州，像石墨烯这样的例子还有
很多，比如轨道交通、智能电网、光伏新
能源等，都是通过创新引领实现跨越发
展。目前，常州有超过 100 只产品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拥有 200 多个国内外行
业“隐形冠军”，中以、中德创新园区和
苏澳合作园区都落户武进国家双创示
范基地。

江苏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主题展、江
苏企业创新成果展示同时举行。

（马浩剑）

市委书记费高云为“常州智造”代言

江苏在京宣介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常州机场

获悉，8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中航货
运航空公司 B757 全货机在常州机
场进行为期25个小时的验证飞行，
将于本月正式投入运营，执飞深
圳－常州－深圳航线。

据了解，此架全货机是中航货运
航空公司在常州机场投放的首架运
力，也是该公司引进的第一架飞机，将
用于运载跨越速运集团的货物。

这架货机可运载30吨货物。
（机场宣 宋婧 文/摄）

常州机场引进首架全货机

本报讯 8 月 31 日，由中央文
明办主办、中国文明网承办的“我推
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在乌鲁木
齐揭晓 2017 年 8 月“中国好人榜”。
常州国税一分局副分局长鞠英榜上
有名，成为我市和全国税务系统唯
一荣登8月“中国好人榜”者。

本次活动网络点赞评议环节自
8 月 1 日开始，经网友推荐、各地文
明办审核，共有 307 名身边好人成
为候选人。最终 100 人入选 8 月份

“中国好人榜”，我省共有7人上榜。
“中国好人榜”分为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
老爱亲等几大类。鞠英的先进事迹
材料累计获得网友点赞10万余次，
从 85 名“敬业奉献”类候选人中脱
颖而出。 （马胡杰 胡韬 刘一珉）

常州国税一分局

鞠英入选8月份“中国好人榜”

地铁、公交车上，咖啡馆、餐厅里，
甚至是补习班外，随处可见横拿手机，
左、右手上下滑动玩网游的人群，有些
还随着战斗口中念念有词。

由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伽马数
据等多家发布的《2016年中国游戏产
业报告》显示，去年网游用户数量达到
5.66亿人，同比增长5.9％。记者调查
发现，从几岁的孩子到40多岁的中青
年都有沉溺于网游的玩家。这些最需
要学习、向上的人群，本该用于奋斗拼

搏创新的时间却被网游抢走了。

网游入侵，玩家眼中
心中只有“你”

武汉凯德 1818 的星巴克里坐满了
人，许多人桌前摆着一杯咖啡，横屏拿
着手机左右手上下滑动。有的桌上还
两个人联网对打，不时地相互交流。

在广州少年宫大厅里，一位等孩子
下课的家长随手打开手机玩起了网游，
顿时聚集了一帮课间休息的小玩家上
前围观，其中不乏看得如痴如醉的低年
级学生，上课了也不肯离去。

类似的场景在许多城市的公共场所
不断上演。记者在多省市随机采访上百
名中小学生，95％以上的学生表示用电
脑、iPad、手机玩过游戏，一些学生在寒
暑假里平均每天玩 3 小时以上，最多时
曾连续玩五六小时以上。

据武汉科技大学一个学习小组的问
卷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382人中，男
生玩网游的比例有 71％，女生有 47％。
连平时的同学聚会，网游也是大家交流
的主要话题。一般游戏的时间大多聚集
于中午 12 点 30 到 1 点或者晚上 8 点到
11点。

刚刚参加工作两年的武汉市民小
李，每天中午、晚上睡觉前都会玩上一局
网游，在他看来，这不仅能消磨睡前时
间，“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我大脑得到些
许放空，缓解紧张的工作压力”。

许多应该忙碌于家庭和事业的中年
人，也成为网游爱好者。除了吃饭、睡
觉、带孩子，40 多岁的外卖送餐员老张
每天都会玩网游，基本上都在 3 个小时
以上。

“全体进攻中路！”当自己发出指令，队
友开始集合备战，各路英雄发挥自己的特
色，相互配合，推塔团灭对方。（下转A2版）

网游：

五六亿人每天玩掉数小时

新华社北京 9 月 1 日电（记者
安蓓 申铖）正在召开的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分组审议《国务院
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时建议，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

