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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全市今天晴到

多云，午后局部雷阵
雨，西南风 4 级，今
天最高温度36℃，明
晨最低温度28℃。

本报讯 就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
问题，我市坚持真查真改，严格做到第一
时间赶赴现场、第一时间调查处理、第一
时间办结反馈，确保高质量完成督察整
改工作。至 6 月 24 日，我市共收到中央
环保督察组交办件 139 件，已办结 99
件，立案处罚环境违法企业50家。累计

立案侦查 1 件，行政拘留 2 人，刑事拘留
6人，问责58人。

连日来，在武进区轻纺路旁的王家
浜，作业人员对王家浜实施河道清淤。
记者了解到，王家浜全长约 1.5 公里，与
外界河道水系不相通，水体自净能力较
差。因周边企业雨污分流不到位，加之
排水管道破损，一些生活污水随雨水进
入王家浜。

这起河道水质差、水体呈黑色等污
染问题，我市于 6 月 6 日收到中央环保
督察组交办信访件。当晚，王家浜所在

区、镇两级政府迅速行动，立即组成联合
调查组进驻现场，摸排河道污染源头。

按照“即收即办、立行立改”原则，武进
区第一时间出台整治方案。武进纺织工业
园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对于污水管
道破损、串管和分流不到位等问题，将实施
全面排查，摸清源头。对一些不明暗管实
施封堵，对正常的雨水管道作标记标识。
此外，当地部门还将强化河道长效管护，加
强沿线排放口巡查，建设生态修复设施，种
植水生植物，确保河道水质正常，真正成为
城市景观河道、居民亲水廊道。

自 6 月 5 日中央第四环保督察组进
驻江苏开展“回头看”至今，市委、市政府
坚持把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问题
的落实整改工作作为严肃的政治任务来
抓，第一时间落实“包案”机制，真正做到

“整改一个、验收一个、销号一个”。
市环境执法局局长王恺表示，将以

这次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为契机，围绕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持续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扎实推进 263 环保专
项行动，努力给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
的答卷。 （秋冰 孙雪云）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边督边改进行时

我市立案处罚环境违法企业50家
回 头回 头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看看看看

新华社北京 6 月 25 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就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政治
优势和制度优势，完善治理体系，压实
工作责任，广泛发动群众，走中国特色

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坚决打赢新时代
禁毒人民战争。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
禁毒委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坚决贯彻
中央决策部署，主动作为、攻坚克难，推
动禁毒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强调，禁毒工作事关国家
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毒品一日
不除，禁毒斗争就一日不能松懈。要
依法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加大重
点地区整治力度，坚决摧毁制贩毒团
伙网络， （下转A3版）

习近平就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
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春江镇
把养老服务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
不断整合社区资源，持续推进养老设
施建设，并且由政府采购专业机构的
养老服务，努力让老年人共享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投资150余万元的新北
区首个助餐中央厨房日前投运，目前
可为周边4公里范围内的社区提供老
年人助餐服务，今后将辐射全镇。

这个中央厨房，位于百馨西苑三
期商铺，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目前
已经覆盖百丈片区，包括春江、录安
洲、百馨西苑一、二社区和1个残疾人
圆梦工作室。每个社区都配备一名服
务人员，每天负责到中央厨房领取餐
食，订餐的老人只要到社区领取或用

餐。该镇老年助餐每餐标准 8 元，由
政府补贴 3 元，老人自己只要出 5 元，
就可享受2荤2素1汤的美味餐饮。

中央厨房所在建筑的二楼，是老
年 人 的 活 动 室 和 理 疗 室 。 成 立 于
2015 年的百馨文化艺术团集结了周
边一些老年戏曲和文艺爱好者，经常
在一起排练。以前，他们有时只能在
小区地下车库排练，条件比较艰苦，现
在用餐、娱乐或排练都很方便。

常州滨开区（春江镇）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
任卢红斌介绍，
春 江 镇 总 面 积
171 平 方 公 里 ，
户 籍 人 口 12.6

