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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市长费高云
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常州市降低实体经济企业
成本的意见》。

《意见》明确，我市将从合理
降低企业用工、物流成本，进一
步降低企业用能、用地成本，有
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努力减轻
企业投资成本，切实减轻企业税
费负担，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
本等六个方面着手，切实降低实
体经济企业成本，进一步优化发

展环境。其中，在合理降低企业
用工、物流成本方面，包括降低
失业保险费率、鼓励企业招用就
业困难人员、落实失业保险支持
企业稳岗补贴政策、加大企业职
工培训补贴力度等；在有效降低
企业融资成本方面，包括拓宽企
业融资渠道、优化小微企业融资
服务、进一步规范企业融资过程
中的担保、评估、登记、审计、保
险等中介机构收费行为、鼓励企
业上市融资、培育引导创投基

金、加大利用外资规模等；在努
力减轻企业投资成本方面，包括
调整完善“三位一体”发展战略
转型升级专项奖补政策、激励企
业兼并重组等。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常州苏
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空间布
局规划、实施方案及 2016 年工
作要点和第十二届市科学技术
杰 出 贡 献 奖 评 选 情 况 的 汇 报
等。

(谢韵)

我市将从六方面着手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中心
血站了解到，我市从本月起已正
式启用新版献血证。新版无偿

献血证新增二维码等身份识别
信息，不仅信息查询更为方便快
捷，还将献血证由“本”简化为

“卡”，更加便于携带。
“新版无偿献血证采用不可

逆向编码技术，将献血者姓名和
身份证号码生成唯一字符串，并
予以加密，确保每位献血者二维
码的唯一性。这种二维码只有
相关机构才可解密，扫出信息。”
市中心血站站长张建伟说。

据了解，老版献血证仍旧有
效，在涉及用血退费等问题时仍
可作为凭证，但是自5月1日起，
对所有献血者一律发给新版献
血证。 （周欢欢 徐丹 文摄）

本月，我市献血证“变脸”

变“证”为“卡”，加入二维码

继“萌宠也疯狂”微信投票
引爆超高人气后，吾悦国际广场
携手中国常州网又为市民带来
逗趣好玩的“悦 GO·家庭运动
会”线下活动。萌宠萌娃两大主
题才艺秀贯穿五一小长假，新奇
有趣的赛程设计、呆萌的狗狗、
可爱的孩子、温馨升级的互动游
艺，让参赛者及现场观众直呼过
瘾。

4 月 30 日 ，30 余 组“ 汪 星
人”集结到场。狗狗们走 T 台、
秀才艺、闯关卡，与台下观众精
彩互动。不少主人在参赛之余
更张罗起爱宠的终身大事，“赢
大奖、相亲，一举两得。”市民黄
小姐表示。

5 月 1 日，萌宝牵手爸爸妈
妈舞台才艺大展身手。亲子装
走秀摆出专属 pose，怀旧游戏
考验家庭默契，唱跳朗诵获赞好
评连连...... 有奖问答、互动参与
更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

“不管是亲子，还是宠物，我

们倡导一种和谐温暖的家庭相
处方式。吾悦国际广场也将探
索更贴近市民家庭式消费需求
的综合体模式，将其打造成一个
集商旅、餐饮、休闲娱乐、品牌集
聚为一体的超级 mall。”该综合
体相关负责人表示。费蕾 文摄

吾悦国际广场携手中国常州网

萌宠+萌娃，“萌”动五一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
质监局获悉，常州金信诺凤
市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主导起
草制定的有关射频连接器的
一项国际标准，已经被国际
电工委员会（IEC）批准成为
正式的标准。目前，该企业
正在主导起草制定相关国家
标准。

据了解，国际电工委员
会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非政
府性国际电工标准化机构，
是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甲级
咨询组织。

