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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第三条：车让行人
不乱停

受访者：金坛区交警大队
秩序中队指导员陆旭东

“我觉得，建文明城做文
明人，‘礼’是一个很重要的内
涵。文明行车、礼让行人，我
们可以把每一次道路上的相
遇都变成温馨的礼遇，共同打
造有温度的斑马线。同时，大
家自觉遵守停车管理规定，有

序停放、分类停放、顺向停放，
让城市道路更加通畅。”陆旭
东表达了自己对这条公约内
容的理解。

结合自己的工作，陆旭东
表示，现在常州在礼让行人方
面实施了很多新举措，严格执
法后，文明行车和礼让行人的
情况有好转，市民的守法意识
也比以前有提高，“但我们发现
有摄像头和没摄像头之间还是

有很大差别的，我不希望这些
提升的素质是通过罚款罚出来
的，而是市民发自内心去遵守
交通规则的行为自觉”。

陆旭东还特别提到，“车
让行人不乱停”中的“车”不仅
仅是指机动车，也包括非机动
车，很多非机动车在停车时都
以“停一下就走”“我车小不挡
道”等为借口乱停车，其实这
就是影响了他人的通行权力。

“车辆无论是在城市的街
道上还是小区内，停车时都应
该按照车不出线、线内停车的
基本要求。除此以外，就机动
车而言，还应该强调做到不随
意变道、不加塞抢行等。”赵旭
东说。 文明 郑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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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礼”为先，打造有温度的斑马线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三次会
议，首次就“一号议案”办理情况
开展专题询问，这也是本届市人
大常委会在今年举行的第三次
专题询问。市人大常委会常务
副主任白云萍，副主任陈建国、
盛建良、蒋自平和秘书长高宏华
出席会议。

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期
间，陈伟斌等23名代表联名提出
了“关于因地制宜推广村庄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全面开展村庄生
活污水处理的议案”，被列为今年
市人大“一号议案”，交由市人大
常委会在闭会后进行审议和督
办。议案提出后，市政府高度重
视，把“一号议案”作为农村水环
境治理及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重
要抓手。市政府制定了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明确了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的工作目标、重点措施和进
度安排。到2020年，我市规划发
展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
要达到 90%以上，太湖流域一、
二级保护区内村庄污水要全收
集、全处理，并建立村庄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运行保障机制，既有村
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率达

80%以上，太湖流域一、二级保护
区既有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
行率达90%以上。照此目标，到
2020 年我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要覆盖共计1945个村庄，目前全
市累计已完成 1100 个规划发展
村庄治理任务。

本次会议以联组会议形式，
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办理市十六届
人大二次会议“关于因地制宜推
广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面
开展村庄生活污水处理的议案”
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们分别围绕我市已采取了哪些针
对性措施来确保完成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工作目标，我市是如何选
择有效的村庄生活污水处理方法
的，我市规划发展村是如何定义
遴选及村庄污水处理是怎样考虑
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有哪些针
对性的扶持政策等提出了询问。

副市长李林，各辖市、区政府
及市发改委、建设局、农委、环保
局、规划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到
会应询，并回答了大家的询问。

市监察委、市中级人民法
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
和部分市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蒋逸琦 谢韵）

市人大常委会首次对“一号议案”进行专题询问

聚焦村庄生活污水处理

本报讯 昨天，市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三次会
议，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委
托，常务副主任白云萍主持会
议，副主任陈建国、盛建良、蒋
自平和秘书长高宏华出席会
议。会议应到委员 38 人，实
到33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审议了《关于常州市
2018 年 1-9 月份预算执行情
况及市本级支出预算调整方
案 的 报 告》，审 查 和 批 准 了
2018 年市本级支出预算调整
方案。今年以来，我市财政收
入稳步提升。1-9 月，全市完
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15.2亿
元，同比增长 11.7%，增幅列
全省第 4 位，税收占比 90%，
列全省第 2 位。财政支出结
构不断优化。1-9 月，全市完
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56.4亿
元 ，同 期 增 长 3.7% ，一 批 市
委、市政府确定的重大改革、
重要政策和重点项目及民生
工程顺利实施。

会议审议了《关于常州市
2018 年市级政府投资计划调
整方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
了 2018 年市级政府投资计划
调整方案。据了解，这是市人
大常委会根据监督法和我市

计划审查监督办法的相关要
求，首次开展关于政府投资项
目计划调整方案的审查。

会议审议通过了《常州市
人大常委会关于审计查出问题
整改工作监督办法》。会议要
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
彻落实办法，对审计查出问题
整改坚持标本兼治，明确主体
责任，严格程序规范；各级人大
及其常委会要适时运用专项视
察、调研、专题询问和满意度测
评等方式开展跟踪监督，确保
整改工作落实到位、问题解决
到位、责任追究到位，切实增强
审计监督实效。

