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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全 市 今 天 多

云，偏北风 3 到 4
级，今天最高温度
28℃，明晨最低温
度20℃。

本报讯 外观3本巨书横叠，内设3
层书山高耸。总投资 1.2 亿元的金坛图
书馆新馆本月进入全面布馆阶段，明年
元旦将正式开馆。

金坛图书馆新馆位于市民中心南、
金武快速路北，是滨湖新城重要的功能
性配套建筑。该馆总建筑面积 1.55 万

平方米，其中地上4层1.13万平方米，地
下 1 层 0.42 万平方米，设计馆藏图书
100 万册，可同时为 1000 名以上读者提
供服务。

金坛图书馆馆长符骏介绍，该馆由同
济大学设计，布馆方案则由杭州国美建筑
设计研究院设计。新馆充分体现从“以书

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的理念，
设置有 256 座读书报告厅、亲子读书
区、视障阅览室、96座青少年3D影院，
以及 24 小时自助图书室等 10 大功能
区。同时，挖掘地方文化元素，专辟金
坛人文馆、金坛非遗馆和金坛古籍印刷
精品收藏馆3个特色馆。（下转A4版）

从“以书为中心”转为“以人为中心”

投资1.2亿元——

金坛图书馆新馆进入布馆阶段

本报讯 本月起，常州高新区实施
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开展五大人才工程，
将每年拿出 1.5 亿元用于各类人才的奖
励、资助、补贴，更大力度集聚人才。

常州高新区将开展海内外精英人才
引领、创新创业人才引育、人才强企、社会
事业人才进阶、产业人才开发五大工程。

人才新政策中，基于“安家才能乐业”

理念，加大了购房补贴政策力度，给予正
高职称人员、博士15万元购房补贴。对
应届硕士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生等以租房
补贴和购房补贴相结合的形式给予支持。

围绕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或战略性
新兴产业，对海内外精英人才领办、创办
科技型企业，经认定给予 300－800 万
元科研经费资助，并根据项目进展情况，

一事一议，最高给予1亿元特别支持，两
年内在区内购房的可申请 50－200 万
元购房补贴。同时，这些人才在该区全
职工作不少于 3 年且年薪 50 万元以上
的，两年内在区内购房的可申请 50－
200 万元购房补贴，并将连续 3 年按其
计税薪酬的 20%给予引进单位资助，累
计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符合产业发展导向的工业企业、人
才创业企业引进职业经营管理人才，年
薪 50－100 万元，两年内在区内购房的
可申请10万元购房补贴，并将给予用人
单位 15 万元资助；年薪 100 万元以上，
两年内在区内购房的人才，可申请15万
元购房补贴，用人单位可获 30 万元资
助； （下转A4版）

同时还用于引进教师医生人才

常州高新区每年拿出1.5亿元引进人才

既揽技术人才，也揽职业经理人

本报讯 昨天，市长丁纯在市
行政中心会见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建斌一行。

丁纯表示，常州正进一步深化
“三位一体”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工
业经济转型升级。希望双方在轨道
交通产业等方面加强合作，实现互
利共赢。

李建斌表示，中铁工业正大力
开发新产品、拓展新业务，期待在轨
道交通整车制造、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等领域，推进、深化与常州的合
作。

市领导周斌、李林和市政府秘
书长杭勇会见时在座。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
中国中铁将工业板块资产重组整合
上市的全新企业，业务范围涵盖桥
梁钢结构、铁路道岔、盾构机、大型
施工机械以及中低速磁悬浮、跨座
式单轨交通车辆及系统设备的研发
设计、制造安装等。 （韩晖）

丁纯会见中铁工业总经理

本报讯 昨天，驻常部队全面停止
有偿服务军地协调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在市行政中心召开。市长丁纯在会上强
调，各级党委、政府，各驻常部队一定要
进一步凝聚共识、迎难而上，以强烈的政
治责任感和坚定的贯彻执行力，用改革
的思维、创新的办法、严格的标准、务实
的举措，聚力打赢这场攻坚战。

