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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市第二个学习日为8月8日，本次学习日的主题是：点赞中国之治，坚定制度自信。

本报讯 今年是我市连续
第三年举办“政府开放日”活
动，市民代表们列席市政府全
体（扩大）会议，了解政府工
作，提出意见建议。4 日下
午，市长陈金虎在市行政中心
看望了 14 位应邀列席会议的
市民代表，并与他们进行交
流。市政府秘书长杭勇参加
活动。

陈金虎欢迎各位市民代
表列席会议，并简要介绍了上
半 年 我 市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情
况。他指出，常州取得的成
绩，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全力
支持和参与。当前，常州正在
编制“十四五”规划，这对于常

州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希望市民朋友们继续
支持参与政府工作，多提宝贵
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一起
把常州未来发展的目标定好、
路径选好、措施做实，让常州
的明天越来越美好。

王璇是红梅街道办事处
团工委书记、党政办副主任，
第一次参加市政府全体（扩
大）会议，她十分激动。“这个
活动，拉近了我们普通百姓与
政府之间的距离，也让我更清
楚地了解到政府在做什么，让
我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更有信
心。”她表示，将在自己的岗位
上继续奋斗，为常州“五大明

星城”建设贡献力量。
新北区奔牛实验小学的语

文老师李倩云对市长陈金虎说
的那句“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
城市为人民”印象深刻。她说，

“政府开放日”活动提高了政府
工作的透明度，越来越贴近百
姓、贴近民生。会后，她会把会
议精神带回去，与同事们一起
努力，为常州的教育事业发展
添砖加瓦。

其他列席会议的市民代
表也表示，要更多地参与政府
工作和城市建设，在各自行业
做出新业绩，为常州经济社会
高 质 量 发 展 贡 献 自 己 的 力
量。 （宛新）

我市连续3年举办“政府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 4 日下午，市政
府召开全体（扩大）会议暨廉
政工作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廉政
工作会议、省委十三届八次全
会、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十
二届十次全会精神，总结上半
年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加
强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以
更有力举措、更严实作风，确
保完成全年重点目标任务，奋
力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走 在 前
列。市长陈金虎出席会议并
讲话。

陈金虎指出，今年以来，
全市上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攻坚克难、
化危为机，疫情防控取得重大
战略成果，经济运行呈现企稳
回升、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下半年，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省和市委部署要
求，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强力推进“五
大明星城”建设，打造美丽江
苏“常州样板”，确保高水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圆满收官。重点做好九
方面工作：一要毫不松懈抓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二要千方百
计稳增长促发展；三要精准施
策保市场主体；四要加快培育
发展新动能；五要扎实推进城
乡融合发展；六要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七要切实保障
和改善民生；八要深入推进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九要科学编
制“十四五”规划。

陈金虎强调，下半年，政
府系统要按照中央、省、市有
关部署，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推向深入，为夺取
“双胜利”提供坚强保证。要
进一步营造鼓励争先、比学赶
超的氛围，强化创新意识、精
品意识和制度意识，真正把担
当作为体现在积极履职尽责
上、体现在练就过硬本领上、
体现在抢抓政策机遇上，切实
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驰而不
息纠“四风”、坚持不懈反腐
败、厉行节约过紧日子。

溧阳市、武进区、市发改
委、财政局在会上作交流发
言。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张春福应邀出席
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梁一波主持会议，副市长杜荣
良、李林、许峥、陈正春、杨芬
和市政府秘书长杭勇出席会
议。 （宛新）

市政府召开全体（扩大）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

以更有力举措更严实作风
确保完成全年重点目标任务

本报讯 4 日下午，我市召开
全市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市长陈
金虎在会上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全省疫情防
控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压实“四
方责任”，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全力
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奋
力夺取“双胜利”。

陈金虎指出，当前我市疫情防
控面临新的挑战。要时刻绷紧疫
情防控这根弦，压实各级政府和领
导干部的属地管理责任，确保指挥
体系畅通高效，做到管理体系精准
闭环，提高保障体系战备能力。要
继续发挥部门分工负责、协作联动
机制，压实部门监管责任，重点抓

好严防污染食品传播风险、严守医
疗机构安全底线、严控公共场所人
群聚集三方面工作。

陈金虎强调，全市各级机关和
各类企事业单位、公共场所经营管
理单位要压实单位主体责任，确保
疫情防控有科学的防护指南、有规
范的防控管理制度、有严格的异常
处置安排。各类媒体要持续开展
常态化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压实个
人自我防护责任，引导广大市民慎
重安排夏季出行、坚持随身携带口
罩、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做好自我
健康监测，营造全社会共同防疫的
浓厚氛围。

