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日报社出版 自办发行 今日 12 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12 第12207号

2017年9月27日
星期 三
农历丁酉年八月初八

中国常州网
http://www.cz001.com.cn AA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常州日报
微信公众号

天气预报
全 市 今 天 多 云

到阴有阵雨，早晨局
部有雾，偏北风 4 到
5 级阵风 6 级，今天
最高温度 26℃，明晨
最低温度19℃。

本报讯 昨天，由全国政协常
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
带领的调研组来常，就基层贯彻落
实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情况考察
我市天宁禅寺并进行座谈。

省政协副主席范燕青、市政协
主席俞志平陪同调研，市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蔡骏，副市长方国
强在座谈会上介绍我市贯彻落实
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和我市宗

教工作情况。
朱维群对我市贯彻落实全国宗教

工作会议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
出，宗教工作是政协履职的重要方面，
各级政协组织要坚持学习贯彻并深刻
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精神，更加积极主动地发
挥作用，推动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
例》贯彻落实，协助党委政府促进地方
宗教工作更上一层楼。（下转A7版）

全国政协民宗委领导来常调研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长丁纯
在富都盛贸会见了毛里求斯博巴森
荷津市市长肯·凡特·方苏冠一行。

目前，我市共批准毛里求斯投
资企业 11 家，投资主要分布在机
械、光电、电子、轨道交通等行业，去
年我市对毛里求斯出口 488.6 万美
元，同比增长 13.9%。自 1998 年缔
结友好城市以来，两市政府层面交

往密切，博巴森荷津市有关人士多次
来访，参加中小企业商品博览会及科
技经贸洽谈会。

方苏冠是博巴森荷津市首位华裔
市长。丁纯希望两市能进一步加强政
府间与民间交往，推进双边经贸、社会
事业交流，全方位实现合作共赢。

副市长方国强、市政府秘书长杭
勇会见时在座。 （宋婧）

丁纯会见博巴森荷津市市长

本报讯 昨天，副市长史志军在
武进区会见了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
理委员会委员黄立峰、澳门银行工会
主席叶兆佳为代表的澳门银行公会考
察交流团一行，双方就苏澳合作园区
建设及两地金融合作等进行了座谈并
交换了意见。

值江苏、澳门两地全力推进苏澳
合作园区建设之际，澳门银行公会代
表团一行来常实地考察，旨在抢抓苏
澳合作园区历史机遇，积极申请开展
金融改革创新试点，争取园区内实现
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座谈会
上，双方就苏澳合作园区在金融改革

创新方面交流了意见。市金融管理部
门介绍了常州金融工作情况，市有关
银行负责人参加座谈。

澳门银行公会作为一家有号召力、
有影响力的澳门金融机构联合团体，在
国际上有着较为广泛的知名度。澳方
代表表示，澳门银行公会将积极发挥优
势，全力支持苏澳合作园区建设。

活动期间，澳门银行公会代表团考
察了我市碳元科技、万高集团（常州）有
限公司、石墨烯展示馆等。 （龚励）

澳门银行公会来常考察

本报讯 昨天，我市在富都盛
贸饭店举行国庆招待会。

市领导丁纯、俞志平、蔡骏、李
小平、方国强和市政府秘书长杭勇，
常州市荣誉市民代表，来自20个国
家和地区的在常外企管理人员、文
教、科技专家代表及港澳同胞、台湾
同胞、海外华人华侨和海归创业人
才代表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68周年。

市长丁纯向获得第16批“常州

市荣誉市民”的 8 位外籍人士颁发证
书，感谢来我市投资兴业和从事文教、
卫生、科研等领域工作的海外朋友。

丁纯在致辞中表示，今年以来，全
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自觉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持续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着力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全力增创发展新优势、种好常
州幸福树，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继续保
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宋婧）

8位外籍人士获称“常州市荣誉市民”

我市举行国庆招待会

本报讯 作为海峡两岸（苏台）
健康产业发展论研会的内容之一，
昨天下午，精神卫生与养老照护学
术 交 流 分 享 会 在 我 市 德 安 医 院 举
行，两岸专家学者就精神卫生与养
老服务的新观念、新路径、新模式展
开交流。

据了解，目前我市拥有各类养
老床位超过 40000 张，每千名老人
拥有养老床位 48 张，其中护理型床
位占比达 53.3%；在 461 个社区居家
养老中心嵌入了“健康卫生小屋”，
实现了医养结合规范服务；拥有精
神卫生专业机构 6 家，精神科床位

2773 张，精神专科医师 190 名。承
担全市精神病防治技术指导工作的
德安医院，曾因探索出精防康复新
路径而被誉为“全国精防一枝花”，
2015 年迁建后，在精神卫生与老年
康复研究诊疗领域取得了新成效，
专科水平省内领先。

分享会上，来自台湾亚东纪念医
院、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和我市德安医
院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分享。

