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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中以创新
合作联委会中方工作组第二次会
议在常州召开。科技部副部长阴
和俊主持会议。省政协副主席、
党组副书记徐鸣，市长费高云出
席会议。

会前，市委书记阎立会见了
阴和俊一行。

近年来，中以合作热情高涨，
国内多个省市与以色列建立了创
新合作机制。其中，去年揭牌的
中以常州创新园，是中以两国政
府共建的首个以创新为主题的示
范园区。

阴和俊指出，创新合作在对
外开放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上
升，已经处于创新驱动战略发展
的核心位置。中以创新合作联委
会是在中以两国元首共同推动
下，中国第一个以创新为主题、在
国家层面建立的中外合作机制，

对于推动中以两国创新合作和国
际关系大局，具有重要而深远的
意义。

阴和俊对下一步中以合作提
出要求，他指出要共同筹办好中
以创新合作联委会第三次会议；
要打造中以创新合作典范园区，
各方要关注和支持中以常州创新
园建设；要发挥地方政府在中以
创新合作中的重要作用；要坚持
市场导向，发挥企业在创新合作
中的主体作用；要充分发挥中以
创新联合委的平台作用，加强国
家层面的统筹协调和战略规划，
对合作方向和重点给予指导和引
导。

费高云汇报了中以常州创新
园的建设情况。目前，园区已集
聚各类中以合作项目 50 家，涵盖
健康医疗、电子信息、新材料以及
科 技 中 介、教 育 服 务 等 众 多 领

域。特别是今年，园区共新签以
色列合作项目 17 个，另有在谈项
目 40 个，储备项目 50 个，项目总
量大幅度增长，项目质量有了明
显提升。下一步，园区将重点开
展优化机制体制、集聚创新要素、
打造创新生态圈三个方面的工
作，通过 2～3 年的努力，建设成
为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开放创新
型经济发展试验区”。

会上，各部门全面回顾了各
领 域 创 新 合 作 的 进 展 ，并 就 未
来创新合作发展充分交流了意
见。

出席会议的主要单位有：中
以创新合作联委会 12 家中方成
员单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科委等
相关单位。副市长方国强出席会
议。

（许红梅 王淑君）

中以创新合作联委会中方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在常州召开

全面推动中以创新合作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10月
29 日至 11 月 1 日，江苏省第二届

（国际）艺术品博览会将于武进区
的中国·环太湖艺术城举行。

据了解，本次艺博会组展面积
约为 1.5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和机
构共 266 家。划分为海外艺术臻
品区，艺术与互联网、金融、科技融

合成果展示区，各行业协会、艺术
院校、艺术机构及青年艺术家精品
区，民间博物馆、收藏协会、民间藏
品优秀艺术综合展区4个区域。

本届艺博会有享誉全球的美
国超写实雕塑大师卡罗尔·费伊
尔曼的经典之作，同时，来自美
国、法国、西班牙、荷兰、俄罗斯、

韩国、日本、捷克、以色列、乌克兰
等国 20 家海外优秀艺术机构 300
余件艺术精品也将参展。

此外，本届博览会将全力打造
国际性艺术品会展交易大平台，通
过交易拍卖、网上商城等多种方
式，邀请海内外数百家艺术机构共
同参与。 （何泽宇 王淑君）

省第二届艺术品博览会将在常举行

本报讯 记者从10月17日下
午举行的省、市文明家庭评选工
作协调会议上了解到，我市将启
动第一届常州市文明家庭推选工
作，并同步择优推荐江苏省、全国
文明家庭。

我市推荐余美芳家庭参加全
国文明家庭评选，向省文明委推
荐 7 户家庭参加江苏省文明家庭
评选表彰活动，同时，第一届常州

市文明家庭将表彰约 50 户（不包
含已推荐全国、江苏省文明家庭
的候选家庭）。

全国、全省及我市文明家庭
的评选标准主要包括爱国守法、
遵德守礼、平等和谐、敬业诚信、
家教良好、家风淳朴、绿色节俭、
热心公益等 8 个方面内容，同时，
还不得有家庭成员违法违纪，参
与“黄、赌、毒”，在文明、诚信等方

面有不良记录，发生家庭暴力事
件，对未成年人子女监护主体责
任落实不力等 10 项“一票否决”
问题。推选过程中，将征求拟推
荐候选家庭所属单位、社区（行政
村）的意见，以及当地有关部门意
见，核查有无“一票否决”问题。