常州军分区司令员马绪春和副市长

许峥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秘书长杭
勇主持会议。

丁纯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
部署，通过推进这项工作使军队回归职
能使命和主职主业、实现军事资源集中
统管，推动军队正风肃纪；严把政策规
定，坚持多措并举，法理情相结合，合理
回应各方利益诉求，妥善处理矛盾问题，
有序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军地密切沟通、

凝智聚力攻坚，层层传导压力、强化统筹
协调，以铁的纪律保障工作扎实推进，按
时高效完成全面停偿工作。

马绪春介绍了驻常部队全面停止有
偿服务工作基本情况并表示，军分区将
着力建立完善工作机制、积极依靠党委
政府、强化部队主体责任，建立和顺畅军
地协调机制，紧前推进停偿工作落地落
细。

许峥从全力支持配合、学深悟透政
策、摸准理清情况、压紧夯实责任等方
面，对各级政府部门参与协调停偿事项
提出要求。

目前，驻常部队停偿工作已进入攻
坚期。据了解，通过摸底调查，驻常部队
共计 144 个停偿项目、涉及 4 个行业。
截 至 本 月 3 日 ，已 完 成 101 个 ，占
70.14%；剩余43个，占29.86%。（黄钰）

144个停止有偿服务项目已完成101个

驻常部队将全面停止有偿服务

本报讯 中国证监会本月8日按
法定程序核准了 7 家企业的首发申
请。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在
列，将在上证所主板直接定价发行。

天目湖旅游招股书显示，其主
要从事旅游景区开发管理和经营，
经营项目主要包括景区经营、水世
界主题公园、温泉、酒店、旅行社等
相关旅游业务，在长三角乃至华东
地区旅游市场占据重要市场地位。

此次公开发行，天目湖旅游计
划募集 9.37 亿元，其中 4.71 亿元用
于天目湖文化演艺和旅游配套建设
综合项目，4 亿元用于归还银行贷
款，0.66 亿元用于天目湖御水温泉
二期项目建设。

直接定价发行也叫网上定价发
行，是主承销商利用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按已确定的发行价格向投
资者发售股票。 （刘一珉）

将在上证主板直接定价发行股票

天目湖旅游IPO获证监会批文

新华社天津 9 月 11 日电（记者韦
慧） 天津市财政同146个市级职能部门
近日在“天津财税”官网集中晒出账本，
向社会公开 2016 年度政府部门决算。
此次公开的账目更细更全，大到京津冀

铁路公路建设资金、援疆援藏支出，小到
农村小学食堂改造费用、个人家庭生活
补助，公众都可以看到。

据天津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从 2012 年起，天津市连续 5 年公开市级

财政和市级部门决算，其间每年都有新
增加的重点关注事项。今年进一步加大
了决算公开力度，除了涉密信息，使用财
政资金的市级部门均公开本部门全部决
算，公开内容增加了上下年支出增减变

动数字，说明政府部门工作重点与成
效。财政支出用途细化到功能分类项级
科目。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中的设备
支出，细化到单位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和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资金，更加全
面反映出单位国有资产情况。

此次公开的分类账目共有 838 项，
包括学前教育、棚户区改造、采暖补贴、
老年卡、退休费、救济费等与老百姓关系
最直接的资金数据。

（下转A4版）

上下年支出增减变动数也公布

天津市向社会公开财政决算账单

具体到农村小学食堂改造费用

方寸大小的创可贴，年产量能
铺满1080个标准足球场；胶布胶带
及绷带的年产量，能覆盖40个红梅
公园⋯⋯位于我市西太湖科技产业
园的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20 多年来心无旁骛，将小敷料
做成了大市场。上月初，南卫股份
成功登陆上交所。

敷料是用于创面愈合的医用材
料，包括创可贴、贴膏剂、胶布胶带
等产品。目前，由南卫股份自主研
发的高吸水率水凝胶制备技术、丝
绸透气胶带打孔技术等，均处于行
业领先水平。去年公司营业收入超

过4.4亿元。
“抓住上市机遇，努力成为全球

细分行业的领先者。”南卫股份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李菲表示，上市的红利
除了获得发展资金，还包括能吸引更
多人才、更多的合作伙伴和客户。

