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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常州高新区获
悉，该区携手亿达软件园将在新龙国际
商务城南侧建设智慧科创园，致力于发
展和应用以物联网、移动宽带、云计算、
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
现代城市发展提供新活力。

新龙国际商务城位于常州北站之
北，南枕沪蓉高速公路、京沪高铁线，北

靠新龙生态林，正在建设的地铁途经该
区域，而且教育资源丰富，是今后现代
服务业发展腾飞的一片热土。智慧科
创园计划占地约 900 亩，已被列入常州
市重点建设项目，将巧借外智、外资等，
转变为内生潜力，引入大连亿达软件园
进行园区规划，借用亿达 20 多年成功
的软件园运营经验，助力智慧科创园一

期发展，打造更专业、更灵活的产业
园区建设模式。

据悉，大连亿达软件园成立于
1998 年，是国内最早从事软件园区投
资、运营管理的民营企业，在大连软件
园累计投资超过50亿元，已形成一个
集工作、生活、商务为一体的国际化软
件社区。 （忠良 瑾亮）

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

常州高新区携手亿达软件园

共 建 智 慧 科 创 园

新华社福州 8 月 15 日电（记者郑
良）福建晋江去年以来探索农房和农村
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破解长期以来
农民融资缺乏有效担保物的难题，挖掘
了宅基地的潜在价值，盘活了农村资产，

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
去年 12 月 28 日，晋江陈埭镇企业

主丁先生以自家农房和宅基地抵押，从
银行获得90万元贷款，成为宅基地使用
权抵押贷款试点首位“吃螃蟹的人”。

发放贷款的晋江农商银行个人金融
部总经理柯子汇介绍说，经有资质的第
三方评估，丁先生住房的抵押价值为
252 万元，宅基地使用权共同抵押后，宅
基地使用权的价值也被评估进去，总的

评估价达到328万元。
柯子汇说：“现在第三方评估机构在

评估农房价值时，宅基地使用权的价值
也计算在内，农房价值大幅提升，农房抵
押可以获得更高额度贷款。”

今年 4 月，晋江在全省县域率先挂
牌成立不动产登记局和不动产登记中
心。登记中心主任庄晓红说：“改革试点
以来，农民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
实现‘两证合一’，住房财产权和宅基地

使用权通过登记发证得到确认，农民以
住房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可以在
登记中心享受‘一站式’服务，两天内可
以办结。”

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办理农房抵
押贷款 67 宗，抵押贷款金额 7808 万
元。

晋江市委书记刘文儒介绍说，在
探索农房和宅基地共同抵押贷款的同
时，晋江将宅基地制度改革与美丽乡
村、精准扶贫等工作结合起来，通过宅
基地的退出、置换、村集体内部流转等
方式，建设农民公寓、住宅小区等，在
保障村民住有所居的同时，促进土地
集约化利用。

在晋江磁灶镇大埔村的农民住宅小
区，记者看到，小区干净整洁、绿树成
荫。 （下转A3版）

不仅可用作抵押贷款，还可置换，甚至有偿退出

农村宅基地改革：已有“破冰”

全市各级党组织紧扣“新时期共产党
员思想行为规范”主题，以党支部为单位，
以全体党员会议为载体，陆续组织开展专
题大讨论，在全市形成领导示范、全员参
与、载体多元、氛围活跃的良好局面，引领
推动“两学一做”扎实开展，取得实效。

细化方案细化议题，紧扣主题
谋篇布局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市组织引导

党员在深入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的
基础上，制定下发《关于在“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中认真开展专题讨论的通知》，明
确讨论主题、责任分工和时间安排，力求
任务和要求具体化、精准化。

为确保专题讨论有的放矢、切中实
际，各级党组织结合岗位要求和工作实
际，详细制定大讨论方案和计划，巨细无
遗地确定完善讨论议题、程序、时间、地
点、方式、参加人员等。其中，钟楼区 3
个学习教育监测点全部制定详细方案，
列出具体讨论计划，谋在细处、学在深
处，推动各项要求落实到位。

各地各单位围绕新时期共产党员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

做什么”核心主题，充分调研、细化专题，
提升讨论实效。天宁区清凉新村第一社
区党总支在充分调研了解社区党员思想
动态基础上，将讨论专题细化分解为“合
格共产党员标准是什么”“如何加强党性
修养”、“如何发挥党员作用”等子议题，
真正让党员学得进去、议得起来。

创新载体不拘形式，多元融合
学习提升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讨论中，
各地各单位纷纷行动，活化载体、不拘形
式，以多元融合的方式提升专题讨论学
习效果。

金坛区朱林镇黄金村党总支注重以

点带面、协调推进，先在总支委员和支部
委员中开展专题讨论，邀请农村、合作社
和老龄 3 个支部部分党员参加，将经验
推点及面。同时，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广
泛听取群众意见，邀请群众代表参与旁
听专题讨论，促进支部委员和党员代表
认真交流、真学真用。

