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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市 今 天 多 云
转 阴 ，早 晨 局 部 有
雾，偏东风 3 级，今
天最高温度 13℃，明
晨最低温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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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立足既解决当前急需又关
系长远发展，金坛区委、区政府日前联合
发布“十三五”水利类政府性重点工程

（项目）实施计划清单，布局 7 大类 16 个
重点项目，总投资约109.1亿元。

前年和去年，金坛区连续遭遇两次
特大洪涝灾害，给生产生活带来重大损
失，也暴露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
不足。为此，该区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摆上突出位置，以全面提高防灾减灾能
力，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安居乐
业提供可靠的安全屏障。

该区水利类政府性重点项目，主要
布局区域防洪减灾、水资源保障、水环境
改善、水生态建设、农村水利建设、水利
管理等方面，总投资约 109.1 亿元。其
中，防洪减灾工程投资约 32.5 亿元，水
资源保障工程 31.5 亿元，水生态、水环
境改善等工程45.1亿元。

新孟河延伸拓浚工程，是该区重点
推进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的骨干工
程。该项目在金坛境内长 12.6 公里，总
投资约14亿元。其中2.1公里先导段已
于前年底首先实施，目前工程量已完成

90%，完成投资4.7亿元。
长荡湖综合治理是该区近 5 年重点

水利工程之一。其中，总投资约20亿元
的退圩还湖工程，从今年起分两期实施，
3 年内退让 2.6 万亩圩区还湖，最终成湖
面积约 87.33 平方公里；总投资约 6.58
亿元的清淤工程，则分4期实施，清淤面
积约 40 平方公里，土方工程量约 750 万
方；总投资约 9.15 亿元的防洪大堤工
程，按照 50 年一遇标准设防，新建总长
约 45 公里的长荡湖防洪大堤及 14.5 公
里路堤连接线。

金坛区“十三五”期间水利类重点
项目，兼顾圩区防洪防涝、山区资源保
障和园区水系整治。其中，投资 10.6
亿元对薛埠河等10条圩区河道清淤、
护岸新建约 76.4 公里，堤防护岸护坡
加固约 200 公里；投资 8.79 亿元对茅
山地区水库及重点塘坝除险加固、水
系连通和水土保持；根据新孟河配套
水系工程可研任务目标，投资23亿元
对开发区、华科园内的尧塘河等20多
条长78公里河道综合整治，提高过水
能力，改善河道环境。 （赵鹤茂）

金坛水利工程大力补短板，16大项目“十三五”将投资109亿元

长荡湖26000亩圩田：

3 年 内 还 给 湖 面本报讯 “2016
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
物”元旦前夕在北京
揭晓，我市科技型企
业家——中简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
永岗上榜。

由《中国科学报》
等机构主办的“2016
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
物”评选活动已连续
举行 7 届，旨在通过
公众广泛参与，评出
当 年 人 们 心 目 中 的

“科学明星”和“知识
英雄”。

中 简 科 技 ZT7
系列碳纤维率先应用
于国内最新型国防装
备，打破了高性能碳
纤维技术国际垄断。
（许红梅 姜小莉）

10位2016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
高福：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研究员。2016 年他带领团队为
设计阻止埃博拉病毒进入治疗抑制
剂奠定分子基础，并在全球首次鉴
定出高效、特异的寨卡病毒单克隆
抗体。

南仁东：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
台 FAST 工程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
家。历经 20 余年，他及其团队从提
出设想到最终建成FAST，为中国科
学家探寻未知宇宙和生命起源开启

“天眼”。
潘建伟：量子卫星首席科学

家。2016 年 8 月 16 日，世界首颗量子
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成功，首
次实现卫星和地面间的量子通信。

李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
征五号”火箭总设计师。2016 年 11 月
3 日，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
号”成功“首飞”。

杨广文：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
主任。国际超算大会2016年6月公布
的全球超级计算机 TOP500 榜单，“神
威·太湖之光”以超第 2 名近 3 倍的运
算速度夺得第一。

朱枞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天宫二号”总设计师。中国首个真正
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于
2016年9月15日进入预定轨道。