万，其中老年人口已达 3.06 万，占全
镇户籍总人口的 24.29%。为更好地
服务老年人，近年来该镇确立了以居
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
养老服务模式。

春江镇已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站）30 家、老年人助餐中心（点）17
家，年均助餐人次 10.5 万，并为 500
余名援助对象提供居家养老服务，为
全镇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参保
率达100%。 （下转A8版）

可为周边４公里内社区提供老年人助餐服务

春江镇建成新北区首个中央厨房

昨天，江苏省2018年普通高校
招生咨询会（常州分会场）在常州大
学体育馆举行。

记者咨询了部分高校今年可参
考填报的省排名或分数，供考生和
家长们参考。最终以各校官方公布
为准。 张舒瑞 宗宇 尤佳 杨曌

省内高校
中国药科大学：选测 AB，理科

361 分左右，或前 20000 名，文科本
一线上可报考。选测 A+A+，加 3
分；A+A，加2分；AA，加1分。

河海大学（本部）：选测 AB，理
科前 9000 名左右，或 374 分以上，
文科前4000名左右，可报考。进档
后，物理或历史A+，加3分；A，加1
分；另一门 A+，加 1 分。专业级差
在2分以内。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选测
BB，文科 352 分以上，理科 357 分
以上，或前28000名左右，可报考。

南京农业大学：选测 AB，文科
本一线上20分，或前5000名，理科
前 26000 名 ，可 报 考 。 选 测 A +
A+，加 3 分；A+A，加 2 分；AA，加
1分。

江苏师范大学：选测 BC，文理
科均在本一线上 10 分，或文科前
18000 名，理科前 20000 名，可报
考。选测 A+，加 3 分；A，加 2 分；
B+，加1分。

南京师范大学：选测 AB，中英

合作办学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和中美合作办学的“英语”专
业，选测 BB。文科 365 分以上，或
前 3500 名；理科 362 分以上，或前
21000 名，可报考。进档后，选测
A+A+，加 3 分；A+A，加 2 分；AA

（A+B+或A+B），加1分。
南京工程学院：选测 BB，分数

在本一线上可报考。选测每取得一
个 A+、A、B+，分别加上 6 分、3 分、
1分。专业级差2分。

江南大学：选测 BB，理科 360
分以上，或前22000名；文科357分
以上，或前5000名，可报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选测 BB，
理科本一线上 10 分，或前 42000
名 ，文 科 本 一 线 上 7- 8 分 ，或 前
12000名，可报考。选测有A+、A、
B+，分别加3分、2分、1分。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雷丁学
院）：选测 BC，文理均过本一线可
报 考 ，或 参 考 去 年 排 名 ：文 科 前
10362 名，理科前 46019 名。选测
A+、A、B+、B，分别加 4 分、3 分、2
分、1分。

南京审计大学：选测 B+B，文
科 342 分，理科 341 分可冲一冲；文
科 347 分，理科 346 分有希望；350
分以上较稳。入学后有四次转专业
机会。

南京林业大学（本部）：选测
BB，本一线上 10 分可报考，选测
A+，加3分；A，加2分。

（下转A3版）

省内外高校预估分数线参考本报讯 自21日起，全市严格加强
对工地扬尘污染管控力度，切实采取裸
土覆盖、地表硬化、洒水喷淋等防尘降尘
有效措施，打响蓝天保卫攻坚战。

21 日，在紧邻 24 中天宁分校的市
金融商务区商务广场建设工地迎来了中
考停工后的首个开工日，施工人员正在
基坑内热火朝天地进行基础施工作业。
记者看到，整个工地内不见裸露黄土，基
坑四周也用水泥砂浆进行了浇筑，唯一
尚未硬化的运输通道也采取了防尘网密
闭覆盖措施。工地上的雾炮机、小型洒
水车、围挡数百个喷淋头都同时作业，全
方位、立体式对工地进行有效防尘降
尘。从现场安装的空气质量检测仪上看

