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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 大社会

晶报讯（记者 李文舒/文、图）西游记、蓝精

灵、葫芦娃、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伴随着一首

首耳熟能详的曲目，5 日下午，第四届中国童话

节暨第十三届深圳童话节开幕式在深圳市少年

宫广场举行，来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广东省

文化厅、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教育局等

主承办单位的领导，各学校、幼儿园逾千名代表

出席了开幕式。

据悉，今年童话节的主题为“梦想·创造·健

康·快乐”，在沿袭历年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围绕

“读童话、看童话、写童话、画童话、舞童话、唱童

话、演童话”的主线，提倡中国童话讲中国故事，

着重力推童话原创作品，打造真正属于中国少

年儿童的童话故事，让童话更具中国特色。

本届童话节由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

心、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中国童话节组织委员

会、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广东省公共文化促进

会主办，深圳市童话艺术团、深圳少年儿童图书

馆承办。此外，深圳市教育局、共青团深圳市委

员会、深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深圳市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中

国青少年宫协会、深圳市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

协会为本次活动的支持单位。

看中国童话讲中国故事
第四届中国童话节暨第十三届深圳童话
节开幕

晶报讯（记者 吴欣 通
讯员 深纪宣）本月中旬到

12月底，5个市委巡察组将

对市规划国土委、市人居环

境委、市卫生计生委、市城

管局、市医管中心、深圳水

务集团党组（党委）6个单位

开展巡察。4日，深圳市召

开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市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委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

子兴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

要坚持政治巡察，深化党内

监督，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

去年，深圳市对 3 个

区和两个市直部门开展了

首轮巡察。通过实践和探

索，巡察工作建立了制度、

发现了问题、形成了震慑、

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首轮

巡察结束后,省委副书记、

市委书记马兴瑞听取了巡

察情况汇报，认为我市首

轮巡察发挥了利剑作用，

达到了预期目的和效果。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

范，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

党紧密结合，集中整饬党

风，严厉惩治腐败。刚刚召

开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对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做了新部署，提出了全面从

