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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全市今天多云

到阴，部分地区有
零星小雨，东南风3
到 4 级 ，今 天 最 高
温度 31℃，明晨最
低温度22℃。

本报讯 昨天，市政协组织民建、九
三界别组委员赴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
公司开展视察调研活动并进行座谈，围
绕“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水平，推动机
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题建言献策。
市政协主席俞志平出席活动并讲话。

俞志平指出，市委组织开展解放思
想大讨论活动，就是要凝聚各方智慧和
力量，为常州实现高质量发展献计出
力。市政协组织界别委员深入企业调

研，为建设智能制造名城建言，就是立足
政协职能，发挥界别优势、汇聚委员力
量，以实际行动投身解放思想大讨论活
动。希望有关部门更加主
动为企业做好服务工作，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
航；政协组织和委员要发
挥界别优势和专业特长，
为企业创新和常州经济高
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加快建设智能制造名城，是我市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委员们
建议， （下转A2版）

市政协组织界别委员深入企业调研

建言推动机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解放思想大讨论
深 入 调 研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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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来，高考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1978 年，本报刊登由记者虞晓

棠、龚钟南采写的通讯《新的招生制度
大得人心》。当时的报纸是四开四版，
这篇通讯配图后占了大半个版。

通讯的第一段是这样说的——
十多年来全国第一次统一命题的

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考试，从（1978 年）

七月二十日开始，历时三天，已经胜利
结束了。在这个日子里，记者同全市
人民一样，热烈地关注着这一广开才
路，为祖国选拔人才的盛举，走访了全
市六个考区、一百二十八个考场。耳
闻目睹，感慨万千。千句并一句：新的
高校招生制度大得人心！

接着，报道说，二十日上午七点钟
左右，来自全市工矿、农村、机关、学校
等各条战线的三千八百零四名考生，
怀着兴奋的心情，三三两两结伴从四
面八方奔赴指定考区。

报道还深情地进行了一段描述：许

多单位的领导同志亲自送考，“他们把
各自的考生集中在林荫下、走廊里，语
重心长地嘱咐考生们要沉着应考，一遍
又一遍地勉励大家尽最大努力答题”。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到今年
已经是41年了。

41年来，高考在不断变化。从科
目、命题，到计分、录取等，都发生了
很大变化。这些变化，折射出教育理
念和实践的变迁，折射出国家和社会
的发展，也折射出人生道路选择的时
代特征。

本月 5 日，我市教育界人士说，随

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日趋完善、大学数
量的增加，高考录取的残酷程度在逐
年降低。当年，在更大程度上是精英
选拔，大专以上录取率的百分比只是
个位数。这些年来，国家需要越来越
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高考的本质
不是挡住谁，而是要为高校找到最合
适的学生。

记者同时了解到，如今，高考也不
再是独木桥。学生甚至可以选择用高
考成绩申请一些海外大学；高考本身，
也在考虑改变过去一锤定音的做法，
而综合考虑学生的素质，比如，今年南

京大学、东南大学等20所高校在江苏开
展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高考成绩只
占 50%或 60%；自主招生、试点学院、高
校专项计划、综合评价录取等特殊类型
招生，都在丰富着高考的形式。

还有，初中毕业没有上高中的同学，
通过多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同样可以走
上成长成才的阳光大道。通过这条路径
成才的，在我们身边已经比比皆是。

1978 年高考，录取的绝大多数是年
龄较大的“老三届”。而今天，首批“00
后”考生已走进考场。今年，全市考生数
量达到14799名。 庄奕

当年录取百分比只有个位数，在很大程度上是精英选拔；如今高考则成为大众成才重要途径之一
今天今天，，首批首批““0000后后””考生走进考场考生走进考场

从1978年高考，到2018年高考

昨天，在常州科教城管委会门前，16
米长的克拉尼自行式A级房车霸气亮相。

这是由江南克拉尼设计院300多人
设计研发团队花 5 年时间，纯手工打造
的全球首款超豪华房车。它有三个明显
的特征：纯常州制造；所有配件均采购自
中国；体量最大，规格最高。