到，PM2.5 始终控制在 50 微克每立方米
以下，空气质量达到优良水平。

记者了解到，根据扬尘治理要求，市
城建部门从 5 月底相应成立了 5 个专项
检查小组，加班加点对市区 100 多个工
地进行巡查，大多数工地都能履行防尘
主体责任，但劳动东路北侧、青洋路西侧

地块、泰和之春续建地块等8个工地，因
裸土覆盖措施没有到位而被立案查处。
针对防治不力的单位，建设工程监管部
门在严格查处的基础上，按规定扣除建
筑企业信用分。

据市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副主任胡文
延介绍，他们正在推行提倡“智慧工地”，

除强制要求的裸土覆盖，场地硬化和冲
洗洒水也必须到位。到时，PM2.5的检测
数据将跟施工现场的喷淋系统、雾炮系
统等实现联动，一旦PM2.5达到某个监控
数值，整个工地上的喷淋、雾炮等扬尘治
理装置将自动开启，实现防尘降尘“无盲
区”。 （徐蘅 秋冰）

大力推行“智慧工地”

市区实现防尘“无盲区”

溧阳有山、有水、有茶、有乐，还出产不为人知的玉——
梅岭玉。

日前，记者在溧阳戴埠镇吴越科技产业园见到了从事
珠宝生意的许静。目前许静正在做一项造福家乡的事：推
广梅岭玉。

许静大学专业读的是外语，毕业后去非洲安哥拉从事
翻译工作。无意间，在他乡接触到了产自家乡溧阳的梅岭
玉。“我推广梅岭玉，因为它是良渚文化的代表，希望梅岭玉
能成为家乡溧阳新的文化符号。”许静说。

溧阳梅岭玉与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距今 5300—4500 年左右一支主要分布在

环太湖流域苏南浙北的新石器文化类型。良渚文化因出土
了大量玉器而闻名，其中在江苏省内，如武进寺墩、昆山赵
陵山、苏州张陵山、常熟罗墩等诸多遗址中，都出土了包括
玉璧、玉琮、玉璜、玉钺等在内的诸多玉器。

江南一带玉矿资源贫乏，良渚先民究竟是在哪儿采集
到玉料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玉器制作的？上世纪80年代，江
苏省地质矿产局工程师钟华邦在溧阳与安徽广德庙西交界
处的宜溧山地，首次发现了透闪石软玉矿床，因为玉矿具体
位于溧阳梅岭村，故将该玉命名为梅岭玉。梅岭玉质地细
腻，具有一定的透明度，颜色呈白至灰白色，或呈白至青绿
色，主要以青玉为主。

目前，环太湖区域内所发现的玉矿，仅限于溧阳梅岭玉
矿一处。

梅岭玉中品质较佳的软玉与武进寺墩、吴县草鞋山等
地出土的良渚文化部分玉器在材质上基本吻合。另外，溧
阳位于沪宁杭长三角的几何中心，以史前文化的生产力水
平，当时人只能就地取材，而梅岭玉矿的地理位置是当时部
落的不二选择。

所以，目前学术界基本上认定溧阳的梅岭玉矿应该就
是良渚文化玉器原料的一处来源地，梅岭玉也成为良渚
文化的代表符号。国内甚至将溧阳的梅岭玉与新疆和田
玉、新疆玛纳斯碧玉、青海格尔木软玉、辽宁岫岩玉、四川
汶川玉、台湾软玉并称为中国七大玉矿。徐州出土的金
缕玉衣上就有梅岭玉的痕迹，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也有
梅岭玉作品。

然而，梅岭玉由于硬度上不如和田玉，整体材质亦不如
和田玉，属于中低档类玉石，在国内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其背后的良渚文化价值亦鲜有人问津。 （下转A8版）

当地一小伙子在国外了解后，回国致力于加工推广

溧阳出产一种玉 名叫梅岭玉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文明办获
悉，我市将组织开展 2018 年“七彩的夏
日”系列活动，引导全市广大未成年人
在暑假里开展有益有趣、丰富精彩的各
类活动，过一个健康、安全、文明、祥和
的假期。