严治党的新要求，吹响了全

面从严治党的新号角。本

轮巡察，就是我市落实六中

全会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精

神的具体举措。

会议指出，市委巡察组

要坚持政治巡察，以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党

章和两个《准则》、两个《条

例》等党内法规为尺子，紧

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

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

问题，紧抓主体责任缺失、

监督责任缺位、管党治党宽

松软等问题，要增强“四个

意识”，尤其是核心意识和

看齐意识，坚定政治方向，

提高政治站位，查找政治偏

差，把政治巡察要求落实到

巡察全过程。

会议同时强调，巡察

组要严明巡察纪律，强化

责任担当，扎实工作，认真

完成各项巡察工作任务。

据悉，5 个市委巡察

组将于近期陆续进驻被巡

察单位。

5个市委巡察组年底前巡察6个单位
包括市规土委、市人居环境委、市卫计委、市城管局、市医管中心、深圳水务集团党组（党委）

晶报讯（记者 吴欣）
为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创新

发展，深圳检察机关公开

承诺慎重对企业主要负责

人、技术骨干和关键岗位

人员采取强制措施，慎重

查封扣押冻结企业财产，

慎重发布涉及知名企业的

案件信息。4 日，深圳市

人民检察院与深圳市工商

联举行了《依法保障和促

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会签仪式。

这次会签的非公经济保

障方案，是检察院与市工商

联沟通交流，双方经过多次

沟通、反复磋商，达成了一系

列工作共识之后形成的。会

签方案的一大亮点，就是深

圳检察机关承诺将注重坚持

查办案件和依法监督并重，

依法办案与保护企业合法权

益并重，严格区分罪与非罪、

刑事犯罪与民事侵权的界

限；慎重选择办案时机和方

式，合理掌控办案进度，严格

慎用搜查、扣押、冻结、拘留、

逮捕等措施，慎重发布涉及

企业案件的新闻信息。

慎重对企业技术骨干采取强制措施
深圳检察机关出台工作方案保障非公有制企业创新发展

晶报记者 熊奇侠 李海若
通讯员 黄秋兰/文
记者 刘宁宁/图

洞悉全球工业
设计创新热点

据悉，本届大展国际

化程度再创新高，展馆总

面积 15000 平方米，继续

保持全球最大规模，汇聚

234 家国内外知名设计机

构和企业参展，集中展示

中国、美国、德国、西班牙、

英国、荷兰、丹麦、日本、韩

国、意大利、加拿大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6000 余

件创新设计精品，可谓提

前洞悉全球工业设计创新

热点。其中，F区-国际设

计大师展区力邀最成功的

荷兰设计师之一理查德·
霍顿携闻名世界的马克杯

Gispen Dumbo mug等

巨作强势加盟。

此外，今年大展现场将

同期举办2场大咖云集的高

峰论坛、19场全球新品发布

会、1场设计之夜、8场考验

动手能力的设计工作坊，另

为每家参展商安排“1+5”设

计×产业配对服务。

45件设计精品
角逐SZIDF奖

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

展创办于2013年，致力于

连接国内外设计资源，打

造一个国际化的设计交流

平 台 。 2015 年 第 一 届

SZIDF 奖诞生，设 SZIDF

至尊奖、SZIDF 创新设计

奖和 SZIDF 最佳展示奖

三个奖项。

本 届 SZIDF 奖 收 到

来自 101 家参展商的 245

件设计作品参与，最终 45

件精品进入决选。昨晚，

由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候

任主席路易莎·博切多、台

湾创意设计中心代理执

行长林鑫保、荷兰设计运

动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理

查德·霍顿、全球最大的

科技创始人群体 H&F 创

始人乔纳森·内尔森，iF

国际设计大奖全球执行

总 裁 拉 夫·威 格 曼 ，

YANG DESIGN 创 始

人、福布斯中国最具影响

力设计师杨明洁，跨界设

计大师、对亚洲设计最有

发言权的欧洲设计师迈

克尔·杨组成的评审团进

行实地考察评选，决出 1

个 SZIDF 至 尊 奖 、10 个

SZIDF 创新设计奖以及 3

个 SZIDF 最佳展示奖。

AR/VR体验、
网红直播不能少

近两年全球刮起虚拟

技术风，今年大展也紧跟

这股虚拟现实热潮，设置

AR/VR 互动体验区，广

大参观者可体验智能视频

眼镜 GOOVIS、光学动捕

捉设备之一 RTS、小宅 S2

双目摄像头、P3 720°全

景相机等高科技虚拟现实

产品，展现深圳科技创新

之城的实力。除专业性、

高端性、国际化，今年大展

还接地气，首设直播间，邀

请人气网红在映客、花椒、

QQ 空间等平台实时直播

展场情况。

到会展观赏全球6000余件设计精品
第四届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展开幕，展期至11月8日

昨日上午，引领世界设计风向标的设

计飓风——2016 第四届深圳国际工业设

计大展在深圳会展中心 2 号馆正式开幕。

展览免费向市民开放，将展至11月8日。

本届大展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深

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承办，全国工商联

副主席谢伯阳、深圳市副市长陈彪等领导，

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候任主席路易莎·博

切多、德国 iF 国际设计大奖组委会主席拉

夫·威格曼等近百位海内外设计界人士出

席了开幕式。

深圳市检察院向社会公开承诺，对于涉及非公有制企业

及人士的案件，在检察环节做到“四个三”：

▶“三个慎重”：慎重对企业主要负责人、技术骨干和

关键岗位人员采取强制措施；慎重查封扣押冻结企业

财产；慎重发布涉及知名企业的案件信息。

▶“三个一律”：犯罪事实未查清的，一律不采取拘留、逮

捕强制措施；证据不确实、充分的，一律不查封扣押冻结

财产；未经法定程序查明的案件信息，一律不公开发布。

▶“三个禁止”：禁止对案件无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禁

止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财物、账户；禁止以办案

为名干预涉案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以及自主经济行为。

▶“三个及时”：及时受理涉案企业的控告、申诉和举报；

及时审查涉案企业负责人的羁押必要性；及时保护涉案

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

工业设计大展怎能少得了机器人的身影？

童话节开幕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