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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纪
委了解到，近日我市在全省率
先出台《常州市河长制工作问
责办法（试行）》，明确在河长制
工作中“问谁责、为何问、问什
么、谁来问”等问责机制，进一
步强化各级河长解决复杂水问
题、维护河湖健康生命的履职
意识，切实完善水治理体系、保
障水安全。

据了解，该《问责办法》共
有5章20条，分为总则、问责情
形、问责方式及适用、问责程序
及结果运用、附则。《问责办法》
适用于常州市承担河长制工作
任务的各级党组织和党政领导
干部，由纪检监察等部门提出
问责建议，由有管理权限的党
组织、部门（单位）作出问责决
定并向纪委、监委报送处理结
果，问责结果与考核评优挂钩。

根据《问责办法》，在发现河
长制工作中存在三大类18种失
职失责情形时，纪检监察机关或
其他相关部门（单位）根据问责
情形提出问责建议。三大类情
形是指：对河长制工作不重视、
不作为、慢作为，如未按照要求
建立河长制组织架构，分级明确

责任和分解任务的，未完成河长
制年度考核内容、阶段性任务；
河长制制度执行不到位、工作不
扎实、管理不完善，如未全面掌
握辖区内河湖管理状况，发生水
环境、河湖资源损害责任事故造
成较大影响的；在推进河长制工
作中决策失误、执行不力、处置
不当，如对所辖河湖水环境、河
湖资源突出问题长期整治不力
的，未及时发现水环境、河湖资
源保护违法违规以及重大违章
等问题。

据悉，根据《问责办法》，主
要对河长在履责中存在的三大
类 18 种情形之一的就要进行
问责，问责方式将包括责令作
出书面检查通报、停职检查、引
咎辞职、免职等方式，并依据情
节较轻、较重、严重等不同情
况，分别采取不同的问责力度，
涉嫌犯罪的移送监察机关依法
处理。 （常纪宣 董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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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常州入了梅，
但是雨水却很少光顾，反
倒是高温晴热不断，仿佛
已经到了三伏天。刚刚过
去的周末以晴天为主，昨
天 常 州 更 是 迎 来 一 轮 暴
晒，最高气温达到 36℃，是
入 梅 以 来 的 第 一 个 高 温
天。

根据市气象台统计资
料显示，昨天常州、金坛、
溧 阳 的 最 高 气 温 分 别 为
36℃ 、35.3℃ 、36.5℃ 。 市
气象台说，今天和明天，气
温将不断升高，虽说雨水
不多，但由于湿度大，会有
明显的潮湿闷热感觉，今
天的最高气温，可能冲击
37℃!

有人说，气温这么高，
常州是不是要出梅了？其
实气象意义上的出梅，通
常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
是副热带高压完全控制南
方，出现持续性、大范围的
高温酷暑天气；二是中高
纬度冷空气阻塞，使冷空
气不能输送到南方。目前
来看，这两个条件都没有
达到，所以常州一时半会
儿不能出梅。

本周四夜间开始，副
热带高压会逐渐减弱，北
方冷空气也会趁机南下，
两者交汇产生的梅雨带又
会影响到常州，到时候常
州又将会出现比较强的降
雨过程。 一只

今天或迎
37℃高温

本报讯 记者从市老龄办
获悉，日前，市老龄办启动老年
人 防 失 智 宣 教 项 目 ，计 划 于
2018年 7 月至 2019年 6 月在新
北、天宁、钟楼三个区实施。

为了有效应对老年人易发
生记忆衰退、语言等功能受损、
学习技能下降等认知障碍，根据

实施计划，专业社会组织将深入
新北、天宁、钟楼356个社区、村
开展入户关爱陪伴，在各镇、街
道和养老机构开展预防认知障
碍知识讲座、教授健脑手指操，
并培训一批活动志愿者。

该项目预计将惠及市区 34
万老年人。 （陆峰 吴燕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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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下午 1 点 55
分，随着深航 ZH9293 常州-长
春航班的顺利起飞，一群活泼可
爱的“汪星人”也开启了他们的
单独飞行之旅。据悉，这是常州
机场首次推出专门针对宠物单
独坐飞机的“萌宠运输”服务。

