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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常州市委聘
任 5 位同志为市委法律顾问、
10 位同志为市委法律专家库
成员，这标志着市委法律顾问
制度正式建立。市委书记费高
云，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蔡
骏出席聘任仪式。

我市较早建立了政府法
律顾问制度，目前，市区两级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已经实现
了全覆盖。这次市委聘任的
法律顾问和法律专家库成员，
是从众多法学专家、律师以及
法官、检察官中广泛推选、认
真考察，并经市委常委会研究
确定的。5 名市委法律顾问分
别为：王腊生，省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永
利，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党委
书记、执行院长；潘桂林，市中
级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丁
正红，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
检察长；王建军，江苏友联律
师事务所主任。10 名市委法

律专家库成员分别为 ：赵美
珍，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教
授；高军，江苏理工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赵蓉，
河海大学法律与政策研究所
所长、副教授；周白，溧阳市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黄磊，市中
级法院民四庭庭长；安伟，市
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处长、检委
会委员；刘继春，市检察院法
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钱技平，
江苏常仁律师事务所主任；章
进，江苏常江律师事务所主
任；鞠明，江苏华东律师事务
所主任。聘任期限至 2020 年
12 月。

费高云强调，要从全面依
法治国的战略高度谋划和推进
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围绕种好
常州幸福树充分发挥法律顾问
作用。费高云说，市委法律顾
问是为市委提供法律服务的重
要参谋助手，要紧紧围绕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种好人民满

意幸福树、建设“强富美高”新
常州的目标，认真履行工作职
责，为市委依法执政、依法决
策、依法办事提供优质高效的
服务，重点发挥好“把关”“外
脑”“纽带”三个作用。费高云
指出，法律顾问工作涉及面广、
事关重要，能不能真正承担起
这份“沉甸甸”的责任，除了需
要较强的专业素质和能力，还
要着眼履职尽责提升能力水
平，具体包括应站稳立场、明确
方向，求真务实、多献良策，恪
尽职守、善建诤言，加强学习、
树好形象。

费高云同时要求，各级党
政机关要重视法律顾问工作，
健全法律顾问工作制度，建好
法律顾问队伍，强化队伍管理，
让法律顾问工作逐步规范起
来。要区分法律顾问业务专
长，统筹利用好党委、政府和各
部门的法律顾问资源，实现法
律顾问作用最大化。 （谢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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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17 日下午，
我市召开全市质量提升行动
暨质量强市建设推进大会。
市长丁纯在会上要求，全国
质量强市示范城市是我国城
市质量发展方面的最高荣
誉。两年创建、决胜今年，各
地各部门要全力推进全国质
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确保
通过省级预验收并迎接国家
验收。

会议现场，市长丁纯为
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
司、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
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常州亚玛顿股
份有限公司等 5 家组织颁发

“2017 年 常 州 市 市 长 质 量
奖”。

副市长梁一波为江苏安
靠智能输电工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天目湖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洛凯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新誉集团
有限公司、马拉兹（江苏）电
梯导轨有限公司、江苏武进
不锈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旭
荣针织印染有限公司、江苏
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等 9 家组织颁发“2017 年常
州市质量管理先进单位”奖
牌。

2017 年，在省政府对省
辖市年度质量工作考核中，
我市连续第四年获评 A 级

（优秀）等次；上上电缆再次
入选中国质量奖提名奖，港
华燃气入选江苏省质量奖，
灵通展览入选江苏省质量

管理优秀奖，春秋淹城旅游
区和横林强化木地板产业
获批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
范区；建成全省首家工业机
器人性能测试实验室，常州
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园获批
国家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
业集聚区；全国仪表功能材
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测温
材料及元器件工作组、江苏
省石墨烯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落户常州，政务服务中心
获批国家级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经
济 结 构 优 化 、质 量 效 益 提
升，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
达 45%，服务业增加值提高
到 51%，民营经济利润增长
15%；高技能人才不断涌现，
邓建军、张忠、宋彪荣获“江
苏大工匠”称号，乔森等 8 人
荣获“江苏工匠”称号，宋彪
还荣获世界技能大赛最高
奖——阿尔伯特大奖；国家
农业示范区建设水平领先
全国，启动创建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示范市；《常州市
电梯安全管理条例》顺利通
过市人大和省人大常委会
审议，正式发布施行；常州
特种设备预警监测和应急
指挥中心顺利建成，在全国
率先实现八大类特种设备
安全在线监管。

