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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天阴转多云，

早晨局部地区有雾，偏
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
4到5级阵风6级。今
天最高温度 18℃，明
晨最低温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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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 3 月 29 日召开会议，审议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和《中国
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组在党的组织体系
中具有特殊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要更好管党治党、
执政兴国，必须与时俱进做好党组工
作，确保党组更好发挥把方向、管大
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
党组工作条例》的修订，贯彻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落
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组
工作提供了遵循。

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组工作，要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为前提，提高党组履职尽责的政治性
和有效性，推动党组全面落实管党治党
政治责任，履行领导职责，发挥领导作
用，提高领导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会议指出，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是党

的建设的基础性、根本性、经常性任务。
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就是要着力激发党
组织的生机活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政
治可靠、素质优良、纪律严明、作用突出
的党员队伍。

会议强调，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要在提
高质量上下真功，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
切实防止形式主义。要坚持以党的政治
建设为统领，把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引导党员践行新思想、适应新时代、展
现新作为。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不同群
体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采取精准有效的

教育管理措施。要坚持“三会一课”、主题
党日、集中培训等基本制度，使党员教育
管理有力度有温度。要加强改革创新，提
高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现代化水平。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
重视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加强对《中国共
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实施的组
织领导。各级组织部门要发挥牵头抓总
作用，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形
成工作合力。党支部要履行好直接教育
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的职责，不断
提高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水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审议《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本报讯 昨天，市长丁纯主持召
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解读《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组织纪律方
面的规定，听取关于今年市“两会”期
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情况的汇
报，审议《常州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
划（2018-2022 年）》《关于推动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 推进常州乡村振兴走
在前列的实施意见》《常州市道路交通
安全条例（草案）》和2019年常州市五
一劳动奖状（奖章）推荐评选名单。

今年市“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共提出立案建议提案 577
件，其中政府系统共承办 512 件。截至
3 月 14 日，市政府办公室已通过网络系
统完成了建议提案的全部交办工作，各
承办部门在接收后都已开展办理工作。

会议指出，各相关部门要站在政府
依法履职、接受人民监督的高度，切实办
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以办理的
成效促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联系群众常
态化、改进工作长效化。要把建议提案

办理作为常态化年度重点任务，认真落
实办理工作责任制，迅速制订办理方案，
通过实地调研等方式，加强与代表委员
的沟通，确保建议提案件件有落实、事事
有回应。 （下转A4版）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推进市“两会”建议提案办理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
汪泉在市行政中心会见中国航天
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石泉
一行。

汪泉感谢航天科工集团对常州
的支持。他表示，航天科工集团与
常州围绕工业互联网建设，已经开
展了全面深入的合作。航天科工旗
下企业与天宁区合作成立的航天云
网数据研究院（江苏）有限公司，目
前已有 3600 多家企业注册上云，
两万多台设备接入云平台。随着

“航天科工常州工业互联网研发中
心项目”入选江苏省 2019 年重点
项目、航天云网华东数据中心设立
运营、云端营销工作破题推进，希
望双方共同推动合作项目发挥更

大成效，同时在智能制造、信息技术
与安全、智慧产业等更多领域开展合
作，助力常州建设高质量工业明星城
市，常州各级党委政府也将一如既往
提供优质服务。

刘石泉表示，工业互联网对于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航天科工集团将坚定不
移与常州加强合作，集聚更多智力资
源，在常州先行先试，走出一条制造业
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助力更
多制造业企业提质升级。航天科工集
团还将全力支持常州办好世界工业和
能源互联网博览会。

市领导方国强、梁一波会见时
在座。

（朱雅萍 天轩）

汪泉会见航天科工集团高层

本报讯 3 月 25 日的市委常委
会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将“市委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为“市委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的决定，并明确了
人员构成。昨天下午，市委深改委
举行第一次会议，学习贯彻中央深
改委第六次、第七次会议和省委深
改委第五次会议精神，审议相关改

革文件，听取重点改革推进情况汇报，
总结 2018 年、研究部署 2019 年改革重
点任务。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市委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工作规则》《市委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专项小组工作规则》《市
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
则》三个深改工作制度框架文件，以及

《常州市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重要
改革举措实施方案（2018-2022 年）》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2019 年工
作要点》等具体改革文件，并听取深化

“亩产论英雄”改革进展情况和大力推
进“四项通办”的思路举措。

市委书记、市委深改委主任汪泉指
出，过去一年， （下转A4版）

市委深改委举行第一次会议

围绕大局用好改革利器
聚焦中心解决实际问题

本报讯 昨天，市长、市政府党组
书记丁纯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
“两会”精神，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
时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真正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上来，统一到全国“两会”对各项

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紧密联系本地区、
本部门实际，创造性贯彻中央和省、市的
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和政
策措施的落实。当前，要狠抓重大项目
建设，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外贸

外资稳中提质，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扎实做好保障改
善民生等各项工作，确保经济平稳健康
发展。要以更严标准、更严要求全力抓
好社会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深刻吸取响

水“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教训，全面
开展各行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全
面开展安全隐患整改“回头看”，特别是
把化工行业及危化品整治作为当务之
急、重中之重， （下转A4版）

丁纯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

学习习近平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省政府
日前公布第八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名单，122 处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入
选。其中，我市有8处，分别是青城墩
遗址、梅岭玉矿遗址、焦溪龙溪河古桥
群（含 4 座古桥）、红梅阁、文笔塔、史
良故居、巢渭芳故居和宋巷新四军一
支队司令部旧址。

自2017年以来，根据全省文物保
护工作部署，我市文物部门积极开展前
期实地调查，多次组织专家论证，广泛
征求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属
地及相关利益人意见后，最终形成第八
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推荐材料。

