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区候机楼26日启用
位于常工院对面

博爱路民航大厦班车乘车点停用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由于
地铁施工，博爱路通行不畅，位于博
爱路35号原民航大厦（妇幼保健医
院对面）的常州机场班车乘车点将
于8月26日停用，同时启用市区城
市候机楼。

常州机场市区城市候机楼在常

州民航服务中心一楼大厅，位于通江南
路260号（常州工学院对面）。该候机楼
完全按照机场候机楼现有模式设置、配
备，具备航班信息实时查询、售票、办理
登机牌、办理航空保险等功能。市民可
乘坐机场巴士直达常州机场，直接通过
安检乘坐航班。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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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家危仓老库下月改造完毕
我市不少粮库破旧老化，布局也不合理

本报讯 作为我市粮食部门今
年工作重点之一，我市正对14家粮
食“危仓老库”进行改造升级。昨天，
副市长张耀钢赴溧阳等地实地考察
工程进展，要求各地加快推进，注重
质量，加强监管，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对“危仓老库”进行维修改造，
是国家“粮安工程”重要内容，我省
也是由中央补助地方粮食仓库维修
资金的4个重点省份之一。目前，我

市共有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仓储企业
13家，库点数82个，总仓容67万吨，不
少一线收储粮库存在破旧老化、布局
不尽合理、仓储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

为此，我市粮食部门正在对14个
库点进行改造和功能提升，总仓容达
4.6万吨，总投资近2600万元，其中金
坛6个库点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溧
阳8个库点已全面开工，预计9月均可
完工。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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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邦物流成为中国5A级物流企业
常州物流业一面旗帜———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由中国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物流企业综合评估
委员会审定，第18批A级物流企业名
单出炉，5A级物流企业共18家，江苏
占4席，亚邦物流名列其中，属于常州
唯一。

物流企业类型分为运输型、仓储

型、综合服务型。据了解，亚邦物流以
仓储型物流企业申报。

仓储型物流企业需具备四大条
件：以从事仓储业务为主，为客户提供
货物储存、保管、中转等仓储服务，具
备一定规模；企业能为客户提供配送
服务以及商品经销、流通加工等其他

服务；企业自有一定规模的仓储设施、
设备、自有或租用必要的货运车辆；具
备网络化信息服务功能，应用信息系
统对货物进行状态查询、监控。其评估
指标涉及经营状况、资产、设备设施、
管理及服务、人员素质和信息化水平
等六大方面。!张志越 金琪 秋冰"

附：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苏轼

行歌野哭两堪悲# 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 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 新沐头轻感发稀$

多谢残灯不嫌客# 孤舟一夜许相依$

南来三见岁云徂# 直恐终身走道途$

老去怕看新历日# 退归拟学旧桃符$

烟花已作青春意# 霜雪偏寻病客须$

但把穷愁博长健# 不辞醉后饮屠苏$

2014年8月20日
星期 三
农历甲午年七月廿五

中国常州网
!""#$%%&&&'()**+'(,-'(.

AAAAAAAAAAAAAAAAAAAAAAA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常州日报社出版 自办发行 今日16版
国内统一刊号：!"#$%&&'$ 第11102号

更高举起
改革开放伟大旗帜

新华社发表“写在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周年之际”长篇通讯

新华社昨天发表长篇通讯《更高举起改革开放伟大旗帜———写在邓小平
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全文7700字，分为三大部分：

坚定改革信念 肩负历史担当

邓小平%&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近平%&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险滩# 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

山$'

不断解放思想 全面推进改革

邓小平%&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

一样$'

习近平%&全党必须保持强烈的进取意识# 打好全面深化改革

这场攻坚战$'

执着追求梦想 脚踏实地奋斗

邓小平%&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

习近平%&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城轨车辆制造：整车梦圆
———常州东方新城最新进展（1）

近日，记者走进戚墅堰欣喜地看到，
产城融合发展的东方新城正在拔地而
起。

在东方新城的江苏戚墅堰轨道交通
产业园，南车城轨车辆整车生产基地建
设如火如荼。预计年内一期总装车间、静
调厂房、落车厂房、检测车间等4大主体
工程都将结束，明年上半年建成投产后，
将形成年总装150辆整车的能力。将来，
该基地将发展成为国内主要的城市低地
板车辆研发、制造基地和新兴的电力机
车、城轨车辆生产和维保基地。
“这个项目的开工，可以说实现了我

们多年的整车梦。”戚墅堰区委书记李林
表示。

据了解，轨道交通产业园2009年获
批，陆续引进38名高层次人才，其中国
家“千人计划”7名，省“双创”人才6名；
建成1个省级孵化器和3个市级孵化器，
创成1个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个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4家省级院士工
作站、18家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和12家市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先后获得“国家科
技兴贸创新基地”“国家火炬计划轨道交
通车辆及部件特色产业基地”“国家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等称号。

同时，按照“建链、补链、强链”要
求，戚区着手推进和引进一批轨道交通
重点项目。其中，中铁19局与城建集团
合资的地铁盾构管片生产项目已经投
入生产；德国TUV在戚区投资建设的
非金属材料防火检测实验室，成为江苏
省目前在非金属材料阻燃检测方面唯
一获得认可的实验室；一家全球著名轨
道交通设计单位即将注册落户；庞丰交
通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带头人姚雪
荣成功实现地铁制动控制系统技术国
产化；博瑞电力正在加快轨道交通供电
系统的研究和产业化进程；安凯特电缆

