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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我市
在局前街小学召开全市文明
校园创建现场推进会，总结交
流我市文明校园创建经验，安
排部署我市新时代文明校园
创建工作。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科教城党工委书记、市文
明委主任徐光辉出席会议并
讲话。

徐光辉要求，要着眼培育
时代新人，切实增强文明校园
创建工作的行动自觉，在青少
年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是引导青少年投身
实现伟大梦想征程的战略工
程，是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的铸魂工程，是
建设人民满意、全国领先的全
域文明城市的基础工程；要聚
焦立德树人任务，准确把握文
明校园创建工作的重点内容，
坚持把引导学生立心铸魂作
为首要任务，坚持把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坚持
把传承中华文化基因贯穿创
建始终；要构建全员参与格

局，不断拓展文明校园创建工
作的深度广度，克服行政化倾
向，突出“群众性”这个关键，
克服表面化倾向，突出“内涵
性”这个要点，克服短期化倾
向，突出“长远性”这个要求，
强化校社联动，强化统筹推
进，充分调动学校和社会各方
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共同打造
平安和谐、健康清朗、整洁优
美的校园。

徐光辉强调，深化文明校
园创建工作，事关强富美高新
常州的建设，事关青少年健康
成长，事关民族未来，大家要
携起手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以文
明校园创建的新成效，助力青
少年成长成才，努力造就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新一代常州
人，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
列，建设强富美高新常州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推进会上，参会人员首先
观摩了局前街小学的十岁成
长仪式，对全市目前唯一的全

国文明校园——局前街小学
进行实地考察学习。天宁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天宁区文
明校园创建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总体情况；局小、二中、二十
四中和钟楼区文教局的相关
负责人也作了交流发言，从不
同角度介绍了开展文明校园
创建的做法和体会。局小的
孩子们还向全市发出“我是新

时代好少年”的倡议。市教育
局对 2016~2018 年度市级文
明校园评选工作进行部署。

据了解，今年，市文明办、
教育局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我为校园文明代言”主题活
动。“我为校园文明代言”网络
互动程序也在昨天的推进会
中正式上线。
（文明 郑雨露 文 朱臻 摄）

全市文明校园创建现场推进会部署新时代文明校园创建工作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
园林部门获悉，本周末凤凰
公园杜鹃花进入盛花期，紫
荆公园的月季也已经初开。

据了解，中国杜鹃精品
邀请展暨首届常州市杜鹃花
展目前正在凤凰公园举行，
公园内的杜鹃正处于盛花
期，花团锦簇的犹如一团闪
耀的霞锦，一片一片绽放在
公园里，诱惑着游客那一双
双探寻美的眼睛。除凤凰公
园外，市民在不少小区、公园
和街边绿地都能看见盛放的
杜鹃。

此外，紫荆公园的月季
花已开始步入初花期，丰花月
季、微型月季已经有一成开
花，如矮仙女、欢笑、国际先驱
论坛报等；藤本月季已零星绽

放，虽不如大花月季那么大而
娇艳，但朵朵小花缀满枝头，
姹紫嫣红地竞相绽放，也别有
一番韵味；国际园的玫瑰已有
少量开花；大花月季已有两成
开始露色，预计从下周开始，
一些早品种将陆续初放。值
得关注的是，目前紫荆公园内
的古老月季正值盛花期，长廊
内的花瀑将给你以震撼的感
觉，这些古老月季花期不长，
一年只此一季，要欣赏的市民
可要抓紧时间了，错过可要再
等一年。

东坡公园的牡丹现在可
观赏的主要是黄色系晚花品
种海黄、金阁。这里的芍药
已含苞待放，预计下周会有
少量开放。

（席志华 汤怡晨 文摄）

紫荆公园内的古老月季正值盛花期，一年只此一季

杜鹃花满城，月季花初开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
地税局获悉，截止到目前，
我市共受理2017年度年所
得12万元以上自行申报纳
税人92226人，同比增幅近
35.5%，这也反映了我市聚
焦富民成效明显。

完成年收入12
万元以上个所税申
报的超9.2万人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
规定，上年度的个人所得如
达到或超过12万元，无论是
否已足额缴纳了税款，均应
在次年3月31日前对上年度
所得进行申报。