（下转A2版）

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揭晓

常州杨永岗上榜

本报讯 原本是一个纯粹的鱼
塘，现在，水上架设太阳能光伏电
板，水下养殖鱼虾水产品。元旦前
一天，由九洲投资集团投资 2.2 亿
元在武进前黄千亩鱼塘上建造的 1
期 30 兆瓦水面光伏发电站成功并
网发电。

鱼塘水面光伏发电站总装机规
模为 100 兆瓦，总投资 8 亿元。计
划分 3 期完成。目前建成的 1 期光
伏发电能力为3230万千瓦时/年。

从资本经营到如今拥有自己的
电源产业，九洲集团着力转变发展
方式，由此跃上了发展的新高度。

当天，记者在现场看到，前黄镇原
本近千亩的鱼塘水面现在被 11 万多
块太阳能光伏板覆盖，水面上分设了
一道道循环流水槽，在阳光的照射下
熠熠生辉，呈现出“海天一色”的景观。

光伏电站项目于去年 8 月底开工
建设。短短4个月的施工期也创下了
有史以来电站建设的最快速度。据了
解，施工中，市发改委、供电公司给予
了大力帮助和支持。发改委主任蒋自
平多次组织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办
公，协调解决实际问题。市供电公司
不仅简化并网手续，还开辟了绿色通
道。 （下转A2版）

1期工程建成并发电上网

千亩鱼塘：水上发电、水里养鱼

九洲集团投资8亿元
建设水面光伏电站

元旦假期，“多彩生活”常州市广
场摄影大展在薛家中心广场开幕。

展览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
共展出全市首届摄影艺术大展、“台湾
摄影家看常州”摄影作品展等 6 大展
览中的近1000幅摄影精品。

这是村民在劳动后观看展览。
蒋小萍 陈荣春/文

魏作洪/摄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是党中央和中央纪委着眼“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和党风廉洁建设新形势
提出的新要求，是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确定的重要任务。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基层纪检监察机关要
主动担起责任，忠实履行党内监督专

责，聚焦监督执纪问责，优化政治生
态，保障干净干事，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
一、紧盯责任主体，让责任根植心

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必须牢牢抓住责任主体，把责任压紧
压实到基层。健全责任体系，推动压
力传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
问责条例》，开展以党委书记、纪委书
记为主体的“两个责任”系列培训，唤
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坚持“书

记抓、抓书记”，强化“一把手”主责，打
造责任压力“传动轴”；抓住领导干部
这个“关键少数”，强化明责考责督责，
让责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结合村

（社区）基层组织换届，建立村（社区）
纪检委员述责制度、村（社区）监督责
任考评体系，完善“责任链”，打通“最
后一公里”。推行痕迹管理，强化履职
监督。完善“两个责任”全程记实制
度，促进责任主体从被动履职向主动
担责转变； （下转A2版）

天宁区委常委、纪委书记 唐家中唐家中

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延伸到基层

本 报 讯 日 前 ，JXB20160204
地块以6700万元成交。

这是自常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交易系统运行以来，新北区首
个进行网上限时竞价成交的经营性地
块。

该地块位于孟河镇，面积 16393
平方米，起拍价 3100 万元，用地性质
为商业。 （吴玺 黄小路）

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交易系统投运后——

新北区第一个
限时竞价地块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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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停车难、菜场乱等影响市
容秩序的难点问题，如今在溧阳已得到
有效化解。”本月 1 日，溧阳市民陈正松
向记者反映，由于城管部门的辛勤付出，
广大市民已享受到一个全新的文明舒适
环境，所以，他要代表市民，给溧阳城管
点个赞！

市民给城管点赞，源自溧阳城管部

门开展的3项整治。
2016年，溧阳城管局根据该市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和省优秀管理城市部署与
要求，明确了实施“1638 工程”目标：启
动16项建设工程，开展市容秩序整治“3
大战役”和8项城市管理规范，打造“畅、
洁、绿、美、好”宜居环境。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与

车量的增加，老城区交通日渐拥堵。
对于老菜场来说，由于外围车辆违规
占道及道板停车，使得拥堵尤为突出，
而老菜场内部因设施老化及管理缺失
又形成脏乱差，加之户外广告与店招
标牌的五花八门，市民对此颇有抱怨。”
该市城管局领导告诉记者，针对市民
反映强烈的这些问题，（下转A2版）

主次干道和背街支巷整治建立“新秩序”

溧阳城区：

所有13家老菜场不再脏乱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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