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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开
展我市“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
传活动，近日，由市文明办、市教
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
主办的“新时代常州好少年”推
选宣传工作正式启动。

据悉，推荐人选年龄范围原
则上为 6-18 岁，需“从小立志
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爱

祖国，自强自立、创新创造，积极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
孝敬、友善、节俭、诚信等传统美
德，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自觉践行科学健康文明向上的
生活方式”。全市推选每两个月
进行一次，每次确定 3 名左右

“新时代常州好少年”典型，各
地、各校评选的美德少年、最美
少年、孝心少年、龙城好少年等
可优先推荐。

记者了解到，“新时代常州
好少年”推选采取学生自荐、同

学互荐，以及老师、家长和社会
推荐等方式进行，再由辖市（区）
文明办、教育局、团委、妇联、关
工委对本地候选人的基本情况、
主要事迹等审核把关。当选“新
时代常州好少年”后，市文明办、
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
工委将向当选的“新时代常州好
少年”颁发入选纪念证书和奖
杯，“新时代常州好少年”入选者
将作为全省、全国“新时代好少
年”典型优先推荐对象。

（文明 郑雨露）

我市启动“新时代常州好少年”推选工作

今年将产生约18名“新时代常州好少年”

节后两天太阳一直“消极怠
工”，天空整日阴沉沉的，纵然气
温较之前有所回升，但是冬日里
晒不到太阳，体感还是冷的，连
带着人的心情也多了份沮丧。然
而雪上加霜的是，太阳不肯露面
也就算了，暖湿气流来赶趟，常
州又要下雨了。

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

近两日，我市将迎来新一轮的
降雨天气，雨量小到中等，要到
周日才会渐渐停止。气温方
面，因有暖湿气流支撑，相对比
较平稳，最低温度在（4-5）℃，
最高温度在（7-8）℃。市气象
台说，近期主要以阴雨天气为
主，阳光比较稀缺，湿冷的感觉
可能要伴着我们进入“三九”

了。
眼下，强冷空气的影响进

入尾声，暖湿气流的到来不仅
带来了回暖和降水，也带来了
雾霾。昨日下午，省环境监测
中心启动重污染天气黄色预
警，预计近两日全省空气质量
将持续达中度—重度污染水
平。 尹梦真

（小编聊天）新年第一场雨要来了

本报讯 根据中央、省委
统一部署，昨天上午，市委召
开 2018 年度履行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述职评议考核
会议。市委书记汪泉主持会
议并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
要管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赵金
松和省委组织部相关同志到
会听取述职。市领导丁纯、
蔡骏、张春福、韩九云、陈涛、
曹佳中、周昌明、周斌、方国
强、王家梁、李林出席会议。

会上，辖市区委、常州经
开区党工委、市人社局、市卫
计委、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
公司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
志分别述职。汪泉从基层党
建、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
工作等方面，对每位同志的
履职情况进行了逐一点评。

汪泉就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提升党的建设
质量提出三点要求：一要进
一步加强基层党建，切实增
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要牢固树立“质量是基
层党建工作生命线”的理念，
不断增强“龙城先锋”工程影
响力，不断压紧压实基层党

建工作责任，持续扩大党的
组织和工作覆盖，选优配强
基层带头人队伍，筑牢坚强
战斗堡垒。二要进一步加强
廉政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
纪。要发挥“头雁作用”，形
成“责任链条”，坚持“量质并
举”，用好“四种形态”，高举

“问责利剑”。三要进一步突
出意识形态工作，有效壮大
主流舆论导向，凝聚思想共
识。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
把握正确方向，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
志要坚定自觉站到意识形态
工作第一线，靠前指挥、直接
指导，带头把好方向导向。
各级领导干部要讲党性、敢
担当，不断巩固壮大主流，强
化风险防范，确保阵地可管
可控，有效维护网络安全，真
正把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扛
在肩上。

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各辖市区委书记、纪委
书记、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
长；常州经开区党工委书记、
纪工委书记、党群工作部部
长、组织人事部部长；部分市
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以及基层党员群众代表参加
会议，并进行了现场评议。

（谢韵）

汪泉在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述职评议考核会议上指出

坚持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本报讯 昨天，我市举行今
年首场新闻发布会。市委新闻
发言人、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
主任李信谈 2019 年工作思路，
并答记者问。