据市地税部门的统计
数据显示，2016年度“年所
得12万以上”这一群体中，
我市有68107名市民自行
报 税 ，2017 年 度 攀 升 到
92226名市民自行报税，比
上年增加24119人，增长近
35.5%。

制 造 业 从 业 者
的申报人数依旧稳
居首位

从行业分布来看，我市
年收入12万元以上申报人
数最多的行业为制造业，申
报人数达到18522人；其后
分别为金融业9709人，租赁
与商业服务业2544人，批发
与零售业2448人，房地产业

1846人。
值得注意的是，我市制

造业多年来一直稳居申报
人数首位，且此次申报人
数比上一年度增幅达14%
左右，说明我市实体经济
发展有力。同时，房地产
业在走低多年后再次进入
前五的行列，这也从侧面
印证了我市楼市回暖的市
场表现。

工 资 薪 金 依 旧
是申报者收入来源
的“大头”

从2017年度的12万元
申报数据看，工资薪金是申
报人次最多的项目，也是申
报者最主要收入来源。我
市工薪申报人数达85336
人，同比增加22046人，增幅
34.8%左右。据统计，此次
申报中，工薪应纳税额达
24.64亿元，同比增加4.82亿
元，增幅近24.3%。

劳动报酬的申报人数
则次之，达10436人，同比
增加83.1%左右。位居第三
的主要是利息、股息、红利
所得，共有7296人申报。记
者注意到，此次还有1490人
申报了偶然所得项目，同比
去年增加889人。据悉，偶
然所得主要指的是个人得
奖、中奖、中彩以及其他偶
然性质的所得收入。

（曹扬 马静）

9.2万人完成去年收入超12万元个税申报

制造业申报人数依旧居首

本报讯 昨天，常州晚报记者
从市社保部门获悉，为加快推进
电子社保卡的全面应用，方便广
大参保人员通过移动互联网便捷
挂号、缴费、配药，市人社局联合
市卫计委、市食药监局以常州人
社 APP 为载体，以就医配药为主
题服务的移动互联网惠民服务平
台已于近日开始上线试运行。

由于系统建设涉及 1000 余
家市本级社保统筹区定点医疗机
构、药店，涉及“人脸识别”“条形
码”“二维码”“电子签章”等多种
新技术的应用，为积极稳妥推进
该项工作，系统采用分步上线的
方式有序实施。

第一阶段：小范围接入试运
行。系统开始上线试运行，共接
入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常州市
第七人民医院两家医疗机构，接
入常州市翠竹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第一店，以及恒泰人民（江苏）
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常州人民路
店、常州和平路店、戚墅堰店、勤
业店、奥园店、河海店、延陵店、中
吴店、局前街二店，共 10 家连锁
药店。

第二阶段：大范围接入试运
行。5 月份，完成市三级医疗机
构全面接入，完成新北区、钟楼区
各社区服务中心接入，完成恒泰
连锁药店全面接入。由于天宁区
基卫信息系统正在进行整体升
级，天宁区各社区服务中心暂不
具备大范围接入条件。

第三阶段：正式上线运行。
7月1日，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年
内计划完成市本级社保统筹区
80%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
的接入工作。

常州人社 APP 目前仅提供
安卓版，用户可通过扫描二维码
下载使用。本月月底前安卓和苹
果两个版本将可分别在华为市
场、苹果 STORE下载使用。

目前，系统医保移动支付功
能仅限于市本级社保统筹区参保
人员使用，武进区、金坛区、溧阳
市的接入工作按市政府统建全市
金保工程信息系统的要求逐步实
施，计划于2020年底前完成。

本次系统同步上线试运行的
功能还有人力资源市场求职应
聘、社会保障卡、社保信息查询、
就业信息查询等服务内容。

市人社局提醒：由于系统尚
处于试运行阶段，使用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敬请广大市民给予充分
理 解 和 支 持 ，业 务 咨 询 电 话 ：
12333。

（常人社 吕洪涛）

7月1日，该系统正式上线

我市医保
APP移动支付
小范围试运行

在局前街小学的十岁成长仪式上，老师为学生带上象征成
长的帽子。

凤凰公园的杜鹃花展正在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