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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31 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 10 月 31 日召开会议，分析研
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
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
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着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加快改革开放步
伐，实现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前
三季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居民消费价格基
本稳定，制造业投资回升到近年来较高

水平，进出口较快增长，利用外资稳步扩
大，秋粮获得丰收，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
增长基本同步，城镇新增就业提前完成
全年目标。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支持民
营经济发展，实施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
展的一系列措施，提振了市场信心。

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
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
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
露。对此要高度重视，增强预见性，及时
采取对策。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是长期
和短期、内部和外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我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外部环境正发生深刻变
化，一些政策效应有待进一步释放。

会议强调，面对经济运行存在的突
出矛盾和问题，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抓
住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要
切实办好自己的事情，坚定不移推动高
质量发展，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的货币政策，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
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有效
应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确保经济平稳
运行。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研究解决民营企

业、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围绕资
本市场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激发市场活
力，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继续积
极有效利用外资，维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
权益。要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使已出台
的各项政策措施尽快发挥作用。

会议要求，扎实做好年末各项工
作。要抓好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活动
和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做好
冬季各项民生保障工作，特别要保障好
群众温暖过冬，保障农民工工资及时足
额发放，抓好安全生产，加强自然灾害防
治，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本报讯 10 月 30 日至 31 日，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郭文奇来常调
研党建工作，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准确把握时代要求，努力加强实践
探索，选优配强干部队伍，充分激发
人才活力，着力夯实基层基础，为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
组织保障。市委书记汪泉、市长丁
纯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周昌明陪
同调研。

金坛园区党群服务中心室外主
题广场面积约4000平方米，室内建
筑面积 1670 平方米，设有形象大
厅、主题教育馆、党群互动区三个板
块，全面展示园区党建、阵地建设、
人才招引、企业服务、廉洁自律等方
面的特色做法。郭文奇在展馆内听
介绍、看展览，对园区党群服务中心
的功能和定位表示肯定，强调要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
治核心作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和典型示范作用，更好地为园区非
公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平台。

溧阳市以“1 号公路”为载体，
推动风景、文化、扶贫与党建工作有
机融合，在景观道路沿线嵌入红色
文化。目前，建设了 3 个园区党群
服务中心样板、10 个党建明星村、
22 个“党员先锋驿站”，同时打造

“党员创业观光走廊”、建立“老支书
服务站”、组建电商服务中心，提升沿线党员创业项目示范效应，带动周边村
民脱贫致富。郭文奇对这种全域党建模式给予积极评价，要求认真总结经
验，切实发挥党建推动乡村振兴的引领作用。

郭文奇一行还来到武进区石墨烯科技产业园、金坛区西城街道方边村、
埃马克（中国）机械有限公司、茅山仙姑村、溧阳市别桥镇塘马村和江苏安靠
智能输电科技有限公司等地，查看基层党组织和人才队伍建设情况，与基层
党员干部群众和企业人才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党建工作开展情况。

（陈苇 马浩剑）

省领导来常调研指出

—
—

夯实基层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昨天，市十六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十三次会议，受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委托，常务副主任白云萍主持会议，
副主任陈建国、盛建良、蒋自平和秘书长
高宏华出席会议。会议应到委员38人，
实到33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审议了《关于常州市 2018 年
1-9月份预算执行情况及市本级支出预
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了
2018 年市本级支出预算调整方案。今

年以来，我市财政收入稳步提升。1-9
月，全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15.2
亿元，同比增长 11.7%，增幅列全省第 4
位，税收占比90%，列全省第2位。财政
支出结构不断优化。1-9 月，全市完成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56.4 亿元，同比增
长 3.7%，一批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大
改革、重要政策和重点项目及民生工程
顺利实施。

会议审议了《关于常州市2018年市

级政府投资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审查
和批准了 2018 年市级政府投资计划调
整方案。据了解，这是市人大常委会根
据监督法和我市计划审查监督办法的相
关要求， （下转A6版）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三次会议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我市 2018
年秋粮收购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在江苏等 11 个主产区继续实施
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政策，每斤中晚籼
稻、粳稻（三等）最低收购价分别为

1.26元和1.30元，比2017年分别下调
0.1元和0.2元。

这是继去年首次下调后的第二次
下调，幅度较大。去年的中晚稻最低
收购价每斤比前年分别下调了 0.02

元和0.05元。
我市今年秋粮收购启动执行最低

收购价的时间是10月10日，最低收购
价粮食的质量标准从国标五等及以上
提高到国标三等及以上，（下转A2版）

中晚籼稻、粳稻：去年每斤下调2分和5分，今年再下调1角和2角

加大力度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水稻最低收购价再次下调 降幅较大

本报讯 昨天，天宁区一地块进行
网络竞拍。该地块为教育用地。最终，
常州市正衡中学以1.23亿元竞得该地
块。记者从雕庄街道办事处获悉，该地
块将作为移址新建的正衡中学总部。

该地块位于劳动东路南侧、友谊
路东侧、光华路北侧、雕庄路西侧，占
地 64118 平方米，建筑密度≤30%，建
筑高度≤50米。

2013 年天宁区教育文体局与二

十四中、市实验初中、正衡中学签署第
一轮集团一体化办学协议。其中，正
衡中学与雕庄中学组建正衡中学教育
集团，实施一体化办学。此后，雕庄中
学更名为“正衡中学天宁分校”。这是
目前雕庄街道唯一公办中学。