（姚黎惠 德宣 周茜 朱雅萍）

海峡两岸共话精神卫生与养老照护

本报讯 今天，本报 A2-A5
版推出“砥砺奋进的 5 年·迎接党的
十九大”特别报道钟楼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钟楼区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
部署，坚定信心，克难求进，坚持科
学发展，推进改革创新，加速转型升
级，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当前，钟楼区正处于全面实施
开发区西进战略、再创一个“十年黄
金发展期”的关键阶段，全区上下将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
围绕省委“两聚一高”和市委“六大行
动”战略部署，牢牢把握“产城融合示
范区、常州现代服务业发展高地、和
谐幸福现代化城区”的发展定位，贯
彻“干部为要、项目为王、民生为本、
生态为先”的工作方针，统筹推进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紧盯
开发区西进“一号命题”，苦干十三五，
展示新钟楼，为种好常州幸福树做好
钟楼答卷。

今天A2-A5版推出“砥砺奋进的
5年·迎接党的十九大”特别报道

钟楼：苦干十三五 展示新钟楼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常州火车站
获悉，今年国庆黄金周运输自 9 月 28
日起至10月8日止，计11天。铁路常
州站预计发送旅客 53.8 万人，较去年
同比增长0.4%。

为满足旅客节日出行需求，常州
站将增开旅客列车14对，其中常州站

（北广场）增开 6 对、常州北站增开 8
对，增开方向主要为上海、南京、芜湖、
池州等地。 （许佳伟 宋婧）

增开方向为上海、南京、芜湖等地

国庆长假——

常州火车站增开
旅客列车14对

（详见B4版）

习近平出席国际刑警组织第86届全体
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报讯 昨天，“2017 东经 120°
常州金融峰会”在天宁召开，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曹佳中出席并讲话。

东经 120°常州金融峰会将“北京
时间线”与“常州金融城”有机结合，以

“共聚资源、共享未来”为主题，旨在搭建
金融产业交流互动的平台，助推常州金
融产业创新可持续发展。江苏高科技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梁和江苏苏宁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金老在峰会
上作主旨演讲。

昨天上午，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与江苏盈天化学有限公司在常
州高新区签订合作协议，计划投资 8 亿
元进一步提升盈天化学的回收再利用产
品生产工艺和能力。市委常委、常州高

新区党工委书记周斌出席签约仪式。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是

中国园林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位于常
州滨江经济开发区的江苏盈天化学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废砂浆、废溶剂、废矿物
油等的综合利用和处理、处置，并实现工
业废料的再生和循环利用。此次东方园
林和盈天化学牵手合作，计划投资 8 亿

元进一步提升现有废砂浆、废溶剂、废
酸等17大类回收再利用产品的工艺、
装备和生产能力，由现有 3.19 万吨的
年处理能力提升至10万吨，另外还计
划在常州建设危险废物物化研究所。

由省商务厅和省贸促会主办，我
市商务局、贸促会和省跨国采购促进
中心承办的第9届中国（江苏）企业跨
国投资研讨会昨天在我市举行。副市
长梁一波出席并致辞。

大会期间，成功举办了“境外投资
项目推介会”和“中非产能合作推介
会”专题活动； （下转A7版）

2017经洽会多项活动昨天举行

本报讯 从濒临倒闭的小钢厂，成
长为国家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集团，年
产销超千亿元，累计纳税超 180 亿元。
中天钢铁集团创造了常州工业史上一个
奇迹。昨天上午，集团举行“兴钢创业
二十年暨中天钢铁成立十六周年、中天
实验学校建校十周年”庆祝大会，明确今
后 20 年的发展目标——打造“百年基
业、绿色钢城”，努力成为世界一流的优
特钢精品基地。

中天钢铁特邀 70 多名退休职工出

席大会，共同回忆“强渡大渡河”“爬雪
山过草地”的峥嵘岁月，重温“艰苦创
业，团结可以战胜一切”的企业精神。
集团董事局主席董才平表示，将坚守实
业、坚守匠心，加快实施人才强企战略，
努力建设产品、技术、服务、管理和人才
一流的现代化钢城，全面提升员工的幸
福感、归属感和自豪感，一如既往投身公
益事业和生态文明，为实现社企共融作
更大贡献。

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

支持下，中天钢铁 20 年来励精图治、砥
砺前行，战胜了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了裂
变式发展。与创业初相比，产能翻了
200 倍、营业收入翻了 240 倍、占地面积
翻了 100 多倍。集团连续 13 年荣列中
国企业 500 强，累计开发优特钢品种
300 多个，成为全球最大的优特钢棒线
材生产基地。2017 年中国制造业 500
强企业排名中，集团位列第58位。

今年 1-8 月，中天钢铁完成钢产量
695 万吨，预计全年可完成钢产量超千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1200 亿元、利税
50 亿元，主要经济指标再创历史新
高。

