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员能不能炒股？
能不能参加“老乡会”？怎么才算

“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中纪委有关负责人回应党纪处分条例
3大热点问题

4类人员不得买卖股票
组织参加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与组织参加老乡、

校友、战友之间的聚会活动不是一回事；正常范围内老乡、
校友、战友聚会不违纪
“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违反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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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将举办第3届文创项目对接会
同时举行首届长三角互联网+产业对接会

本月6日—8日在国际会展中心———

本报讯 2015第3届文化创意项
目（常州）对接会暨首届长三角互联网
+产业对接会，本月6日-8日将在常州
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旨在通过搭建交
流合作平台，对接产业供需信息，促进
常州互联网经济及文化创意产业共同
发展繁荣。

据了解，本届对接会参展企业重点围
绕互联网+文化、互联网+硬件、互联网+
服务等多个领域及其上下游产业链。“开

放、聚合、再生”成为本届对接会的核心。
参展企业大多数都是行业内拥有

领先地位的行业龙头，展示的项目为成

熟的产品或技术，并且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核心技术、成熟商业模式等核心竞
争要素。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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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恒来常参访
台湾文创产业协会理事长

本报讯 昨天，应市委台办邀请，台
湾文化创意产业协会理事长、两岸企业
家紫金山峰会文化创意产业合作推进小
组台湾总召集人、法蓝瓷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陈立恒一行8人，专程来常参观考
察文创产业。市委书记阎立在市行政中
心会见陈立恒一行。

阎立希望加强常台之间文化创意产
业沟通与合作，共同促进两岸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繁荣。

副市长方国强参加会见并陪同陈立
恒一行参观考察运河五号等文创产业。陈
立恒说，运河五号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希望能够进一步深入了解常州文化创意
产业并探讨合作。 !陈士行 黄钰"

坚持严以用权 更好为民服务
市委常委会举行“三严三实”第三专题学习研讨会

本报讯 严以用权是“三严三实”的
重要内容，也是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关
键和基础。昨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围绕
“严以用权”主题，举行“三严三实”第三
专题第二次学习研讨会。

市领导阎立、费高云、戴源、沈斌、张
春福、徐缨、韩九云、徐光辉、张跃、刘伟
出席学习研讨会。

市委书记阎立指出，治国必须治党，

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须管好领导干部
的用权行为。领导干部在行事处事、制定
政策、做出决策时，要做到用权依法、用
权民主、用权透明、用权公正，把手中的
权力放在阳光下透明运行，从而赢得群
众的信任与支持，齐心协力推动经济社
会健康平稳发展。

阎立对全市进一步开展好“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提出意见。他要求全市党员
干部按照从严从实要求，铸就忠诚正直
品格，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与党中央
认识上一致、政治上同心、行动上同步，
当好团结统一的护卫手。把对组织、对人
民的感恩之情，转化为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的高尚精神。按照从严从实要求，认真
列举“问题清单”，把查出的问题当成一
面镜子，明确整改的重点和方向，做到大
问题不放松、小问题不放过、难问题不放
弃，让老百姓看得见、感受得到专题教育
活动的实效。按照从严从实要求，深入开
展党性分析。要认真对照党章规定、廉政
准则和改进作风要求，做老实人、说老实
话、干老实事。按照从严从实要求，确保
专题教育取得实效。全市各级党委（党
组）要把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用好思想建党这个传家
宝，抓严抓实正风肃纪这个关键、党内生
活这个重点、责任落实这个保障，推动专

题教育深入扎实开展，更好凝聚党心民
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市领导戴源、沈斌、张春福、张跃，及
部分辖市区和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分别结
合前阶段各自的学习体会和工作实践，进
行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党的领导干部在
运用手中权力的时候，要时刻绷紧法律
之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同时要接
受权力监督，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
活中，都坚持有事要商量、遇事多商量、
做事必商量的原则，以饱满的政治热情、
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风，赢
得人民长久的拥护和支持。

!马浩剑"

我市气温将回升
明天夜间至6日会有降雨过程

本报讯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由
于南方暖湿气流北抬，明天夜间至6日，
我市将出现一次降雨过程，预计雨量不
大。伴随降雨，我市气温将显著回升，最
高温度超过20℃，预计6日最低气温
17℃，最高气温24℃。据了解，昨天的最
低气温仅8.7℃，这也是入秋以来的最低
气温。

市气象台专家介绍，近期我市可能
出现持续降水过程，7日起北方冷空气还
会南下影响，届时气温将再度下降。

!其相 吴同品"

《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出台
农村改革不能靠单兵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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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大飞机C919首架下线明年首飞
主要参数：基本型混合级158座、全经济舱168座、高密度174座，

标准航程4075公里，增大航程5555公里
研发制造：中国商飞公司浦东基地，22个省份200多家企业36所

高校数十万人员参与研制
市场前景：目前国内外订单数已达517架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作出批示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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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7年研制———