据了解，“正衡中学天宁分校”将
迁至新正衡的旁边，成为邻居。

另据记者昨晚了解，届时，清凉东
路的正衡中学将不再保留，该地块将
由政府收储。

（凃贤平 黄洁璐 尤佳 夏婵婵 杜明）

它的旁边再建设正衡中学天宁分校
届时届时清凉东路正衡中学不再保留清凉东路正衡中学不再保留

正衡中学总部将迁到雕庄

据新华社南京 10 月 31 日电（记者
陆华东 夏鹏） 中央文明办31日在江苏
省连云港市举办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
人现场交流活动，并发布 10 月“中国好
人榜”。常州市儿童医院30名医生护士
等光荣上榜。

本月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共收到网友推荐的好人好事线索
218 万多件，点赞评议 543 万，活动页面
浏览量超过 5078 万人次。在各地文明
办核实推荐基础上，中国文明网集中宣
传展示了299件好人好事。

经广大网友点赞评议，三代人爱心
接力、70 多年免费提供街边“爱心茶”的
郑秋燕家庭，身中5刀仍勇斗持刀歹徒的
退伍军人吕保民，异国他乡联手救人的

“中国好游客”马建丽、孙英姿、杨增路，
接力心脏按压5小时3万次抢救8岁男孩
的常州市儿童医院30名医生护士，志愿
从事消防宣传服务 19 年的邮递员唐真
亚，悉心服侍瘫痪母亲近20年的孝心女
孩殷自玉等106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中国好人榜”是由中央文明办等单
位组织开展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所产生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
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类道德模范
月度榜单，通过发现身边好事、推举身边
好人，以生动的道德实践活动，进一步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央文明办揭晓10月
“中国好人榜”

常州市儿童医院
30名医生护士上榜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审计局
获悉，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放
管服”改革系列部署，促进积极财政
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市审计局在全省率先启动四季度

“放管服”改革审计，力争到年底将
现有行政许可事项和权力清单中带
有审批性质的其他权力事项进行全
面摸底清理，并提出审计处理意见。

此次审计范围为2017年1月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期间涉及
“减税降费”的相关部门和单位。

“放管服”改革以及“减税降费”
举措政策性强、措施出台频繁，落地
见效重在企业。市审计局表示，将
突出政策跟踪审计，扩大政策跟踪
审计覆盖面，加强政策跟踪审计督
促整改，更好地履行审计职责，发挥
助推实体经济发展的独特作用。

（梅娜 宋婧）

对“放管服”改革落实情况——

我市在全省率先启动审计

本报讯 我市书坛再添一段佳
话。昨天，苏州评弹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苏州弹
词表演艺术家邢晏春、邢晏芝，将他
们的评话作品《雪山飞狐》授予我市
曲艺团“80 后”评话演员杨洁艳（艺
名杨洁）。

《雪山飞狐》是金庸作品中唯一
经其本人授权改编为评话的作品。
邢晏春、邢晏芝此次授书传艺给杨
洁艳，也已于去年征得金庸亲口应
允并书面授权。

今天起，杨洁艳将在苏州新天
地家园书场正式开讲《雪山飞狐》。

港币版权费成就书坛佳作

邢晏 春、邢 晏 芝 兄 妹 在 书 坛
久负盛名。其中，邢晏春创作评
弹作品无数，还编著了苏州话语
音字典，曾多次荣获文华奖、牡丹
奖等国家级奖项以及国家文化部
长篇书目传承奖，并获省曲协终
身成就奖。邢晏芝则是“晏芝调”
创始人，开辟了当代弹词界女性
声腔新境界，也曾多次荣获文华
新节目奖、文华表演奖、牡丹奖表
演奖等专业奖项，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 （下转A4版）

邢晏春、邢晏芝授书传艺

就《雪山飞狐》评话演出——

金庸生前书面授权给
我市评话演员杨洁艳

新华社北京 10 月 31 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 10 月 31 日下午就人工智能发
展现状和趋势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
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要深刻认

识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
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
础，促进其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推
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高
文就这个问题作了讲解，并谈了意见和
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

了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

话。他强调，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
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
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
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驱动
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下转A6版）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
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本报讯 国内城镇燃气第一个大
规模盐穴储气库项目——港华金坛储
气库一期昨天举行投产仪式。副市长
李林和香港中华燃气行政总裁陈永坚
等出席投产仪式。

港华金坛储气库地处金坛区直溪

镇汀湘村，是国内城镇燃气第一个大
规模盐穴储气库项目，由全球 500 强
之一香港中华燃气有限公司与中盐金
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建设。
在目前我国已建成的 26 座大型地下
储气库中，该储气库是唯一由城市燃

气企业建设、运营的储气库，开创了我
国城市燃气行业的先河。

港华金坛储气库项目一期先行建
设3口井，库容约1.4亿立方米，其中有效
工作气量为8000万立方米，最大供气能
力为200万立方米/日。（下转A6版）

国内城镇燃气首个大规模地下盐穴储气库在金坛投产

天然气用气低谷时储存 用气高峰时供气

本报讯 聚焦突出环境问题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我市在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上的重中之重。今年市人大

“一号议案”关注的就是村庄生活污水
处理问题。昨天下午，市十六届人大
常委会举行第十三次会议，首次就“一
号议案”办理情况开展专题询问，这是

本届市人大常委会在今年举行的第三
次专题询问。

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白云
萍，副主任陈建国、盛建良、蒋自平和
秘书长高宏华出席会议。蒋自平主
持会议。

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陈

伟斌等 23 名代表联名提出了“关于
因地制宜推广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全面开展村庄生活污水处理的议
案”，被列为今年市人大“一号议案”，
交由市人大常委会在闭会后进行审
议和督办。

（下转A6版）

政府方面表示，确保完成我市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目标

市人大常委会——

首次对“一号议案”进行专题询问

邢晏春、邢晏芝和杨洁艳（右一）在授书传艺仪式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