“在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里，
提出了研究推进个人所得税的改
革，是不是可以先易后难，先改一部
分再慢慢大改。”贺一诚委员说。

财政部部长肖捷在报告今年以来
预算执行情况时说，1 至 7 月，个人所
得税增长 18.5％，主要是受居民收入
增长、财产转让所得增加等影响。

肖捷同时表示，研究推进个人所
得税改革，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
税税前扣除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

杨卫委员说，1 至 7 月，个人所得
税上升 18.5％，建议加快个人所得税
改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
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

砥砺奋进的 5 年

货运飞机内部。

本报讯 昨天，省民政厅、市民政
局在南京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由
常州市政府、省民政厅主办的2017常
州“康养+”产业推介会，将于9月9日至
10日在南京新庄国际展览中心举行。

作为全省首次举办的“康养+”产业
推介会，本次活动也是常州健康产业成果
的集中展示，未来康养生活的实景模拟，
现代康养技术的全景展现，投资康养业
的合作平台，康养科普教育的体验课堂。

“康养+”产业涵盖健康、养老各
个方面，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我市康
养产业发力较早，省民政厅党组成员、
省老龄办主任夏春青评价说，常州在
适老产品研发、制造、销售额、市场占
有率方面全国领先，并已经形成了相

对完整的产业链条。
本次推介会将成为常州康养产业成

果的集中展示。届时，6000多平方米的
展区将整合“康养+”产业链上下游资
源，集聚优质项目、前沿科技、产品矩阵
和品牌企业，为康养产业新理念、新业
态、新技术提供全新路演。推介会集中
展示 300 类、3000 多件康复设备和适老
产品，邀请数百家优秀“智造”企业和省

内外涉老企业、社会组织等交流合作。
活动还将推出常州7大特色康养产业发
展板块，全方位提供各板块规划需求，并
签约一批成熟的合作项目。

对大众而言，本次推介会将是体验
先进适老产品、学习健康生活方式的好
机会，可集中了解智能升降橱柜、爬楼
机、护理浴缸、一键呼叫手环等适老产
品，并可参加多场专题讲座和咨询活动。

据市民政局局长王莉介绍，到 2016
年底，我市 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为 86.3
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2.9%，高于全省
和全国平均水平。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
战，我市连续3年将“优质养老服务工程”
列入市政府重点民生工程，聚资源、强保
障，提品质、办实事，有力推动了养老服务
的优质健康发展，养老服务满意率连续多
年位居全省前列。 （朱雅萍 民政轩）

一批合作项目即将签约

我市将系统推介“康养+”产业

根据省文明办《关于做好第五届
全国文明单位推荐和现有全国文明
单位复查工作的通知》（苏文明办
[2017]32 号）和《关于做好第五届全
国文明村镇推荐和现有全国文明村
镇复查工作的通知》(苏文明办[2017]
号33号）精神，市文明办通过择优推
荐、征求意见、组织测评等程序，确定
了常州市推荐全国文明单位、文明村
镇候选名单，现予以公示。

如有意见和建议，可通过信函、
电话等方式，从公示之日起向市文
明办反映。

公示时间：2017年9月1日-9月4日
联系电话：0519-85680866
地址：常州市龙城大道1280号
邮编：213000

常州市文明办
2017年9月1日

全国文明单位推荐名单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检察院
常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市溧阳地方税务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常州市公安局

全国文明村推荐名单
溧阳市溧城镇八字桥村
常州市金坛区尧塘街道谢桥村
常州市武进区西湖街道长汀村
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梅林村
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殷村村

全国文明镇推荐名单
常州市金坛区儒林镇
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

关于推荐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文明村镇候选名单的——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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