会议审议了市十六届人
大二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据了
解，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期
间及闭会后，市人大代表共提
出议案建议 221 件，其中政府
系统共承办 201 件（含人大议
案），占交办总数的 91%。经
过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认真
办理，200 件建议都在规定时
间内按要求完成答复，代表反
馈率为 100%，代表对办理工
作表示满意的占95.9%。

会议审议了市十六届人
大二次会议“关于因地制宜推

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
面开展村庄生活污水处理”的
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并开展
了专题询问。

会议审议了常州市与澳
大利亚温德姆市、以色列内坦
亚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的报
告，并作出《关于同意常州市
与澳大利亚温德姆市和以色
列内坦亚市缔结友好城市关
系的决定》。

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任
免案。根据省委有关人事安排
和市委文件通知精神，会议决
定接受史志军同志辞去常州市
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张屹同
志辞去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职务的请求；任命马荣同志
为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
决定马荣同志代理常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院长职务。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曹
佳中，市政府副市长李林，市
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市中级
人民法院院长张屹，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葛志军，市政府秘
书长杭勇和市各有关部门，各
辖市区人大常委会、政府负责
同志及部分市人大代表列席
会议。 （蒋逸琦 谢韵）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三次会议

本报讯 昨天，市文明办、市
旅游局通过掌上道德讲堂联合发
布“常州旅游厕所导航”微信小程
序，为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提供
主要景区厕所、热门商圈厕所的
精确定位和导航服务。扫一扫这
个小程序，即可进入导航。

本次活动作为 2018 年常州
文明旅游主题宣传活动之一，在
全省属首创，一方面从问题源头
减少旅游不文明行为的发生，提
高社会文明程度；另一方面优化
旅游体验、提升旅游品质，推动

“厕所革命”有效落地，打造近悦
远来的旅游明星城市。

据统计，我市各类游览点内
共有旅游厕所 500 余座，按照出
入口、重要节点、游客休憩处全

覆盖，其他区域按需设置的要
求，结合各自游客量和游客容
量，合理布局、建设旅游厕所。
近年共新建、改造了 100 余座城
市旅游厕所，还在周边街道设置
厕所指引标志，方便游客寻找使
用，并全部实行免费开放。

据悉，在新的“厕所革命”三
年行动中，我市还将新建、改扩
建旅游厕所 200 余座，计划总投
资7000余万元。 （文明 谢韵）

我市发布
全省首个“旅游厕所导航”

11 月的第一天，天气依旧晴
好。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年秋天
的冷空气很“温柔”，天气也是比
较温暖的？今年 10 月下旬和往
年相比，气温偏高，而且降水也
偏少。10月下旬，常州的降水量
较常年偏少 30%左右，天气有些
干燥。不过，本周日开始，由于
冷空气影响，降雨会再次来临。

最近，台风“玉兔”很活跃。
根据气象资料显示，“玉兔”将以
热带低压或一个残涡的形式登

陆台湾西部。随着玉兔的东南
水汽上岸，福建、台湾以及粤东
沿海从11月1日起将陆续有雨。

已经到了 11 月，还有台风
来，这就是“秋台风”。所谓的秋
台风，一般是指九月以后生成的
台风。区别于“夏台风”，“秋台
风”移动路径偏南，也更容易对
农业带来影响。虽然往年也有

“秋台风”，但是今年11月还有台
风，确实非常罕见。

一只

11月的第一天，晴好开场

本报讯 10月31日，天宁
区劳动东路南侧、雕庄路西侧
地块进行网络竞拍，该地块为
教育用地。最终，常州市正衡
中 学 以 1.23 亿 元 竞 得 该 地
块。记者从雕庄街道办事处
获悉，地块将作为移址新建的
正衡中学总部。

该地块位于劳动东路南

侧，友谊路东侧，光华路北侧，
雕庄路西侧，占地 6.4 万平方
米。

2013 年，天宁区教育文
体局与二十四中、市实验初
中、正衡中学签署第一轮集团
一体化办学协议。其中，正衡
中学与雕庄中学组建正衡中
学教育集团，实施一体化办

学。此后，雕庄中学更名为
“正衡中学天宁分校”，这是目
前雕庄街道唯一一所公办中
学。

据了解，“正衡中学天宁
分校”将迁至新正衡的旁边，
成为邻居。

（凃 贤 平 黄 洁 璐 夏 婵
婵 杜明）

正衡中学总部将迁到雕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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