一
昨天，记者在江南克拉尼设计院院

长栾诚敏的陪同下走近房车，真实体验
了设计大师克拉尼的“艺术品”。

白色，是克拉尼钟爱的颜色。房车长
16米、宽 2.5 米、高 4.3 米，中央空调、水、
电、通讯等各个系统配备齐全，供电系统
加满一次油可保证整车8－12小时用电。

外观上，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克拉
尼“我的世界是圆的”理念，充分考虑到
驾乘人员的安全性、舒适性。正面，车头
一面大大的圆型挡风玻璃，像大眼睛注
视前方。全屏雨刮器让驾驶员在雨天开
车无视线死角，流线型的车头，可降低
30%的油耗。侧面，三个拓展出的空间，
分别是卧室、客厅和餐厅，可以让车内空
间瞬间变得宽敞。

进入房车，需要手工抽出一段楼梯，
这也是该车唯一需要手动的地方。

从房车中部上车，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宽敞的客厅，里面摆放着克拉尼亲自
设计的流线型真皮沙发和茶几。当然，
这里也是影视厅，电视、音响、灯光以及
客用卫生间等配套设备一应俱全，五六
个人在客厅娱乐，完全能容纳得下。

房车后部，是一个带小阳台的卧
室。推开门，这个私密的空间便展现在
眼前。过道左边是独立的卫生间和洗漱
间，右边是蒸汽浴缸。往前走两步，便是
真正的卧室，长 2 米、宽 1.8 米的大床被

完美地摆放在车内，左右两侧的小窗户
可以打开。卧室的小阳台也由一扇小门
隔开，里面摆放着小茶几、藤椅和定制的
按摩椅。大大的后挡风玻璃可以推开，
看得见风景，闻得到花香。

房车前部，是厨房和餐厅区域，被
一条过道隔开。左侧，洗衣机、冰箱、微
波炉、抽油烟机、厨具、灶具、洗菜池等
家电和设施在这个空间里都能找到；右
侧是拓展出去的餐厅，三扇窗户让视线
和光线良好。

让人惊喜的是，该车还有一个车顶露

台，电动扶梯隐藏在厨房过道的车顶上。
放下，沿梯而上，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头
顶上方的凉棚是升起的车顶盖。这样升
顶式的拓展仓，世界上也是首例。6张椅
子摆在车顶，360度美景尽收眼底。

据了解，该房车预计售价1860万元，
可供8-10人乘坐和休憩。

二
“从克拉尼到常州科教城的第一天，

他就希望能在常州做出点什么。”栾诚敏
向记者介绍说。

路易吉·克拉尼，是公认的房车鼻
祖。1977年，克拉尼就造出了世界首辆
房车，其源于自然的圆形外观和空气动
力学的最佳表现引起轰动。

作为圆设计理论奠基人，他曾为法
拉利、奔驰、宝马、菲亚特等国际知名汽
车品牌提供尖端产品设计，以艺术、技
术、哲学三统一的自然设计观享誉全球
汽车业。2007年，他获得巴黎国际汽车
协会颁发的世界最佳设计师大奖。

在常州造房车，从一个想法变成样
车，整整5年。 （下转A2版）

克拉尼设计，纯手工打造；车长16米，安装16个轮胎，时速可达12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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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房车产业站上世界最高点

全球首款超豪华房车在我市诞生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组织
部召开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省
委组织部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
作为，落实省委“三项机制”工作推
进会精神，并围绕现代金融知识进
行专题交流学习，进一步提升解放
思想，推动常州高质量发展走在前
列的能力水平。市委常委、组织部
长周昌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周昌明指出，组织部门虽然不
直接从事经济金融工作，但配班子、
抓党建、引人才以及相关政策导向
与地方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要“跳
出组织工作看组织工作”，摒弃“各
人自扫门前雪”的狭隘观念，本着对
常州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以小

