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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全体
（扩大）会议，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下半年
主要任务。市长丁纯强调，各地各部门要
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重大项目为着
力点、企业上市为突破点、产业提升为关键
点、民生幸福为落脚点，统筹做好稳增长、
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优生态、防风险各
项工作，全力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
展态势，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呈现总体

平稳、稳中有进、进中趋好的良好态势。
上半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3173.8 亿元，
按可比价增长 8%，增幅列全省第 2；完
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9.3 亿元，其中
税收收入 215.4 亿元，分别同口径增长
6.5%、6.7%，增速均列全省第3；税收占比
为83.1%，居全省第3；完成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 1548 亿元，增长 7.6%，列苏南第
2；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917.3 亿元，增长
7.3%，其中工业投入 1050.4 亿元，增长
8.6%，列苏南第 1。今年以来，全市新签

重大突破项目10个，其中溧阳时代上
汽动力锂电池项目总投资200亿元。

丁纯要求，下半年要重点做好八
方面工作。

一是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
强十大产业链招商，大力招引旗舰型、
科技型、带动型、税源型和富民型重大
项目。进一步健全重大项目统筹协调
机制、督查推进机制、问题解决机制、
考核评估机制，优化政府服务，确保项
目顺利推进。 （下转A3版）

市政府召开全体（扩大）会议

稳中求进狠抓落实 确保完成全年任务

本报讯 昨天，市委书记费高云，市
长丁纯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蔡骏
等四套班子领导，带着全市人民对子弟
兵的深情厚谊，分 3 路走访慰问驻常部
队官兵和军队离退休老同志，共叙军政
军民鱼水深情，携手种植常州幸福树。

市领导费高云、俞志平、曹佳中和常
州军分区司令员马绪春一行，首先来到
武警常州市支队。费高云向官兵们表示
节日祝贺，他说，武警常州市支队担负着
保卫常州地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重任，今年以来官兵积极投身“三大

一实干”活动，出色完成了各项执勤备勤
工作，切实维护了驻地安全稳定，希望支
队全体官兵继续尽心尽责，为常州改革
开放、经济发展再立新功。

在常州军分区，司令员马绪春、政委
王家梁作了工作情况汇报。费高云表
示，常州军分区在顺利推进军改各项工
作的同时，积极支持地方建设发展，各方
面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希望再接再
厉，争创更好成绩，为开创军地共建新局
面作出新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十九大
的召开。

费高云一行还前往常州军分区干休
所、山西省军区常州干休所、海军常州干
休所走访慰问，祝愿部队离退休老同志
健康长寿、节日快乐。费高云指出，今年

“八一”建军节特别有意义，7 月 30 日举
行的建军 90 周年大阅兵更显示了军威
和国威，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这一切与部
队离退休老同志打下的基础分不开，他
要求干休所负责人照顾好老同志生活，
让他们老有所乐，安享晚年。

市领导丁纯、周昌明、白云萍、张耀
钢以及市政府秘书长杭勇一行，来到战

略支援部队常州干休所，感谢离退休老
同志为国家建设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祝他们身体健康、节日快乐，同时希望干
休所工作人员继续服务好老同志的日常
生活。在常州机场边防检查站，丁纯向
官兵们致以节日祝贺和问候，希望边检
站进一步发挥“国门”和“窗口”示范作
用，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为增创常州发展
新优势作出新的贡献。在武警水电第五
支队，丁纯希望官兵们加强训练、提高技
能，为保障社会安全稳定、促进地方发展
发挥更大作用。 （下转A2版）

市领导开展“八一”拥军慰问

粪便清掏，堪称环卫工作中最
脏最累的活，但钟楼环卫处清窖队
队长曹利平一干就是33年。

初见曹利平时，他正在疏通公
厕地下管网。他笑着对记者说：

“站远一点，天热，臭的。”而从采访
开始到结束，记者听他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是：“做掏粪工，我很知足，
也很幸福。”

一
曹利平今年 49 岁，1984 年从

泰州老家来到常州。由于没有技
术，他选择了常人难以接受的清运
公厕粪便工作，俗称掏粪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钟楼辖区
的80多座公厕都是旱厕，左手舀粪
勺、右手搅粪棍，拉着简陋的粪车去
掏粪。”这是掏粪工每天的工作常态。

那时，既要下粪坑挖粪，更要把
粪水一桶一桶朝上提。（下转A８版）

——曹利平素描

掏粪 33 年

本报讯 道路是公共资源，不能让
个人随意存放废旧物品。记者昨天获
悉，我市城管部门提请广大市民：一旦发
现道路上停有“僵尸车”，请向城管热线
12319举报投诉。