我市收听收看全省党报
党刊发行工作视频会议
本报讯 昨天下午，全省召开

2016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视频
会议，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
出席并讲话。我市设立分会场收听
收看。

会议指出，中央重点党报党刊
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
要思想舆论阵地，各地区各部门各
单位要高度重视新形势下党报党刊
的重要作用，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狠
抓落实，确保党报党刊发行稳定。党
报党刊要主动适应媒体格局和传播

手段的新变化，处理好增量与存量、全
面覆盖与有效传播的关系，优化发行
体制机制，吸引读者、留住受众。

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中宣部
2016年度党报党刊发行暨报刊发行
秩序专项整治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和中
央、省委有关文件要求。各地各相关部
门要严格执行报刊发行规定，对管理
范围内的报刊发行情况进行检查督
导，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加强违规发
行专项整治，全力做好2016年度党报
党刊发行工作。 !宋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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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水质迅速
取得明显好转

我市作出部署———

本报讯 昨天下午，我市召开水环
境质量提升工程推进会，总结分析今年
以来太湖污染防治工作进展，部署下一
阶段水环境质量提升工作。

副市长张耀钢、史志军出席会议并
讲话。

今年以来，我市将年度太湖治理目
标责任书十大类121个项目全部纳入
“生态文明在行动”方案，同时围绕饮用
水安全保障、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面源污
染治理、断面达标整治等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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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一院四级手术占30%多
我市各医院医药价格改革运行平稳

四级手术费提价75%

本报讯 昨天是我市所有城市
公立医院（含驻常部队医院）正式启
动医药价格综合改革第3天，各医
院总体情况平稳。下午，副市长张云
云率物价、人社、财政、卫计委等相
关部门察看市一院、中医院、妇保院
等医院运行情况，要求继续做好改
革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及时研究
解决新情况、新问题。

我市此次城市公立医院医药价
格调整，在现行的5267项中，省统一
上调项目2993项、下调项目275项、
取消项目15项，不调整项目1625项，
下放至市的管理权限325项，市场调
节价34项。通过把降低的药品费用
（加成）转移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
上来，总体不增加患者的医药负担，

各类各级医院之间保持合理差价。
为了确保平稳过渡，各医院做了

大量工作。
记者昨天中午在市儿童医院了解

到，6岁男孩然然因疝气做了微创手
术，医生介绍说这次手术费相比医改
前需多支付400元，而一些检查项目
在调价之前就已做完。

我市城市公立医院医药价格综合
改革，除了各类药品实施零差率销售，
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提高手术费
用”。其中，难度系数高的四级手术费
提价75%；6岁以下儿童的手术费加价
20%。

据统计，市儿童医院2014年共开
展手术3000多台，其中高难度手术超
过150台。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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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郊野公园悄然建成
60个公园绿地遍布城镇

———常州人居环境新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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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早上6点，9岁的骆雨韵就起
床了。穿戴整齐后，她跟着爸爸妈妈从
青枫公园边的家中来到位于新北区春
江镇的新龙生态林。在生态林新建成

开放的东区，她将和500多名市民一
起，参加“2015生态绿城彩虹跑”。

记者随着选手们一起走进这片全
市首个“森林公园”中发现，长林丰草，

野趣丛生，针阔混交林中释
放的负氧离子让漫步其中者
倍感心旷神怡。

新龙生态林负责人、常
州龙城生态建设有限公司总

经理徐晓芬告诉记者，除了这片东部
休闲密林区，新龙生态林还包括核心
秀水山林区、西部原始森林区，总占地
540公顷，东西长9.7公里，是横亘在常
州北部的一片巨大“绿肺”。

2013年380亩启动区开放以来，
这里每天都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赏
绿。居住在春江镇的朱阿姨告诉记
者， !下转

!(

版"

!详见
!$

版"

建设常州薰衣草庄园
总投资6000万元———

记者昨天获悉# 总投资
#)))

万

元建设的常州薰衣草庄园# 是武进

区现代高效农业重点项目$

常州薰衣草庄园坐落在礼嘉镇

华渡村#今年
$

月开工建设以来#已成

功种植美国薄荷%德国马鞭草%普罗

旺斯薰衣草和四季薰衣草等
*

个香草

类品种$目前#德国马鞭草
+")

亩#四

季薰衣草
+))

亩#美国薄荷
")

亩$

据总经理许望林介绍# 由于气

候水土等因素# 这里的普罗旺斯薰衣

草花期为每年
,-.

月#四季薰衣草花期

为
(-++

月# 德国马鞭草花期为
(-++

月#美国薄荷花期为
/-+)

月$香草不仅

具有很好的观赏价值# 还具有较高的

经济价值#可提炼精油#制作花干$

常州薰衣草庄园将于明年
(

月正

式开园# 同时也为婚纱摄影提供一个

理想的摄影基地$

陆新 张海韵 陈暐 摄

解放日报新闻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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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本报A2、A3版推出我市第二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