常州金信诺凤市通信设
备有限公司生产的盲配型
浮动射频连接器，其核心是
盲配、快插、自锁，并且比原
有的连接器更加小巧方便，
主要应用于航空、船舰等通
信 设 备 。 为 此 ，该 企 业 与
2010 年为这个产品申请了
相关的发明专利，并于同年
向 IEC 提出此类产品的国际
标准，对此类型的连接器产
品提出了国际规范技术要
求。

(汪智慧 张海涛 万小珍)

我市一企业

主导起草国际标准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中
天钢铁集团获悉，该企业易
切削钢 1215MS 线材开发成
功，目前已发客户试用。据
统计，今年企业已开发优特
钢种19个。

1215MS 属于含硫易切
削钢，通过往钢中加入硫、
磷改善钢材切削性能元素，
尽可能将钢中的夹杂物形
态控制为纺锤体状，使钢的
切削抗力减小，同时起到润
滑切削刀具的作用。该钢
种主要用于制作受力较小
而对尺寸和光洁度要求严
格的仪器仪表、手表零件、
汽车、机床和其他各种机器
上使用的，对尺寸精度和光

洁度要求严格，而对机械性
能要求相对较低的标准件，
如，齿轮、轴、螺栓、阀门、衬
套、销钉、管接头、弹簧座垫
及 机 床 丝 杠 、塑 料 成 型 模
具 、外 科 和 牙 科 手 术 用 具
等，市场需求量较大。

今年以来，围绕企业制
定的“522”（即 50 万吨精品
钢、200万吨优钢、200万吨特
钢）发展战略，中天钢铁优特
钢产品开发力度持续加大。
在今年开发的 19 个新钢种
中，棒材 14 个，线材 5 个，不
断丰富企业优特钢发展序
列，目前中天钢铁优特钢比
重已超过50%。

（朱元洁 谢韵）

中天钢铁今年迄今为止

已开发优特钢种19个

本报讯 近日，金坛经济
开发区的常州亿晶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确定入围 2016 年
江苏省高价值专利培育计
划。这实现了金坛在该项目
上零的突破。

江苏省高价值专利培育
计划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
色优势产业为重点，整合各
类创新资源，着力推动深化
产学研协同创新，建成一批
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知识
产权服务机构三位一体的高
价值专利培育示范中心，培
育一批国际竞争力强、具有
较强前瞻性、能够引领产业
发展的高价值专利，为建设

知识产权强省、加快我省产
业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支
撑。

江苏省 2015 年在全国
率先开展了高价值专利培育
工作，已围绕新材料、智能装
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在全省布局
了 7 个高价值专利培育示范
中心。

本次评选共确定了全省
10 家重点企业和高校院所，
亿晶光电是全省光伏新能源
领域唯一一家、金坛首家，体
现了企业在高价值专利培育
和创造运用方面的强大实
力。 (贾帝 王木根）

江苏省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

我市亿晶光电入围

本报讯 日前，天宁宝塔第
五层法界源流殿暨李凤强艺术
馆对外开放。

记者在现场看到，宝塔五楼
的东南西北面依次展现出“燃灯
法 会 ”“ 灵 山 盛 会 ”“ 龙 华 三
会”“大悲宝相”四幅大型沉香
木雕组。据介绍，整个殿堂材质
上通体采用沉香木作为主创材
料，工艺上采取圆雕、透雕、立体
镂空雕等综合雕刻技法，并结合
国画散点透视构图法则，雕塑不
同历史时期佛像造型和木雕壁
画，图文并茂地反映佛教传入中
国及其发展、交流的历史。

负责此次雕刻工作的李凤

强是福建莆田人，出身雕刻世
家，祖上十代人都是做雕刻。如
今，他是国际民间工艺美术大
师、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副理事
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雕

传承人。他向记者介绍，此次采
用的雕刻材料主要是沉香和金
丝楠木，由他带领团队 200 多人
共同完成。

（贾帝 张行高 秦华 文摄）

天宁宝塔佛教沉香艺术馆开放

天气预报

全市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转阴，今天最高温度
29℃，明晨最低温度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