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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

王凌获得———

本报讯 新年伊始，江苏省前黄高级
中学收到喜报，该校90届校友、清华大
学教授王凌获2015年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资助。

20多年前，王凌从省前中考入清华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2008年晋升教
授、博导。主要从事智能优化、生产调度
理论与方法及应用研究，主持和参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课题、863计划、
博士点基金等项目20项，出版《智能优
化算法及其应用》等专著4部、译著1
部。曾获“北京市科技新星”“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等
殊荣。

&曹金鑫 黄智平'

在常生活黄埔同学共有!"名
民建市委连续4年为他们订阅《常州日报》
本报讯 新年伊始，生活在常州

的18名黄埔军校同学每人又收到
一份《常州日报》。

据了解，从2012年开始，民建
市委已连续4年为他们订阅《常州
日报》。

黄埔军校同学是一支重要的爱国
力量，我市统战系统历来关心在常黄
埔同学生活，每逢黄埔军校建校周年
纪念日和春节，都要上门看望他们。

目前，在常生活的黄埔同学共有
18名。 &许烨 黄钰'

讣 告
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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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夕阳红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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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目前，这个公司平均每
天自主研发新型面料10多种，全年
4000多种。针对今后两年的市场流
行趋势，旭荣研发的新品面料储备
量已超过1万种，每一个客户都能
在此“海淘”到所需布种。这个公司
还从前端布料研发，升级到成衣设
计制造，成为流行服装成衣和面料
供货商。

旭荣每年投入研发费用超过
2000万元，占销售收入3.6%以上。
企业利润率从最初接单式生产的
3.5%，提升到现在的10%。2015年，
旭荣销售超过9亿元，利润、税收分
别比上年增长19%和34%，并在市
场上牢牢掌握了定价权。

据了解，天宁区200多家纺织
服装企业中，有近20%一面坚守传
统产业，采取向外延伸方式，前往越
南、非洲办厂，一面涉足高、新、绿行
业，寻求新的发展。

不仅是纺织服装企业，如今，天
宁区还在重点提升和拓展生物医

药、新材料等产业集群，着力打造和培
育新能源、智能电网、特种材料等新兴
产业集群，有的已颇具规模，有的已凸
显特色。

成立于2006年的常州西电帕威
尔电气公司，专业从事高、中、低压输
配电成套设备开发、生产、销售及工程
服务。2013年，利用公司闲置土地以
及在试验检测市场的品牌优势，开始
向服务业转型，如今已成为专业从事
高电压、大容量试验开关电器类产品
的试验检测基地，广泛开展相关试验
检测业务。

与此同时，天宁区还充分利用地
理优势，加速聚集各种要素。按照功能
区域发展战略，统筹规划全区道口，大
力发展“道口经济”，努力打造一批“道
口经济”示范区。目前，包括中通物流、
大娘水饺全球配送中心等在内的天宁
物流园区，以及黑牡丹科技园、恒生科
技园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创新载体，已
成为天宁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全媒体记者 孙东青

别桥镇大手笔建设两园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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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该镇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并
相继成立溧阳电梯商会、电梯安装技
术联合会、国内首家电梯职业教育集
团和电梯学校。两年多来，在商会牵头
组织下，北京、西南、东北等数家分会
在全国各地成立，初步形成了整合资
源、抱团发展的良好态势。同时，还高
起点打造电梯培训、教育、研发、服务、
会展、检测等6大中心，大力度建设制
造基地、总部基地、循环经济基地等3
大基地。如今，培训、教育、研发、服务
等4个中心已建成；总部基地基本建
成，制造基地已现雏型，循环经济基地
得到国家专业部门肯定而进入申报。

据镇长赵明介绍，全镇通过3至5
年努力，争取形成100家电梯安装型

企业、20家电梯配套型企业、3至5家
电梯生产型企业，使别桥真正成为以
电梯整机生产、配套服务、产业链集合
发展的电梯城。

培育通用航空特色镇，是别桥镇
抢抓机遇的战略选择。当天目湖通用机
场完成所有项目审批前，该镇吃准低空
1000米空域开放的政策，随即成立了
中国·溧阳无人机产业园。据唐洪祥介
绍，无人机产业已成为通航产业中的朝
阳产业，利用天目湖通用机场落地别桥
的机遇，打造集无人机核心技术研发中
心、无人机生产组装中心、人才教育培
训中心、无人机俱乐部、无人机展馆展
示基地、对外营业服务六位一体的产业
园，将有效更新别桥的发展引擎，丰富
并充实全镇的产业结构。

目前，无人机产业园已吸引江苏
国翼等一批无人机企业入驻与项目洽
谈，并举办了全国首届农用无人机植
保培训。同时，吸引了南京理工大学在
园区建立产学研基地；中国机器人工
委、总参60所、农业部南京农机决定
将产业园列为运营基地。下一步，该镇
将在民航华东局、江苏中关村科技产
业园共同扶持下，把别桥打造成长三
角地区以通用航空产业与旅游产业融
合发展的特色镇。

溧阳市委书记蒋锋在别桥调研后
表示，随着别桥冶金和新型建材为主
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电梯优势产业
与新兴通用航空产业的加快发展，别
桥将在产镇融合中注入新一轮发展活
力。 &全媒体记者 李金堂'

#$!%年成交均价&'(&元)平方米 上涨&*+,

二手房销售增长51.07%

市区商品住房库存周期降至11.79个月

本报讯 市房管局5日发布 2015
年常州楼市成绩单：市区商品住房库存
周期降至11.79个月，进入合理区间，比
2014年末下降4.68个月。

2015年，市区商品房新增供应大
幅减少。全年市区商品房批准预售面积

498.52万平方米，较 2014年减少
36.89%。其中商品住宅批准预售面积
321.68万平方米，同比减少42.42%。

我市是从2014年开始严格控制经
营性用地出让的。

2015年，市区商品房销售备案面积

696.68万平方米（67551套），其中商品
住宅销售备案面积 564.83万平方米
（46626套），较 2014年分别增长
4.81%、2.44%。市区商品房成交均价
6711元/平方米，同比上涨3.42%。其
中商品住宅成交均价 6736元 /平方

米，同比上涨6.10%。
二手住房市场在 2015年回暖，市

区二手住房登记销售面积 223.25万
平 方 米 （21968套）， 同 比 增 长
51.07%。

&房管轩 黄洁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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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打造具有时代特征、常州
特色的军民融合品牌，不断巩固和扩
大双拥工作社会基础和覆盖面。

各部队要集中进行一次拥政爱民
教育，组织参与文明创建、生态创建、平
安创建等活动，组织学雷锋小组、便民服
务小分队为特殊群体和困难群众送温暖

献爱心，协助维护机场、车站、码头、广场
等场所的公共秩序，做好消防灭火、扫雪
除冰等应急准备，确保遇有灾情迅即出
动，圆满完成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

通知还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把落
实双拥优抚安置政策法规作为新春期
间双拥工作的重点，确保党和政府的

关怀落实到每位优抚对象身上；要走
访慰问老复员军人、伤病残退役军人、
烈军属和生活困难的转业复员退伍军
人，组织开展送立功受奖喜报、挂军人
军属光荣牌匾、贴新春楹联年画等活
动，增强军人军属和优抚对象的荣誉
感和自豪感。 -

张磊 黄钰
.

扎实做好新春期间双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