武进区就业服务中心第一流动党支
部利用“线上+线下”“当面+书面”形式，
有效将大讨论对象覆盖支部全体党员。
充分利用党建网站、QQ、微信、手机
APP 等，第一时间把讨论议题发送给各
位党员，在线上率先发起一场网络讨论；
随后，组织党员参加支部会议，面对面地
展开现场交流； （下转A3版）

——我市开展“两学一做”专题讨论活动纪事

热议深学细照笃行 有的放矢自我提升

本报讯 昨天，我市迎来本轮
持续高温天气第 5 天，常州、金坛、
溧 阳 三 地 最 高 气 温 分 别 达 到
36.1℃、36.3℃、36.2℃。据市气象
台预计，今天我市最高气温仍可能
达到35℃-36℃。

到昨天，我市今年累计高温天
数已经达到 20 天，虽然尚未突破

2013 年高温天数 48 天的历史纪
录，但与常年相比也算偏多。市气
象台专家表示，因副高减弱，我市近
期气温有略微下降的趋势，但很可
能仍然维持35℃以上的高温天气。

今天将进入末伏，意味着再过
10 天就能走出三伏，度过一年中最
热的时候。 （其相 吴同品）

今天35℃-36℃

本轮高温将进入第6天

武进警方提醒：
老年人不要独自携带大额现金出门

“快来吧，你的钱找到了！”昨天上午 9 点多，唐大妈接
到了市公安局武进分局马杭派出所的电话。

唐大妈赶紧来到派出所，只见桌上摆了一只竹篮，篮里
有个红布包，打开包，里面正是她丢失的10万元！

11 日中午 12 时左右，唐大妈携 10 万元现金骑电动三
轮车外出，钱用一个篮子装着，放在三轮车脚踏板左侧。沿
着延政路由东向西往常武路拐弯时，被路上的窨井盖颠簸
了一下，没想到，装着巨额现金的篮子从车上掉下。等她发
现异常回去寻找时，篮子和 10 万元现金全没了，只有几件
盖在篮子上的衣服留在路口。

警方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带着唐大妈查看路面监
控。通过监控视频，民警初步分析，唐大妈的篮子应该是
从御城东门向西至常武路这段大约 300 米的路程中掉落
的。而唐大妈丢失篮子的地方正处于道路监控的盲区。
警方决定调看 300 米路段附近的高空探头，看看能不能有
新的发现。

12 日上午 10 点左右，警方终于在万泽附近一高空探
头中看到：11 时 47 分，唐大妈骑一辆电动三轮车经过常武
路延政路，由东往北时，踏板处一物品掉落。随后，依稀可
见一名骑三轮车的女子经过，将其捡走。但由于监控距离
太远，无法看清女子的体貌特征以及掉落的具体物品。

监控模糊，无法辨识，警方沿路视频追踪，寻找捡拾物
品的女子。看了一天一夜的监控，警方终于掌握了该女子
的基本特征：其为一名40多岁的中年妇女，体型偏胖，头戴
鸭舌帽，身上斜挎一白色女包，骑一辆电动车卖干货。电动
车车头蓝白相间，车前有车篓，泡沫坐垫上有一粉红色垫
布，车尾张贴着广告。根据这些特征，警方找到了该女子的
暂住地——湖塘镇东庄村委东庄村。 （下转A2版）

《66岁大妈在湖塘丢了10万元现金》续——

10万元现金找回来了

进入 L 型的下边，也就
是进入一个速度适当、更具
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
速增长平台。这个平台有
可能稳定 5 到 10 年乃至更
长一个时期。

人民日报“治国理政论坛”昨天发
表文章《加快创新发展的机遇与条件》，
全文如下。

加快创新发展，正确认识形势至关
重要。这就需要我们准确把握当前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条件。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期

当前，我国经济依然面临较大的下
行压力。“底”在何处？从高速增长回落
后前景如何？这是我们在“十三五”时期
直接面对的重要问题。我国经济增速回
落，直观地看是由以往 10%左右的高速
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背后则是经济结
构、增长动力和体制政策的系统性转换；
从长期增长过程看是增长阶段的转换，

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也就是由高速
增长的平衡转向中高速增长的平衡。这
一平衡的实现，将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
从需求侧看，高投资要触底；二是从供给
侧看，去产能要到位；三是从中长期看，
新动能要形成。

在经历了 6 年多的增速放缓后，上
述3个条件逐步形成。促成高投资的三
大需求，即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
出口正在趋于稳定；去产能有所进展，工
业品出厂价格开始反转回升；尽管新增
长动能在规模上还无法完全对冲旧动能
的下降，但在提高增长质量效益、扩展发
展空间上呈现好的势头。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已非常接近底部，
正处在压力和困难较大、同时已看到转型
成功曙光的时候。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经济有很大可
能性在今后一两年成功触底。（下转A3版）