今 年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是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
键之年。今年也是站在改革开
放 40 年新起点上推动改革再出
发、开放迈新步的重要一年。刚
刚闭幕的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
全面总结了 2018 年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的成就，部署了今年
的主要目标任务。今年市委市
政府将继续深入贯彻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凝心聚力“种好幸
福树、建好明星城”。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在具体工作中“突出六个重
点”：突出政治建设、突出意识
形态、突出基层党建、突出队伍
建设、突出作风建设、突出廉政
建设。全力以赴“种好幸福树、
建好明星城”包括三个方面工
作。一是塑造高质量工业明星

城市。以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
为重点，牢牢把握“技术先进、
两 化 融 合、制 造 智 能、价 值 高
端、模式创新、品牌响亮、自主
可控”的要求，加快推进常州制
造向常州创造转变、常州速度
向常州质量转变、常州产品向
常州品牌转变，努力把常州塑造
成“拥有一大批竞争力强、特色
鲜明的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先进
制造业集群和名牌企业名牌产
品，常州质量和常州制造具有广
泛影响力”的工业明星城市。二
是塑造高质量旅游明星城市。
全力打响“文化名城、乐园之都、
度假胜地、食美常州”四大品牌，
以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为抓手，
挖掘历史人文底蕴，彰显山水田
园特色，大力推动“旅游+”“+旅
游”双向融合创新，促进旅游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常州建成更
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三是
塑造高质量管理明星城市。以
提高城市管理质量和效益为重
点，不断创优政务管理、城市管
理、企业管理、社会治理和提升
文明形象。

新闻发布会还围绕全市“重
大项目攻坚年”和全市党风廉政
建设等进行了问答。据悉，我市
已连续五年开展重大项目主题
年活动，取得显著成效。今年，
市委、市政府将在规模总量、质
量效益、建设速度、平台载体、服
务管理五个方面组织动员全市
上下集中精力和资源要素，全力
打赢重大项目攻坚战。我市将
围绕八个方面深入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一是坚
持“两个维护”提高政治站位优
化政治生态；二是坚持蹄疾步
稳 持 续 深 化 纪 检 监 察 体 制 改
革；三是坚持把监督挺在前面
压紧压实“两个责任”；四是坚
持标本兼治巩固发展反腐败斗
争压倒性胜利；五是坚持注重
实效深入推进巡视整改和政治
巡察；六是坚持人民立场加强
作 风 建 设 和 整 治 群 众 身 边 腐
败；七是坚持问题导向为打赢

“三大攻坚战”提供纪律保障；
八是坚持严管厚爱加强纪检监
察机关和干部队伍建设。

（谢韵）

今年我市首场新闻发布会谈2019年工作思路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凝心聚力“种好幸福树、建好明星城”

本报讯 个税新政从本
月起正式实行，昨日记者从
我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
最近有不少市民打电话咨询
如何申报公积金贷款个税专
项附加扣除，以及申报材料
去哪里出具等问题。

根据新个税法的相关规
定，从今年 1 月 1 日起，职工
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并
享受首套房贷款利率的，在
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
按每月 1000 元的标准进行
扣除。扣除期限自公积金贷
款合同约定开始还款的当月
至贷款全部归还或贷款合同
终止的当月，最长不得超过
240 个月。据悉，职工在进
行申报时，需填写住房权属
信息、住房坐落地址、贷款方
式、贷款银行、贷款合同编
号、贷款期限、首次还款日期
等信息，还需留存住房贷款
合同、贷款还款支出凭证等
备查材料。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为方便我市职工
办理个税抵扣申报，市公积
金中心提前调整了还款流水

账打印格式，增添了申报材
料中所需要的相关住房和贷
款等信息，实现了申报信息
查询和凭证功能二合一。目
前，该项功能已成功上线，有
需要的职工可以通过登录

“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网站的个人网上服务厅，
在“出具证明-还贷明细证
明”栏目中查找打印。

记者了解到，自元旦以
来，前往办理公积金提取业
务的职工不少，特别是最近
租房提取、按年还商贷提取
业务量超日常业务量近 50
倍。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最近服务大厅
内职工排队等候时间较长，
公积金网上服务厅等网上
业务服务渠道的审批和支
付时间也有所延时，租房和
按年提取还商贷线上审批
时间预计超过 3 个工作日。
该中心工作人员提醒，职工
可适当调整去业务大厅的
时间，在网上办理公积金业
务的职工，也请耐心等候审
批结果。

（周翔 马静）

公积金贷款还款明细

已新添抵扣个税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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