截至第八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公布，我市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336 个，其中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10
个，省级文保单位 53 个，市级文保单
位 273 个。接下来，我市将进一步夯
实新增省保单位的文物“四有”基础工
作，完善文物记录档案，划定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加强文物保护和开
放利用，更好地传承历史文脉，守护文
化遗产。

（朱芸芸 周茜）

1、青城墩遗址

青城墩遗址位于武进区横林镇江
村行政村后青墩自然村北，是环太湖
北部地区崧泽晚期至良渚文化早中期
的一处中心聚落遗址，由中心土墩、外
围土墩及内外两重环壕组成，分布面
积约 25 万平方米。中心土台是一处
崧泽至良渚文化时期的高等级祭台、
墓地遗存，出土玉龙、玉璜、石钺等重
要遗物。

青城墩遗址从距今 5500-5300 年
间新石器时代延续使用至历史时期，
是江南地区历史连续发展的实体遗
存，具有历史年表性质。

2、梅岭玉矿遗址

梅岭玉矿遗址位于溧阳市天目湖
镇平桥与广德县庙西交界处，上世纪
80年代首次发现透闪石软玉矿床。

目前，环太湖区域内所发现的玉
矿，仅有溧阳梅岭玉矿一处。通过地
矿成分比较分析，发现梅岭玉中品质

较佳的软玉与江苏武进寺墩、吴县草鞋
山等地出土的良渚文化部分玉器材质基
本吻合。学术界认为溧阳梅岭玉矿可能
就是良渚文化玉器原料的一处来源地。

3、焦溪龙溪河古桥群

焦溪龙溪河古桥群位于天宁区郑陆
镇焦溪村龙溪河上，原有九座古桥，现存
四座，均建于清代。由北向南依次为青
龙桥、咸安桥、中市桥、三元桥，三拱一
平，错落有致。龙溪河石桥群保存良好，

是焦溪村“一河、四桥、七街、两巷、十三
弄、多圈门”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4、红梅阁

红梅阁位于市红梅公园内，始建于
唐昭宗年间，屡遭兵火，现存建筑重建于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红梅阁高
约 17 米，坐北朝南，砖木结构，面阔五
间、进深两间、上下两层，重檐歇山顶建
筑，下有回廊，飞檐翘角，气势壮观。

红梅阁是重要的道教建筑，相传全

真道南宗祖师紫阳真人张伯端曾在此聚
徒修炼，历代多有题咏，现阁内壁间尚存

《重建红梅阁施田碑记》《紫阳真人刻像》
《重建红梅阁碑记》等石刻。

5、文笔塔

文笔塔位于市红梅公园南端，呈楼
阁式，砖木结构，七级八面，周绕回廊，高
48.38 米 ，建 于 齐 建 元 年 间（480- 482
年），后历经兴废，现莲瓣状古塔基座为
宋代遗物。 （下转A4版）

青城墩遗址、梅岭玉矿遗址、文笔塔等——

我市新增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巢渭芳故居

梅岭玉矿遗址青城墩遗址

史良故居

宋巷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旧址文笔塔

中市桥（焦溪龙溪河古桥群四桥之一）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记者
安蓓） 国家发展改革委29日称，根
据增值税税率调整情况，决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调整各省（区、
市）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以及13家
跨省管道运输企业管道运输价格。

近日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调整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的
通知》要求，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
在与用户协商确定具体价格时，要
充分考虑增值税税率降低因素，将

增 值 税 税 率 降 低 的 好 处 让 利 于 用
户。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在安排天然
气销售价格时，统筹考虑增值税税率
降低因素，切实将增值税改革的红利
全部让利于用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天然
气跨省管道运输价格的通知》指出，各
省（区、市）要结合增值税税率调整，尽
快调整省（区、市）内短途天然气管道
运输价格，切实将增值税改革的红利
全部让利于用户。

增值税改革后——

天然气要相应降价
红利全部让给用户

本报讯 昨天晚上，由钟楼区
政府和台湾众剧团联合创排的音乐
剧《乡愁——归途启航》，在常州保
利大剧院首次演出。国家新闻出版
署原副署长、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
梁衡，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涛出席
活动。

为大力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和“旅游明星城市”建设，此次

我市举办以“运河·乡愁”1+1+1 系
列 活 动 。 1+1+1 系 列 活 动 即 一部

《乡愁——归途启航》音乐演出、一场
“运河·乡愁文化”主题研讨会和一个
运河五号文创市集。

《乡愁——归途启航》时长一个半
小时，首次演出的演员和乐手主要来
自台湾众剧团。

（刘毅 王可人）

我市举办“运河·乡愁”系列活动

本报讯 3 月 31 至 10 月 26
日，常州国际机场将根据国家民
航局统一部署，执行新的夏季航
班计划。

此次航班换季后，将由国内外
12 家航空公司执飞北京、广州、深
圳、成都、重庆、西安、厦门、大连、沈
阳、哈尔滨、曼谷、芽庄、澳门、台北
等30个境内外城市航线，机场航线
网络逐步完善，通达性进一步提升。

中心城市航班密度继续加大。
其中，广州保持每天 5 班，深圳、成
都每周 24 班，重庆、大连、厦门、哈
尔滨均加密至每天 3 班，每天 2 班
以上通航城市达到12个。换季后，

山东航空首次加入常州机场运营，开
通大连－常州－厦门航班；南航新增
每周3班深圳－常州航班，以及每天1
班的三亚－常州－大连航班，恢复每
周2班张家界航班； （下转A4版）

首次通航老挝琅勃拉邦

明天起——

常州机场执行夏季航班计划

链 接

市委书记汪泉会见航天科工集团总经理刘石泉一行。 高岷摄

红梅阁 史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