生产的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线材形成一
定产业规模。

轨道交通产业链是全市十大产业链
建设的第一大产业链，下一步，戚区将结
合东方新城建设要求，根据轨道交通产
业链需求，着力引进轨道交通制动系统、
供电设备等项目，填补国内产业空白，提
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同时，我们也将加
大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服务和支持，搭建
技术创新攻关服务平台，加快培育独具
特色的轨道交通产业集群，加速向特色
化、专业化、生态化方向发展。”李林明确
表示。 王淑君 刘敏 张毋左

我市责令用人单位
补签劳动合同1.7万份
帮助2.4万劳动者追回工资1.1亿元

去年以来———

本报讯 昨天，我市召开创建
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市委常委、科教城党工委书记徐
光辉出席会议，并就下一步创建工
作提出意见。

截至目前，全市规模以上企业
劳动合同签订率达99%，全市已建
工会企业集体合同签订率位居全省
前列。

去年以来，我市组织开展农民

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清理“双欠”专
项活动、劳动合同签订春暖行动、清理
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劳务派遣企
业调查等5次专项执法检查活动，共
检查用人单位8000多家，责令用人单
位补签劳动合同1.7万份，帮助2.4万
劳动者追回工资1.1亿元。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
主席贾宝中主持会议。副市长王成斌
出席会议并讲话。 !周凌红 黄钰"

20家“十百千”企业
获银行19亿元授信

本报讯 昨天，在市金融办、科
技局、人民银行常州市中心支行主办
的常州市“十百千”工程银企对接会
上，20家企业与相关银行负责人签署
银企合作协议书，授信金额超过19亿
元。副市长王成斌出席对接会并讲话。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开展“重大
项目突破年”活动，大力推进十大产
业链建设、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双百”行动计划和创新型企业培育

“十百千”计划。
记者从会上获悉，自今年起我市

18家银行机构拟对106户“十百千”工
程中创新型领军企业和上市培育企业
提供204.13亿元融资支持，通过金融、
科技、产业创新融合，推动新一轮产业
升级。昨天，常州华立液压润滑设备有
限公司、江苏骠马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河马井股份有限公司等20
家企业与银行进行现场签约。!小莉"

常州“女飞鱼”沈铎夺得第3金
在南京青奥会上———

本报讯 昨天是南京青奥会开
赛第3天，常州“女飞鱼”沈铎继续延
续着“日进一金”的神奇表现。在昨
晚的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沈铎
以53秒84的成绩刷新世界青年纪
录，收获了她在本届青奥会的第3枚
金牌，同时也是首枚个人项目金牌。
至此，沈铎也成为本届青奥会开赛
以来夺得金牌数量最多的选手。

昨天，沈铎表示：“来之前并没有
想过要拿多少金牌，只要表现最好的

自己，不留遗憾，当然也希望挑战一
下自己。”谈到未来的目标，沈铎说：
“青奥会和亚运会相距很近，青奥会
后我会立刻重新投入训练，调整好自
己的状态去参加亚运会。”

沈铎的前两枚金牌，本报分别
在昨天和前天作报道。

沈铎1997年出生于常州，2003
年进入市少体校训练，师从启蒙教
练陈烨，2010年进入江苏省游泳
队。 !杨杰"

藤花旧馆将成苏东坡纪念馆
遵循文物“零干扰”原则，布置2园9景

市中心前后北岸———

本报讯 作为前后北岸文化业态调
整项目之一，东坡终老地、省级文保单位
藤花旧馆，将布置成苏东坡纪念馆，并遵
循文物“零干扰”原则设计2园9景，预计
明年1月8日东坡诞辰日前夕对外开放。
昨天，该工程开始施工。

苏东坡纪念馆占地500平方米，以
“东坡与常州的情缘”为主题，2园9景
将再现苏东坡在常州的经历和生活场
景。

2园分别为外庭归里园和内庭憩心
园；9景为顾塘迎坡、毗陵我里、紫藤斑
斓、心许相依、两表乞居、墨池洗砚、宋泉
泓文、咏诗释道、竹影送仙。

纪念馆将营造成一步一景，而场景
均来自史料或相关诗文记录———

顾塘迎坡是正门前的一面照壁，再
现公元1101年苏东坡从顾塘桥登岸，常
州百姓夹道欢迎的场景；

进门一尊东坡坐像，毗陵我里展现
苏东坡将此地视为故里的愿望；

进归里园，苏东坡一生最喜爱的紫
藤花将爬满廊轩，南墙上将刻下苏东坡

第一次到常州时写下的诗《除夜野宿常
州城外》；

西北角廊轩里，将记录东坡给皇帝
上《乞常州居住表》和《再上乞常州居住
表》的故事；

入憩心园，左手边是按东坡洗砚池
原尺寸进行恢复的一槽砚池，右手边一
口宋时古井，保持原址原貌，寓意一泓清
泉滋润哺育着常州文脉；

园内西墙，将刻“三绝”：苏东坡的绝
笔、绝诗和绝言；

馆内坐北朝南的眷君堂，脱胎于苏
东坡所说“眷此邦多君子”，将会立一组
东坡与好友钱世雄、维琳长老对诗论禅
的雕像，并陈列东坡与常州的情缘展、
14次到常州行程表以及目前常州存在
的东坡遗迹图。

终老地的场景设计是重头戏，将会
复原宋时普通家庭生活，含会客区、桌
案、床榻等，家具、摆设都按照宋代风格。
此外，东柴房内还将用18块展板，展示
东坡66年人生中18件重要大事以及他
一生游历路线图。

本次工程由市文广新局牵头、常州
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苏东坡纪念馆方案曾获国家级文物
专家谢辰生肯定和赞扬。照壁浮雕和馆
内两组塑像将分别由我市美术家李平
秋、冷天明创作。

目前，全国有6个苏东坡纪念馆，其
他5个分别在杭州、眉山、儋州、惠州、徐
州。 !何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