天宁城管日前接到青龙街道市民投
诉，在住宅周边长期停着一些车辆，有的
车轮都瘪了，有的车辆积了厚厚一层灰
⋯⋯这些车辆既占用公共道路资源，也
有碍市容观瞻。

7月20日起，天宁城管行政执法大
队青龙中队牵头，召集公安、交警、村委、
社区及物业等，以联合执法共治方式，对
辖区内的“僵尸车”开展集中清理整治。

这次清理整治“僵尸车”，采取“三步
走”方式：

第一步，由各村、各社区及城管队员
巡查统计“僵尸车”，并对车辆进行分
类。有车牌的，在摸底过程中将车辆整
体面貌、车牌、车架号分别拍照存档；没
有车牌的，将车辆整体面貌和车架号分
别拍照存档，做成一车一档。经过前期
调查，青龙辖区内共发现“僵尸车”86辆。

第二步，在车辆醒目处，由城管张贴
“温馨告知书”，告知车主限期驶离，并拍
照留证。 （下转A4版）

举报热线：12319

道路是公共资源

城管部门全面清理“僵尸车”

据新华社广州 7 月 31 日电（记者黄
浩苑） 中、重度痴呆症等长期失能人员
的基本生活照料和相关医疗护理服务，
自 8 月 1 日起可享受社会保险报销。这
是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7 月
31日发布的消息。

广州市人口老龄化正处于快速发展

时期，到 2016 年年末，60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已达 154.6 万人，占户籍人口总量
的 17.8％，老年人口数量和高龄人口比
例持续增加。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广州市自 8 月 1 日起试点实施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

据广州市人社局介绍，广州市是全

国首批 15 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城
市之一，广州市计划用 2 年左右时间开
展试点，探索建立为长期失能人员的基
本生活照料和相关医疗护理提供服务保
障的社会保险制度。

根据《广州市长期护理保险试行办
法》的有关规定，广州市将按年龄段分

步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优先保障
85 岁以上失能人员的待遇。覆盖人群
需要符合参加广州市职工社会医疗保
险，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不高于
40 分 ，或 是 相 关 机 构 诊 断 为 痴 呆 症

（中、重度），且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不
高于60分的要求。

广州市实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设有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两种服务
项目， （下转A4版）

今天起广州实行一项重大制度突破——

失能人员长期护理费：可以报销

严管出文明
规矩正品行

青龙街道辖区内 86 辆“僵尸车”已
全部清理到位。

本报讯 据江苏省教育厅日前
发布的信息，从今年 9 月份秋学期
起，我市一年级和七年级新生，将和
全国起始年级学生一起，使用教育部
统编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和历史教
材。其中，一年级品德与生活和七年
级思想品德统一更名为道德与法治。

记者从市教科院了解到，教育部
统编教材在内容和外观上都有调整。

市小学语文教研员朱洁如表示，
一年级语文汉语拼音教学适当后移，

降低了难度；识字写字方面也降低了
难度，强调了结合，突出了趣味，注重
了对基本字的学习。此外，课文学习
更加重视多种阅读方法的教学。

负责初中语文学科教研的教科
院副院长张春认为，七年级语文课
文选篇体现了经典性、文质兼美、适
宜教学。很多经典课文恢复了，“时
文”相对少了，传统文化的篇目增加
了。此外，新编语文教材有意识往
素质教育靠拢。 （下转A4版）

不再使用“苏教版”

小学1年级、初中1年级——

3门学科改用教育部统编教材

本报讯 全市企业股改上市工
作推进会昨天在市行政中心召开。
市长丁纯出席并讲话，要求从大战
略、大平台、大工程、大序曲、大协作
等 5 个维度，深刻认识加快企业股
改上市的重要意义，形成培育一批、
股改一批、挂牌一批、上市一批、融
资一批的梯次滚动发展格局，完成

“到 2020 年境内外上市公司超 80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超200家、每年
新增股份公司100家”目标任务。

为了推进企业股改上市工作，
今年我市专门制定了加快企业股
改上市三年行动计划和“十六条”
新政。新政吸收了先进地区的好
做法、好经验，特别是在减少企业
股改上市成本，鼓励金融机构、类

金融机构设立专项资金贷款、缓
解企业股改现金流压力，设立上
市后备企业贷款风险池、解决上
市后备企业融资难题等方面，有
较大创新和突破。

目前，全市有上市公司 48 家、
新三板挂牌122家，累计融资692.5
亿元，有力支撑了经济转型发展。
与此同时，我市上市工作还存在股
份制企业不多、上市后备企业数量
不足、企业上市后再融资规模与周
边城市存在较大差距等问题。

丁纯指出，企业家要激情满怀
抓上市，以打造百年老店的情怀，以
常州发展主人翁的姿态，从“要我上
市”向“我要上市”转变，争当资本市
场的弄潮儿， （下转A2版）

加快企业股改上市

我市出台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