（张海涛 胡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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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室外温度提
高到 10℃左右。在冬天里
遭遇这样温暖的天气，感觉
真不错。不过，稍显遗憾的
是，空气质量有点下降了，
雾霾又在拼命刷存在感。

17 日下午，市气象台发
布了霾黄色预警，今天的空
气质量依旧不容乐观。市
气象台说，受到偏北风的影
响，有一些北方污染物被带
来南方，预计今天的空气质
量是“轻度污染到中度污
染”，大家注意防护。好在，
受冷空气和东北风影响，常
州从 19 日起，空气质量转

好，雾霾天有望缓解。
昨天是“三九”的最后

一天，“三九”在温暖中收
场 。 今 天 开 始 进 入“ 四
九”。“三九四九冰上走”，一
年中最冷的“四九”，不会像
今天这么温柔，冬天会露出
本来的面貌。@中国气象
爱好者说，下周一股冷空气
会南下，这波冷空气实力很
强。不过，冷空气具体的到
达时间、降温幅度，是否能
与暖湿结合形成降水，下雨
还是下雪，目前形势并不明
朗。

一只

“四九”在温暖中开场

本报讯 昨天下午，我市
召开全市组织部长会议，总
结 2017 年 工 作 ，安 排 部 署
2018 年任务。市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周昌明出席会议并
讲话。

针对今年工作，周昌明要
求全市组织系统以更高的政治
站位把握时代之新，以更实的
工作基础践行理论之新，以更
强的规矩意识引领使命之新，
以更精的专业素养落实要求之
新，传承良好作风，坚守优秀本
色，敢于担当有为，提高专业能

力，真正将“讲政治、重公道、业
务精、作风好”的 12 字模范部
门建设要求落实到位，打造过
硬组工干部队伍。

今年，全市组织系统将以
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为重点，深化拓展“基础工作
年”主题活动，统筹推进高素
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提升
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更加科学
有效聚才用才兴才等工作，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
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

其 中 ，将 着 力 聚 焦“ 四 个 意
识”，突出抓好政治建设这一
根本；聚焦“理论武装”，坚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教育引领党员干
部；聚焦“选优配强”，扎实推
进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
设；聚焦“严管厚爱”，营造想
干事、能干事、干净干事的制
度环境；聚焦“固本强基”，提
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聚焦

“牵头抓总”，以更大力度聚才
用才兴才。

（常组宣 谢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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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幸福树硕果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照
明处获悉，经过面向全社会的
征集和专家的评选，常州城市
照明“小桔灯”形象 LOGO 昨
天正式向市民公布，就是大家
眼前这个萌萌的橘黄色小外星
人。

记者看到，当选的这个形
象以橘黄色的布料底纹作为基
底，造型圆润而极富亲切感。
以外星人作为造型基础体现创
新的理念和科技感，随着表情
变化形状的触角给与小桔灯生
命力。整个小桔灯形象作为发
光体，象征着打破黑暗释放光
明的寓意，使其作为明灯，为黑
暗中的人们送去光明。

据了解，“小桔灯”品牌名

称的灵感来自于著名作家冰心
的名篇《小桔灯》，这个品牌的
含义在于小桔灯有亮度，它播
撒光明，照耀前路，是一盏用心
服务的奉献之灯；小桔灯有温
度，它传承文化，美化城市，是
一盏温暖情怀的人文之灯；小
桔灯有深度，它绿色智慧，匠心
追求，是一盏与时俱进的创新
之灯。

近年来，根据新形势、新发
展的需要，常州城市照明进一
步丰富企业文化理念内涵，创
建“用心、创新、温馨”的“小桔
灯”精神，同时面向全社会征集

“小桔灯”形象 LOGO 设计。
经过广泛征集，共收到 LOGO
设计投稿 72 个。经层层筛选，

最终确定当选作品 1 个，入围
作品5个。

（史庭佳 汤怡晨）

常州城市照明形象LOGO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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