在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方面，集
团近年来投入超90亿元，主要环保指
标位于行业前列。同时，支持文教体
育事业及各类慈善捐助超 6 亿元。尤
其是中天实验学校建校10年来，毕业
生总数超3100人，考入四星级高中比
例 达 90.6% ，办 学 质 量 走 在 全 市 前
列。 （朱元洁 马浩剑）

中天钢铁集团“兴钢创业”20年

迈向世界一流优特钢精品基地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金坛区委宣
传部获悉，第8届金坛文化艺术节、第
5 届中国·长荡湖湖鲜美食节暨 2017
中国（长荡湖）休闲湖泊峰会 22 项重
点活动，将在 9 月－12 月陆续展开。
其中“两节一会”开幕式，定于 10 月
22日在长荡湖水街西侧广场举行。

据了解，以“风雅金沙、水韵长荡”
为主题的金坛“两节一会”，通过“文化+
旅游+农业+创意”模式，推进文化和旅
游融合，促进文化提升旅游品质。活动
将全面推介金坛产业基础和投资环境，
全面展示发展成果和城市形象，进一步
提升金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金坛“两节一会”主要活动有：纪
念张律均先生捐赠文物 30 周年系列
活动、《长湖荡歌》展览馆开馆、长荡湖
金蟹蟹王蟹后争霸赛、家庭文化才艺
大赛、“文体大超市”惠民城乡行、旅游
商品创意大赛、乡村美食大赛等。由

《小康》杂志发起的中国休闲湖泊峰
会，则以长荡湖为样本，汇聚各方观
点，力图找到一条休闲湖泊可持续发
展之路，其间将发布中国休闲湖泊指
数。 （陈新 赵鹤茂）

共有22项文旅活动

金坛举办
“两节一会”

本报讯 昨天上午，武进区重点
项目第三次集中开工活动在新恒东薄
膜材料项目现场举行。副市长、武进
区委书记史志军出席活动。

凯迪电器产业园、龙城精锻发动
机不锈钢油轨等41个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 125.6 亿元，多是补短板、强链
条的产业类项目，覆盖装备制造、医疗
器材、家具建材、节能环保等行业。其
中，新恒东薄膜材料项目位于西太湖
科技产业园，计划总投资超 20 亿元，
建成后将成为国内首个偏光片用光学

薄膜国产化基地。此次开工的一期工
程，主要是 2.8 万平方米高标准净化
厂房及研发中心，将年产功能性光学
薄膜 4000 万平方米，预计明年 10 月
实现量产。

（下转A7版）

总投资125.6亿元

武进区41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 昨天，德行天下——
陈虹恭录《习近平用典》书法展在
环太湖艺术城开幕，展出陈虹书
法作品 148 幅，内容摘自人民日报
社 编 著 的《习 近 平 用 典》“ 敬 民 ”

“为政”“立德”等 13 篇中 135 句经
典名句。

陈虹 1939 年生于吉林四平，
1962 年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林学
系，曾任林业部党组成员、造林司司

长，民政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常务副主
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第十
届全国政协常委，正部长级。曾出版
诗集《观瞻启思录》《开卷有益》《感悟
十二篇》《陈虹自书诗联选》等。

展览由常州市文联、北京丹青书
画院主办，中国·环太湖艺术城、江苏
德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承办，将
持续至30日。

（张军 蒋小萍 陈荣春）

“德行天下”书法展开幕

本报讯 市民张先生身患糖尿
病，2015 年 7 月住院时使用了两支控
制血糖的药物长秀霖共计 356 元，今
年 4 月再次住院，同样的药物仅需支
付309.56元。

2015年10月底，我市启动城市公

立医院医药价格综合改革后，全市 11
家公立医院实现药品零差率销售。记
者了解到，部分病种减负明显：急性胆
囊炎次均费用减少约 850.23 元，脑梗
塞减少 693.53 元，肺恶性肿瘤减少
1197.75 元，胃恶性肿瘤减少 1189.14
元。据统计，门诊次均费用总体下降了
3.29%，住院次均费用下降了0.25%。

为了不断深化医药价格“放管
服”，市物价部门强监管、抓创新，在全

省独家研发运行“医药价格监管服务
系统”，并在多地推广开来。

该系统与医保中心金宝网、市属8
家公立医院结算系统和40家大型零售
药店销售端实现了数据对接，平台包含
了基础数据库、违规监测、统计分析等9
个功能模块，对所有药品价格、医疗服
务价格等100多万条数据进行在线监
控，及时进行线上数据库比对，实现在
第一时间进行纠偏。 （下转A7版）

县级医院3年减轻百姓药费负担2.93亿元

我市在全省率先推行“医药价格监管服务系统”

100多万条数据实时监控

砥砺奋进的 5 年
改革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