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基层
宣讲“十二五”

江技师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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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教授"博士"大学生#十二五$%暑期社会

实践服务团于日前来到浦北社区& 开展

宣讲报告会&受到广泛好评'

据介绍&本次走进基层宣讲!十二五%

活动将在常州"淮安"徐州等地陆续开展&

宣讲团成员将深入到社区"农村"工厂等地

区&通过讲座"知识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

形式进行宣传&为实现!十二五%良好开局贡

献力量。 陈秀婕 文
!

摄

阳光药业打开欧美市场大门

传统化工企业快速转型

! ! ! !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位于奔牛

镇的常州市阳光药业有限公司，继去年

通过欧盟药监局
"#$%

审计后，近日又

“零缺陷”通过美国药监局
&'(

的官方审

计，为顺利进军欧美市场打开了大门。

阳光药业曾是传统的化工企业，

)**+

年以来，公司针对行业发展趋势，

理清战略发展思路，从产品、技术升级

换代入手，瞄准一系列原料药新品开

发，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力

度。两年来，企业大力引进业内高端人

才，与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广泛开

展产学研合作，并与国际知名药品生

产商西班牙乌利亚公司成功合资，取

得了突破性发展。目前，企业生产的苯

佐卡因原料药产品，销量已占全球市

场的
,*-

。

围绕品牌化、国际化方向，阳光药

业苦练内功，大力拓展国际市场，为周

边企业转型升级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

用。今年上半年，公司完成销售
../*

万

元。预计全年完成销售
012

亿元，同比

增长
3*-

；实现自营出口
)***

万美元，

同比增长
2*-

。 (朱岳明 马浩剑)

瞄准“第二个率先”
实现高水平转型

“两城一号”让他乡变故乡

! ! ! !

本报讯“有了‘两城一号’，去其

他城市读书，再也不用换号码啦。”刚

收到南京某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小顾，

前不久去中国移动办理了最新推出的

“两城一号”业务，今后她再不用担心

更换号码带来的不便。

据了解，“两城一号”专门为在省

内两个城市长期流动的用户量身定

制。业务开通后，用户从现在的城市

（即号码归属地）到省内其他城市（即

号码携入地），不换卡、不换号，同样可

以享受与携入地用户相同的通信优

惠，而无需支付漫游费。如常州的用

户，以南京为目的地办理了“两城一

号”业务后，今后人在南京，打南京方

向的电话按市话资费计费，打国内非南

京方向（不含港澳台）的电话按长途资费

计费，接听免费；回到常州，打常州方向

的电话按
*4)

元
!

分钟资费计费，打国内非

常州方向（不含港澳台）的电话按长途资

费计费，接听免费。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常州分公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凡是常州本地
)*00

年新生、

毕业生客户，凭省内异地高校录取通知书

（或毕业证书、就业协议等）、入网有效证件

以及服务密码，无须换卡换号，至移动营业

厅办理，即可享受“两城一号”的优惠便捷

服务。该业务目前免费办理，还能享受充
2*

元得
02*

元话费的优惠。(孙人杰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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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街新华书店大扩容
总面积将超过 4000平方米
南厅明天开业，郭敬明团队青春文学 4名作者现场签售

! ! ! !

本报讯 记者从常州新华书店昨日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南大街门店扩

容后将于明日开业，新增南厅率先与读者

见面。据悉，扩容后的南大街门店，总面积

将超过
5***

平方米，图书及各门类文化

产品品种达
3

万多种，以打造图书为核心

的文化消费终端网为目标，融合多元素文

化业态，将成为集常州市民阅读、休闲、体

验为一体的“文化消费中心店”。

南大街门店地处商业步行街
/

楼，

此次从
)

个营业厅扩充至
/

个，并根据

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需求，分别设为以

成人阅读为主的北厅、以低幼儿童阅读

为主的中厅和以学生阅读为主的南厅。

北厅：面积
05**

平方米，定位为时

尚阅读营业厅，主要包含社科、文艺类图

书售卖区，神州数码馆（含苹果系列产

品），影像生活馆，精品饰品馆，新华眼镜

店等。

中厅：面积
02**

平方米，定位为
0*

岁以下幼儿成长教育营业厅，主要包含

精品少儿图书售卖区、益智玩具畅玩馆、

迷你儿童乐园、精品童装生活馆、少儿绘

本馆、早教中心、乐器体验馆、幼儿早教

电教产品区、迪斯尼专卖区等。

南厅：面积
0)**

平方米，定位为助

学产品营业厅，主要包含文教类图书售

卖区、精品文化用品、电教产品体验、甜

品饮品店等。

明日新增南厅开业后，北厅和中厅将

进入改建，分别于
,

月和
0*

月再次推出。

常州新华书店假期内将继续组织全

市中小学生“好书伴我成长”读书活动，

还将于明日邀请郭敬明团队青春文学作

者卢丽莉、叶阐、陈晨、爱礼丝在南大街

门店举行签售。 (骆凯 何嫄)