据了解，目前我市各辖市区、
市文明委成员单位均已积极开展
部署该工作。 （葛晓烨 王淑君）

余美芳家庭参选全国文明家庭评比

我市启动首届文明家庭推选工作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中共常州
市委召开情况通报会，向市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
人士代表通报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精神。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韩九
云通报党代会精神并讲话。

韩九云指出，市第十二次党
代会是在我市全面建成更高水平
小康社会、积极探索开启基本实
现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关键期、
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升
级重大突破的攻坚期、推进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期
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的大会。他系统介绍了市第十二
次党代会的基本情况、主要精神
及建设“强富美高”新常州的具体
举措，传达了市委关于今后五年
全面从严治党重点任务的相关部
署。

韩九云希望全市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深刻
认识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重要
意义，坚持学习、宣传、研究、落实
相结合，精心安排，周密部署，全
面领会“强富美高”新常州建设的
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重要举措，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的

部署要求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
聚到建设“强富美高”新常州的具
体实践中去。他强调，全市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要以贯彻落实市
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为新的任
务，抓好民主党派市级组织与市
工商联的换届工作，准确把握政
策，严格标准规范，严肃换届纪
律，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
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顺利进行。

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
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卢明康、许
峥、陈建国、杨伟红等参加情况通
报会。 （吴雨萌 董逸）

市委召开情况通报会

向党外人士通报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本报讯 昨天下午，内
地与澳门科技合作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在常州召开。
科技部副部长阴和俊，内
地与澳门科技合作委员会
澳方主席崔世平，省政协
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徐鸣，
市长费高云出席会议。

阴和俊在致辞中说，
自 2005 年科技部与澳门
科技委员会签署《内地与
澳门关于成立科技合作委
员会的协议》以来，内地与
澳 门 的 科 技 合 作 扎 实 推
进，成果丰硕，取得了跨越
式的发展。当前，我国吹
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
号角，内地与澳门的科技
合作，要进一步加强统筹
协调，坚持优势互补、互利
互惠的原则，进一步深化
合作，携手共进，为促进澳
门产业多元化的发展和经
济社会的繁荣稳定，为全
面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智
慧和力量。

崔世平说，内地与澳
门科技合作委员会成立十
年来，两地科技领域和民
间合作频繁，形式多样，
为今后的全面合作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希望未来进
一步深化两地科技合作，
配合《“十三五”国家科技
创新规划》及澳门长期发

展的需求，不断完善合作
机制，创新合作方式，扩
大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水
平。

会上，费高云汇报了
近几年常州和澳门两地合
作的情况。目前，澳门在
常州投资企业有十多家，
投资额近 4 亿美元。我市
多次在澳门举办旅游推介
活动，在澳门设立了常州
旅游推广中心，并多次派
员出席“江苏-澳门·葡语
国家工商峰会”和“苏港
澳 青 年 精 英 论 坛 ”等 活
动。

2017 年，内地与澳门
将共同资助两地科技合作
项目，继续支持国家重点
实验室澳门伙伴实验室建
设，开展合作培养葡语科
技管理人员，开展科技奖
励领域的合作，持续推动
在中医药、节能环保、电子
信息等重点领域开展交流
与合作。

17日下午，市委常委、
统战部长韩九云，副市长
方国强会见了澳门代表团
一行。

在常期间，澳门代表
团参观考察了健康产业展
示馆、石墨烯展示馆、以色
列中心等。

（许红梅 王淑君）

内地与澳门科技合作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在常州召开

内地与澳门合作再上新台阶

昨天，今年第21号台
风“莎莉嘉”（强台风级）
已经登陆海南万宁。当
然，我们常州的小伙伴不
用担心，因为登陆点距离
常州还是很远。中央气
象台预计：“莎莉嘉”穿过
海南岛后，预计19日下午
将在中越交界附近沿海
再次登陆。受其影响，未
来两天，华南沿海及南海
海域有强风雨天气。

与此同时，今年第 22
号台风“海马”（超强台风

级），也正在向我国的华
东、华南沿海靠近。

虽然，这两个台风因
为登陆位置距离常州比
较远，但在副热带高压外
围的气流引导下，在台风
靠近华南时，它所带来的
水汽会被输送到长江中
下游地区。@“中国气象
爱好者”说，“海马”和冷
空气结合形成的倒槽暴
雨区，还可能严重影响江
浙沪。

一只

台风来捣乱，近期要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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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偏东风3到

4级，今天最高温度23℃，明晨最低温度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