2018 年“七彩的夏日”系列活动，
共有 24 项市级重点活动，有田家炳基
金会“美德少年夏令营”、八礼四仪之龙
城小讲解员成长营、“我为校园文明代
言”、龙城小记者文明传习夏令营等，贯
穿整个暑假。

据了解，系列活动主要分为基础
活动与拓展活动两类，强调以实践体
验为主，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特征及成
长需求，学校给出学生暑期实践拓展
活动指导建议。学生根据兴趣爱好列
出个人暑期活动计划，如艺体锻炼、棋
类学习、编写手抄报等。开学第一周
将作为学生暑期活动展示周，评选出
有利于促进学生发展的各类奖项。

（小莉）

我市将开展2018年
“七彩的夏日”系列活动

主讲人：王援（复旦大学哲学硕士毕
业，原中共常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调
研员、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时间：6月30日（周六）下午2:00
地点：图书馆五楼多功能厅
取票地点：1、常州市图书馆门卫（联

系电话：88104468）
2、常州大剧院售票处（联系电话：

85226666）
网络订票：可通过“青果巷部落”微

信公众号网上订票
取票时间：6月26日（星期二）

——常州“基因”考

龙城讲坛·人文常州系列讲座
2018年第五讲（总第364讲）

我从哪里来

本报讯 昨天，我市首家“乡村
振兴学堂”在天宁区郑陆镇查家村
揭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周昌明
为学堂揭牌。

周昌明表示，要站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高度，理解乡村振兴战
略；要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
高度，引领乡村振兴推进；要站在

“示范、引领、带动”的高度，推广乡
村振兴经验。

目前，天宁在乡村振兴实践中
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以查家村美丽
乡村示范点建设为例，通过10个多
月的建设，顺利开园，游客络绎不
绝。查家村党总支提出的“6 个党
建+”模式，在凝聚党心民心方面，
作出了很好的探索。

在查家村率先创设乡村振兴学
堂，也是要充分发挥查家村先进典
型的引领示范作用，深度探索乡村
振兴发展的新思路、新路径，进一步
发展壮大“三农”人才队伍，进一步
提高常州乡村振兴经验的传播力、
引导力和影响力，挖掘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可借鉴的乡村发展建设经
验。

据了解，乡村振兴学堂将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和典型示范作用，重
点围绕五个方面开展活动。

一是围绕农村产业发展，讲授
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和组织方式，推
动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向农业农
村流动，深化“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下转A3版）

全市第一家乡村振兴学堂揭牌

本报讯 昨天 13 点 55 分，随
着深航 ZH9293 常州-长春航班的
顺利起飞，一群可爱的“汪星人”开
启了它们的单独出行之旅。由此，
常州机场“萌宠运输”正式上线。

当前，饲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
宠物运输服务需求也不断上升。为
此，常州机场积极对接航空公司，争
取航空活体运输资质，切实满足客
户多样化需求。目前宠物托运空运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主人搭乘同
一班飞机到达目的地的随机托运，
另一种就是此次推出的宠物单独搭
乘飞机的货运托运方式。

常州机场目前开通的“萌宠运
输”业务，主要由深圳航空和四川航
空两家公司承担，主要发往西南地

区（成都、重庆、昆明、贵阳）、东北地
区（长春、哈尔滨、大连、沈阳）、华南
地区（深圳、广州、南宁）以及福州、
海口等地。宠物类型仅限年龄在 3
周（星期）以上的小型犬和猫。

考虑到宠物空运安全要求高、
风险较大，目前仅对专门从事宠物
运输的代理公司开放。

目前，常州机场认真梳理制订
活体运输相关流程和制度，完善活
体动物进出港运输操作要求，并邀
请航空公司人员进行专项培训，确
保宠物运输安全。此外还在进港库
区门口为宠物们搭建了“宠物之家”
小屋，为宠物提供更好的暂存环
境。在飞机落地后 30 分钟即可提
货。 (常机宣 宋婧)

不必主人携带，宠物可单独乘飞机

常州机场“萌宠运输”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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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梅岭玉雕琢成的玉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