在新品展示厅，李菲向记者介
绍了自主研发的水胶体敷料，与干
型传统敷料相比，它能够为创面愈
合提供湿性环境， （下转A4版）

南卫股份：

小敷料撬动大市场

本报讯 武进区司法局日前组织全
区11名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在指定的武
进中医院集中进行病情诊断。这在全市
属于首次。

这 11 名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分别患
有直肠癌、恶性淋巴癌、运动神经元病等

疾病，身体状况较差。
该区司法局与区卫计局、武进中医

院沟通协调多次，为参加病情诊断的罪
犯提供绿色通道和急救医生，安排执法
人员一对一进行管理监督，罪犯家属协
助，确保病情诊断工作安全有序进行。

这些罪犯每个月要报告身体情况，
每3个月要向区司法局提交一次病情复
查报告。这次集中体检也是为了确定病
情、了解变化情况，为下一步是否继续保
外就医做准备。

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病情诊断工作

是一项程序性和严肃性很强的工作，结果
将关系到罪犯是否继续暂予监外执行。

目前，全市共有暂予监外执行罪犯
41 人。接下来，市司法局将会同相关部
门进一步规范保外就医疾病诊断工作流
程，切实提高暂予监外执行社区服刑人
员病情诊断工作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

（熊琦 黄钰 常思轩）

暂予监外执行，是指对被判处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因患严重疾病，怀
孕或正在哺乳，或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
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决定暂不
收监或者收监以后又决定改为暂时监外
服刑。它是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执行的
刑罚执行制度。

这在全市属于首次

11名患有癌症等疾病——

暂予监外执行人员集中诊断病情

上市以后上市以后

新华社成都 9 月 11 日电（记者
吴晓颖） 科学家发现，脑内大量聚
集的铁离子是引起“脑梗”患者神经
细胞死亡的主要形式之一。近日，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内科、生物
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雷鹏和
墨尔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
团队合作发现，控制铁在细胞内的
转运及相关死亡通路，能阻止脑梗
造成的神经元损伤。这为临床治疗
提供了新的分子“靶标”。

“脑梗”（医学名称缺血性脑卒
中）是脑卒中（俗称“脑中风”）的主

要类型。在我国，伴随人口老龄化
程度提高，脑中风成为国民致死、致
残的主要疾病之一。

目前，国内外临床上对脑中风
的治疗，主要通过手术或者药物治
疗，把堵塞血管的血栓清理掉，让血
流通畅。但在堵塞及疏通过程中，
会造成脑血管周围的神经细胞二次
损伤。因此，迫切需要有一种更为
有效的治疗方法。

雷鹏介绍说，此前的临床研
究 表 明 ，“ 脑 梗 ”患 者 血 流 再 通
后， （下转A7版）

可大大减少瘫痪发生

中外合作专家团队——

中风治疗研究取得重要突破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记者
刘奕湛 熊丰） 记者11日从公安部
获悉，日前，经湖南省永州市人民检
察院批准，永州市公安机关以涉嫌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依法对深圳
市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张天明等多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执行逮捕。同时，经检察机关批准，
全国多地公安机关也以涉嫌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等罪名，对一批犯罪
嫌疑人依法执行逮捕。

经查，犯罪嫌疑人张天明等人

以“扶贫济困、均富共生”、构建“新
经济生态模式”为名，故意歪曲国家

“精准扶贫”等有关政策，在互联网
设立运行“善心汇众扶互生大系
统”，同时以高额回报引诱参与人变
相缴纳门槛费，以发展人员的数量
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与人继续发
展他人参加“善心汇”组织，骗取巨
额财物，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秩序。
目前，已查明张天明等人非法获利
22亿余元。

（下转A4版）

“善心汇”主要犯罪嫌疑人被逮捕

非法获利22亿多元！

记者昨天获悉，横林东桥将于年底
前建成通车，目前正在抓紧施工。

该桥全长 804 米、宽 19.5 米，将成为
此次苏南运河“四改三”项目中第 3 座通
车的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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