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

我国经济有很大可能性
在今后一两年成功触底

本报讯 以色列生命科学技术
处于全球领先地位，8 月 15 日上
午，在 2016 以色列生命科学技术

（常州）推介会上，以色列相关企业
携 40 多个项目来常州进行技术交
流与洽谈，寻找合作伙伴，其中涉及
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数字医疗、医
疗保健等多个领域。我市 80 多家
企业参与对接交流。

近年来，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
疗器械作为“中国制造 2025”常州
行动纲要五大重点领域之一，正在
加快建设。2015年，我市新医药产
值超过 400 亿元，拥有各类企业研
发机构 80 多家，在医疗器械、生物
医药等领域形成了具有较强竞争力
和创新力的产业集群。

常州和以色列有着良好的经济
科技合作基础，中以常州创新园已成
为我市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建设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重要创

新载体。截至今年6月份，中以常州
创新园已完成新签约以色列合作项
目13个，园区集聚Hanita、Hobart、
Emefcy、Natali等知名以色列企业，
目前共集聚中以合作企业50家。

据悉，此次以色列推介的40个
项目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大
部分处在研发临床阶段，有的已开
始初步盈利。其中，VBL 公司开发
了针对肿瘤科的基因治疗平台，已
进入临床试验第3阶段；BiolineRx
公司一次性推出 3 个项目，分别用
于治疗急性内髓性白血病、乳糜泻
及麸质敏感症、非手术性移除皮损，
均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Health-
watch 公司研发的智能电子纺织
服饰，可远程监控医院级别的生命
体征信号；Densys3D 公司开发的
牙科影像技术项目，已落户中以常
州创新园，该项目仍在研发阶段，符
合FDA认证。 （姜小莉）

又有一批项目前来对接

中以常州创新园：

已集聚中以合作企业50家

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记者
黄堃）爱因斯坦在许多人心中已成
科学真理的代名词，但了解科学史
的人都知道，爱因斯坦代表的经典
物理学派与玻尔等人代表的量子学
派之间的论战已近百年，许多问题
还没有最后答案。而中国即将发射
的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将有可能帮
助解决关于量子纠缠的问题。

“鬼魅般的超距作用”，这是爱
因斯坦在 1935 年对量子纠缠的评
论。量子力学认为，两个处于量子
纠缠态的粒子无论相隔多远，改变
其中一个粒子的状态，另一个粒子
的状态就会马上随之改变。这种状
态之间的关联不需经典物理学中的
力场或电场，其关联速度也可认为
超过光速，这被称为“量子非定域
性”。爱因斯坦作为经典物理学的
代表人物，对此表示怀疑，觉得这要
能成立简直是“见鬼了”。

百余年来，量子力学的许多理
论不断得到实验结果支持，催生了
原子弹、激光、核磁共振、全球卫星
定位系统等重大发明，改变了整个
世 界 ，被 认 为 是“ 第 一 次 量 子 革

命”。而对爱因斯坦提出的质疑开
展的持续研究，助推了量子调控技
术的发展，催生了以量子通信和量
子计算为代表的量子信息技术，被
认为是开启了“第二次量子革命”。

但对于量子纠缠这个具体问
题，目前的实验结果还不能最终定
论。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
技前沿卓越创新中心的陆朝阳教授
告诉新华社记者，虽然已有许多实
验支持量子非定域性正确，但都还
存在一些理论上的漏洞，“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实现自由意志的量子非
定域检验，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实验
是百分之百地完全关闭所有的漏
洞”。 （下转A3版）

中国量子卫星即将作出验证

爱因斯坦错没错？

本报讯 经过 1 个月试运行，
溧阳市戴埠镇中心卫生院血液净
化中心本月 11 日正式投入使用。
这是该市首家开办透析科的乡镇
医院，给患者就近就医带来了极大
便利。

该院副院长潘勤峰告诉记者，
由于投入成本大，技术要求高，乡镇
卫生院设有透析科的寥寥无几。

“这意味着乡镇患者每周要多次前
往大的医疗机构进行透析，不仅要
付出更多的食宿和交通等各种费

用，更要耗时耗体力。我们从患者
需求考虑，开办透析科，希望给乡镇
患者提供便利。”

记者走进透析科，看到整个病
区明亮整洁、秩序井然。该院先后
投入 200 余万元，购置了 10 台进口
透析机。目前已有 18 名患者长期
在该院透析，一周累计做血液透析
治疗 50 人次。为了能让血透室正
常运行，该院派出年轻骨干医生、
护士，赴江苏省人民医院和常州一
院进修学习。 （芮曼菁 张燕）

已有10台进口血透机

溧阳乡镇第一家——

戴埠镇卫生院开办透析科

图中左起为：唐大妈女婿、唐大妈和承办民警白云彪。

基础在学 关键在做
广泛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