以 往 宠 物 要 在 常 州 机 场
“打飞的”，必须以随机托运的
形式，与主人一起搭乘同一班
飞机到达目的地。不过，随着
饲养宠物的市民越来越多，宠
物运输服务的需求也不断上
升。为此，常州机场积极对接
航空公司，争取航空活体运输
资质，切实满足客户多样化需
求。也因此，才推出了宠物单
独搭乘飞机的货运托运方式。

目前，常州机场开通的“萌
宠运输”业务，可以将宠物单独
送往西南地区（成都、重庆、昆
明、贵阳）、东北地区（长春、哈

尔滨、大连、沈阳）、华南地区
（深圳、广州、南宁）以及福州、
海口等航线。

考虑到宠物空运安全要求
高、风险较大，常州机场认真梳
理制订活体运输相关流程和制
度，完善活体动物进出港运输
操作要求，并邀请航空公司人
员进行了专项培训，确保宠物
运输安全。此外还在进港库区
门口为宠物们搭建了“宠物之
家”小屋，为宠物提供更好的暂
存环境。

据介绍，有宠物运输需求
的市民，需要提供检验检疫部
门出具的《出县境动物检疫合
格证明》；如果是委托物流公司
进行运送，还需和该公司签订

《宠物托运安全承诺书》等。飞
机飞抵目的地，落地后 30 分钟
即可提取宠物，方便快捷。

（常机宣 马静 图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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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市老龄办获
悉，由常州市文明办、妇联和老
龄办主办的福寿杯·2018 常州
市第三届中老年才艺大赛于 24
日拉开帷幕。

本届中老年才艺大赛的活
动主题为：感知生命，绽放人
生。赛事由福寿园国际集团·
栖凤山国际人文陵园承办，常
州市老龄协会和常州市老年大
学联谊会协办。比赛包括展示

类、表演类 2 大类 12 个项目。
活动从今年 6 月持续至 10 月，
分比赛、展示、表演等共计 20
场次进行，旨在通过一系列的
才艺比赛、展示、表演，集中展
现常州市中老年人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

当天的启动仪式上，来自常
州市的十余支中老年文艺团体
献上了精彩的文艺表演。

（陆峰 吴燕翎 图文报道）

我市第三届中老年才艺大赛启动

展现中老年人精神风貌

本报讯 6 月 25 日上午，在
查家湾开园一个月之后，天宁区

“乡村振兴学堂”在查家湾揭
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周昌明
出席活动并为学堂揭牌。

天宁区“乡村振兴学堂”主
要包涵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
围绕农村产业发展，讲授现代产
业发展理念和组织方式，讲授推
动资本、技术、人才等向农业农
村流动，进行“一二三产”深度融
合与发展；二是将生态治理与美
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讲授如何
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
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
活方式，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新
农村；三是围绕如何增强乡村振
兴动力和活力，讲授怎样将一个
村的乡风文明打造出来，推广出

去，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
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四是围
绕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
核心引领作用，讲授如何凝心聚
力，发挥群众议事会的作用，增
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村级集体
组织的核心力和创造力；五是围
绕聚焦富民，讲授如何采取多元
方式，找到更有效的富民路径，
共同把富民这篇文章做得更好。

在师资方面，既有来自高
校、党校的知名学者和教授，也
有村里德高望重的乡贤、能人，
请他们来传授经验；服务团以村
里党员群众为主，主要提供导
览、讲解、便民等志愿服务。通
过学者讲、能人带、百姓议等形
式，全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天
宁落地生根，把“乡村振兴学堂”

打造成为可复制、可推广、可借
鉴的基层党建新样板。

2017年，查家湾村通过生态
林果专业合作社的示范带头作
用，积极引导村民、经纪人加入
到翠冠梨的销售中来，借助网络
销售平台，打通销售渠道。2017
年，全村人均年收入达 3.28 万
元，同比增长17%。

揭牌当天的第一讲，由全国
美丽乡村示范点——浙江省安
吉县递铺街道鲁家村党支部书
记朱仁斌与大家分享了《做好产
业融合 实现乡村振兴》。2011
年前，鲁家村是安吉县最贫困的
村，村里每年的集体经济收入仅
有 1.8 万元，实施美丽乡村建设
以来，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胡艳）

天宁区

“乡村振兴学堂”在查家湾揭牌

宠物的包装也需要符合航空公司的准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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