“这几个月来感觉好多了！”
市环保局入户调查滨江化工园区周边空气质量，居民反映

! ! ! !

本报讯
0+

日晚上
.

点
60)

点，

市环保局兵分两路，对新北区滨江化

工园区
+

家废气排放可能会出现问题

的企业进行突击夜查，并随机走进该

园区周边的居民家中，入户了解居民

的意见和要求。

晚上
,

点多，市环保局局长史政

达率工作人员随机走进了圩塘新业街

一家副食品商店，这里人流较多，并靠

近滨江化工园区。该副食品店老板娘

向走访组介绍：“以前的气味一直有，

尤其是在新业街北面，气味更重，最近

这几个月好多了，但偶尔也能闻到气

味。”走访中发现，很多居民反映的情

况与该老板娘一致。

当晚正值雨天，环保局工作人员

说这样的气象条件最不利于园区废

气扩散。环保人员特意在新业街北面

仔细巡查，通过监测发现，周边空气

质量并未超过国家规定的指标，但因

为当晚是雷雨天气，气压比较低，江

边污水处理厂的气味的确更容易被

居民闻到。市环保局负责人表示将向

江边污水处理厂下达整治任务，继续

深化整改，提高工艺水平，确保废气

稳定达标。

今年
2

月以来，市环保局开展解

决突出环境问题“百日行动”，对敏感

地区和重点问题分别实施夜夜查、时

时查，其中
3

月
)*

日至
.

月
0*

日，由

市环境监察支队、市环境监测中心、新

北区环保局三部门联合，每日巡查盯

防，对园区企业及周边附近区域进行

)5

小时的巡查，
)*

天时间内共出动环

境监察人员
)**

人次，巡查巡测
2))

厂次，发现有
0.2

厂次无明显气味，

/5)

厂次厂界边有轻微气味，
2

厂次有

明显气味，其中
5

厂次为行政交界邻

近城市企业，
0

厂次为园区企业。

“滨江化工园区新业街周边居民一

直反映空气质量问题，市环保局一定要

严查到底，对环境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史政达表示，“我们还将由局领

导带队到居民家中，与群众座谈，了解近

阶段空气环境质量变化情况，及时采取

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

(陈永兴 王淑君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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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

版)

各券商还加快了城北以及金坛、溧

阳的布局。如东海证券继去年新增城北

网点后，今年则落子城南；华泰证券日前

则将北大街营业部并入距离较近的东横

街营业部，并将金坛、溧阳服务部提升为

营业部；中投证券也在溧阳新开了营业

部；初下常州的南京证券，则将营业部直

接设在金坛。

中信证券环府路营业部总经理助理

王晓猛表示，虽然目前网上交易已经成

为主流，但投资者还是习惯就近开户，常

州市区已被海通、国泰君安、华泰、中信

建投、中投、信达、东海等众券商瓜分，一

度出现互挖客户、打佣金战等低端竞争，

券商将服务半径延伸至主城区周边，是

明智之举，也是无奈的选择。 刘一珉

(上接
"$

版)

“牢固确立并不断提升‘第一方阵’

地位，各项事业在全市、全省、全国争创

一流。”周斌说，武进正以转型升级为动

力、以均衡一体化为主线，打造以高新技

术产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现代

服务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

产业体系，确保到“十二五”期末，新兴产

业投入超过
02**

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占

7'8

的比重达
529

以上，主要经济指标

实现翻番，人均
7'8

跨上
:

万美元台阶。

同时走出一条具有武进特色、体现苏南

水平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路，确保到“十

二五”期末，城市化水平达到
3,-

、城镇

绿化覆盖率达
2;-

，创成全国首批“生态

文明区”。

同时，武进以民生保障为重点，以机

制创新为动力，积极开展社会管理创新

探索和实践，最大限度地凝聚合力、激发

活力，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提供坚

实保障。确保“十二五”期内，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每年增长
<<-

以上，社会保险基

本实现全覆盖，教育文体事业主要指标

达国际先进水平，公众安全感达
+2-

，行

政效率和公共服务大幅提升，市民综合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

“武进有
35

万名党员，有条件进一步

打造能创新、能办事、能化解矛盾、能服

务群众的坚强队伍。”周斌表示，全区上

下正深刻领会和把握胡锦涛总书记“七

一”讲话精神，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全力推进“三型机关”创建，不断提高党

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和反腐倡

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把全区广大干部

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形成推动新一轮

跨越发展的强大力量，为“十二五”率先

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坚强保证。

武宣 马浩剑
%

文 张海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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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炒股已成主流，
“实体店”为何越开越多？

移动改变生活

部分高校预估
投档线昨晚出笼
常州大学 335（文）、336（理）
常工院 336（文）、330（理）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329（文）、326（理）

本二批次今天开始正式录取

! ! ! !

本报讯 江苏
);<<

年高校招生录

取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中，本二批次录

取工作今日正式展开。昨晚，江苏招生

考试网咨询了省内一些高校专家，结

合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部分高校

本二批次投档线，供考生、家长参考

（见附表，表中的“国”为：中外合作办

学、国际课程实验班）。该网还提醒，表

格中提供的仅是预估投档线，分数可

能有偏差，正式投档线以江苏教育考

试院发布的数据为准。

其中，在常高校的预估投档线分

别为：常州大学
//2

（文）
//3

（理）；常工

院
//3

（文）、
//;

（理）；江苏技术师范学

院
/)+

（文）、
/)3

（理）。江苏技术师范学

院招生处负责人高兴地告诉记者：该校

生源情况好，分数较高，形势喜人。今年

文科录取线高出省控线
<;

分，理科录取

线高出省控线
3

分，跟往年相比持平。

据了解，根据省考试院的时间安

排，
.

月
))

日—
)3

日，本二批次录取。这

也是本科阶段招生计划最多的批次，全

省文理科计划招生
./35;

人，其中文科

计划招生
))2,<

人，理科
2<;2+

人。
)5

日，本二平行志愿录取结束，省考试院

会按照录取结果公布本二批次的征求

计划，符合条件的考生可在
)2

日填报征

求平行志愿。(金华 焱生 婷婷 月航)

校名 文科 理科 校名 文科 理科

淮海工学院 国 319 320 上海工程 333 336

南京中医药大学 国 319 320 上海应用技术 333 334

晓庄学院 国 319 320 上海计量 333 339

徐师大 国 319 320 扬州大学 334 330

金陵科技 国 319 320 晓庄 335 335

盐城师范 国 319 江苏大学 335 338

常州工学院 国 319 320 常州大学 335 336

徐州工程 国 319 320 江苏警官 336 332

淮阴师范 国 319 320 常州工学院 336 330

南体 319 320 南医大 337 335

南师大人武学院 319 320 金陵科技 337 334

盐城师范 321 320 上海电力 337 331

徐工程 321 321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337 341

宿迁学院 321 320 南工大 338 341

徐师大南京校区 321 320 江苏科技大学 国 338 337

江技师 国 321 320 上海海洋 338 331

扬州大学 国 321 上海商学院 338 336

淮阴工学院 322 321 南林 339 341

常州大学 国 322 320 南邮 340 345

淮阴师范 323 320 河海常州 340 342

人口管理干部学院 323 321 上海师范 340 337

南大金陵 323 325 南京财经大学 国 341 321

东大成贤 323 324 南工程 341 340

徐医 324 326 苏州大学 341 341

南京工程学院 国 324 331 南财 342 339

苏州科技 324 325 南审 342 342

盐城工学院 325 323 南信工 343 343

常熟理工 326 328 上海政法 343 338

淮海工学院 326 326 上海金融 344 343

南通大学 国 327 321 上海立信 347 343

民航飞行 328 321/327 上海海关 354 354

上海体育 328 324 盐工 国 320

南师大浦口校区 329 326 江苏科技大学 国 320

江苏技术师范 329 326 江苏大学 国 320

徐师大 330 326 南信工 国 320

南中医 331 320 南师大 国 322

上海音乐 331 328 南工大 国 322

南通大学 332 332 南京林业大学 国 320

上海电机 332 339 常熟理工 国 320

江苏科技（张家港） 333 330 苏州科技 国 325

南邮 国 333 332 解放军理工 343

部分高校本二批次预估投档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