见大、举一反三，多想组织部门应该
有的担当、可以有的作为，真正将市
委“解放思想、转型出关”的要求体
现在工作中，落实到行动上。

周昌明强调，组织部管干部、管
党员、管人才，管的都是事关常州长
远发展的工作，尤其要有正确的政绩
观，要有“务实求实、不慕虚名，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的态度，多做打基
础、利长远、攒家底的实事好事。周
昌明同时要求组工干部进一步拓宽
工作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始终保持

“空杯”心态，主动向先进地区、先进
做法看齐，多走出去开眼界、长见识，
以更强更扎实的基本功，全面推动组
织工作高质量发展。（常组宣 宋婧）

市委组织部中心组学习会强调——

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本报讯 近日，市文明办就修
订《市民文明公约》面向市民征集修
改意见，并开展“我最关注的文明十
条”投票评选。

根据《常州市文明城市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着眼
于提升市民文明素养，推进人的全
面发展和现代化，今年 4 月，市文
明办启动了《常州市民文明公约》
修订工作，面向全市开展公约征集
活动。前期 12 天的征集活动，已
有 7000 多位市民投稿。

经过方案制订、社会征集、各界
座谈、课题组研究，目前已形成市民
意见比较集中的文明公约十五条内
容，包含交通出行、社区居住、待人
接物、传家风树新风等多方面。

市文明办正在通过“文明常州”
和“常州道德讲堂”两个微信公众

号，面向全社会开展“我最关注的文
明十条”投票评选，请市民从 15 条
中选择2—10条，进行投票。（小莉）

请您从以下15条中选择投票
（每人请选2—10条）

1、有序排队不喧哗；
2、公共场所不吸烟；
3、垃圾分类不乱丢；
4、礼让行人不抢行；
5、红停绿行不逆行；
6、循线泊车不乱停；
7、公共楼道不私占；
8、草地绿化不毁损；
9、举止优雅不粗俗；
10、热心助人不旁观；
11、守信重诺不欺生；
12、理性上网不传谣；
13、适度点餐不浪费；
14、红白宴席不攀比；
15、孝老爱亲传家风。

此次候选15条中，已纳入“循线泊车不乱停”
“公共楼道不私占”等具有当下特征的道德行为

广大市民朋友：

请您票选“文明10条”

本报讯 昨天，由江南农村商业
银行承办的第九届农商银行董事长联
席会在溧阳召开。来自全国 60 余家
农商银行和金融研究机构的200多名
银行家、金融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
农商银行转型发展与合作共赢”主题，
共谋发展、共商合作。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陆向阳
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8 年来，江南农
村商业银行始终履行“服务三农方向
不移，信贷支农力度不减”的郑重承
诺，把服务“三农”、服务中小微企业，
助推地方经济发展作为工作的重中之
重。在发展战略规划中，明确建设“科
技引领型、资本约束型、服务领先型”
和“综合化、信息化、集中化”的现代化
商业银行方向不动摇，依托“沟通、担
当、利他、人本、宽容、创新”的核心价
值观，着力打造“灵活、高效、融人、融
心”的核心竞争力，努力向国内一流的
现代化商业银行目标奋勇前行。

至今年 3 月末，江南农村商业银
行资产总额 3350.01 亿元，较年初增
加 28.27 亿元；各项存款余额 2075.18
亿元，较年初增加 135.64 亿元；各项
贷款余额 1418.21 亿元，较年初增加
70亿元。 （下转A2版）

第九届农商银行董事长
联席会议在溧阳召开

1978年高考，是恢复高考制度后全国第一次统一命题。这是常州考生们在埋头答题。 徐和平 摄

昨天，全球首款超豪华房车停靠在常州科教城管委会门前。 【房车内景、顶部露台等更多图片见A2版】

2018年高考今天开始。这是6月5日市五中的考生在进行最后的复习。 胡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