市领导张春福、梁一波、杜荣良、
李林、许峥、陈正春、杨芬和市政府秘
书长杭勇出席会议。

（宛新）

我市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压实“四方责任”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本报讯 近日，省级智能制造
产业学院阀门学院在常州工学院
揭牌成立。

揭牌仪式上，常州工学院与江
苏诚功阀门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校
企共建协议。据悉，智能制造产业
学院阀门学院将致力于阀门数字
研发、数字工艺、数字车间、数字工
厂、数字质量及智慧运营的新型管

理模式的创新和发展，集聚高校、
企业和行业的资源，提升服务地方
发展能力，为常州“五大明星城”建
设提供重要支撑。同时，为江苏省
乃至全国阀门行业智能制造产业
一线培养人才，助推阀门制造领域
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资源共享、
人才培训和创新资源集聚。

（孙悦娟 杨曌）

省级智能制造产业学院阀门学院
落户常工院

本报讯 昨天上午，钟楼区
教育局就“区域进一步推进教
育集团化办学”举行新闻发布
会，在十四五期间，该区将依托

“889”优质教育工程布局战略，
成立8个学前教育集团、8个小
学教育集团、9 个初中教育集
团，实现教育集团化 100%全
覆盖，促进学前教育、义务教育
普惠、公平、优质、均衡发展。

8 个学前教育集团分别
是：原有的鸣珂巷幼儿教育集
团、刘海粟美术幼儿教育集
团、盛菊影幼儿教育集团，新
增阳光幼教集团、五星幼教集
团、邹区幼教集团、钟毓民办
幼教集团、钟惠民办幼教集

团。
8 个小学教育集团分别

是：原有的实小教育集团、觅渡
教育集团、怀德教育集团，新增
西新教育集团、花园教育集团、
五星教育集团、清潭教育集团、
市教科院附小教育集团。

9 个初中教育集团则依
托常州市属优质初中的力量，
将钟楼区的 6 所公办初中分
别纳入相应市属初中集团。
另有 3 所九年一贯制民办学
校纳入相应名校集团。

各教育集团以核心校为
引领，通过规划共建、管理互
促、研训联动、项目共建、质量
同进、文化共育，根据中小学、

幼儿园的办学实际和办学特
色，有选择地采取“一体化”

“联盟式”等多元化办学模式，
以满足各层次学校不同的办
学实际和发展需求，促进区域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惠、公
平、优质、均衡发展。

据了解，从 2017 年起，钟
楼 区 提 出 了“3366”发 展 蓝
图，形成了 3 大学前教育集
团、3 大小学教育集团、6 大教
育联盟、6 个初中合作共同
体，依托集团校、领衔校的文
化、课程、师资等方面，集团化
办学形成“一体化+特色”的
集团联盟发展机制，发展成效
显著。 （孙丹 毛翠娥）

依托“889”优质教育工程布局战略

钟楼实现教育集团化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征兵办
获悉，今年我市的征兵工作目前已
基本完成兵役登记、业务培训、上
站体检等相关程序。

为确保廉洁征兵，防止和纠正
征兵中的不正之风，现公布市县两
级廉洁征兵举报电话，受理群众举
报。

常州市举报电话：67641111
溧阳市举报电话：67641520
金坛区举报电话：67641500
武进区举报电话：67641540
新北区举报电话：67641560
天宁区举报电话：67641580
钟楼区举报电话：67641600

（蒋斌 吕亦菲）

廉洁征兵举报电话公布

昨天上午开始阳光出现得就
有那么一点不稳定，时有时无。
午后开始，风愈发大了，云也逐渐
多了起来，让人嗅到了台风逐渐
逼近的气息。

这次的台风对我市的影响主
要在昨夜和今天凌晨，最新气象
资料显示，今天台风的影响趋于
结束。明天起我市重回副热带高

压的掌控，又将持续一段 35℃以
上的高温天气。持续高温易导致
大气中积聚大量不稳定能量，午
后容易出现局部雷阵雨，可能伴
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届时请大家做好防护。
预计 8-9 日副高减弱南退，雷阵
雨天气概率增大，气温将小幅下
降。 尹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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