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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 天 阴 到 多

云，西南风 3 到 4
级，今天最高温度
21℃，明晨最低温
度11℃。

本 报 讯 我市百亿级重大项目取
得新突破。昨天，总投资 120 亿元的常
州康得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
碳纤维车体及部件项目，在常州高新区
培土奠基。康得集团、康得新集团、康
得复材董事长钟玉，北汽集团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张夕勇，市领导丁纯、周斌和
市政府秘书长杭勇出席奠基仪式。

据悉，常州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产业，
已被纳入江苏省“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规划布局。

该项目由康得集团、北汽集团和常
高新集团共同出资，分 3 期建设。建成
后，将形成年产 600 万件新能源汽车碳
纤维部件能力，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
最先进的工业 4.0 智能化新能源汽车碳

纤维车体及部件制造基地，全面推动中
国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发展。预计项目首
期于2019年6月建成投产。

市长丁纯在致辞中说，此次康得集
团、北汽集团强强联合，携手在常州高新
区打造新能源汽车碳纤维车体及部件制
造基地，高度契合常州市产业发展方向，
也符合康得集团、北汽集团发展的战略

布局。该项目的建设，将有力促进常州
新能源汽车和新材料产业提质升级，进
一步推动企业跨越发展，全面引领我国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发展方向。

丁纯真诚希望康得集团、北汽集团与
常州建立长期稳固、互利共赢、不断发展
的合作关系，共同努力，实现企业与常州
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全市各级、各部门将

充分发扬“店小二”精神，全力以赴为项目
建设和企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张夕勇表示，近年来北汽集团与常
州市在新能源汽车、通用航空等领域合
作密切，硕果累累。此次奠基的新能源
汽车碳纤维项目，不仅是北汽在常州发
展的又一新成果，也是中国汽车产业轻
量化技术发展的一项突破。北汽集团将

与康得集团携手，借助常州制造业基
础雄厚的优势，为打造创新链、完善产
业链、形成市场链、优化服务链提供强
大后盾，助力三方创新发展。

钟玉表示，该项目在 9 个月内实
现了当年洽谈、当年签约、当年开工，
体现了常州市创新、超前的发展意
识。 （下转A2版）

引领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发展——

总投资120亿元碳纤维车体及部件项目在常奠基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委组织部获
悉，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

“龙城英才计划”改革创新的意见后，近
期我市有关部门连续新出台 16 项配套
政策文件。

记者了解到，这16项政策文件分别
就海内外精英人才、领军型创新人才、高
端经营管理人才、商务服务业高端人才、
科技服务业高端人才、电子商务高端人
才、金融高端人才、产业紧缺人才、在常
高校引进高层次人才、高层次中小学教
育人才、卫生类高端人才、宣传文化高端
人才、高层次社会工作人才、高技能领军
人才引进培育及申领购房补贴等事项作

了明确详细的规定，与已有的“龙城英才
计划”特别支持、重点支持、优先支持、培
育支持 4 个文件，集成为常州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新系统。

此次我市推出“龙城英才计划”新政，
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主攻方向，以打造
人才队伍新质态为核心任务，以打响“创
业常州”城市品牌为根本策略，推进全市
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提升常州人才国际
化水平，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
力，进一步扎实常州“幸福树”的根系，为
推进“两聚一高”新实践、建设“强富美高”
新常州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新政将实施海内外精英人才攻坚、

领军型创业人才提升等 8 项工程，对符
合条件的人才给予相应购房补贴，给予
用人单位引才资助，提升360°更具竞争
力的人才集聚政策。

海内外精英人才攻坚工程。对高精
尖人才、海内外精英人才来常设立科研
院所、领办创办重大人才企业、创新创
业，给予最高 1 亿元的特别支持。对培
养当选两院院士的给予 200 万元奖励，
给予培养单位500万元奖励。自主申报
入选国家“千人计划”人才，给予 100 万
元配套奖励；自主申报入选国家“万人计
划”等人才，给予30万元配套奖励。

领军型创业人才提升工程。对领军

型创业人才（团队）项目，给予100—300
万元的无偿创业资金资助和最高 1000
万元股权债权支持。对发展比较迅速，
取得较好经济社会效益的创业项目，择
优给予不超过150万元的激励性资助。

领军型创新人才倍增工程。科技项
目与人才项目协同发力，依托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大力引进科技创新团队，给予
80-100 万元资助。依托科技支撑项目
等，大力引进全职的领军型创新人才，给
予40-60万元资助。积极打造“星期日工
程师”的升级版，全方位对接海内外高校、
科研院所，大力柔性引进领军型创新人
才，给予20-40万元资助。（下转A6版）

16项配套政策文件下发

打造全市人才队伍新质态 推进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

我市出台“龙城英才计划”新政

（详见A7版）

——十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组织
部机关召开专题学习会，再次集中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4 名同
志结合工作实际，畅谈学习体会。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周昌明在会上
指出，全市组织系统要带头学、带头
干，更要聚焦主责主业，切实把党员
干部人才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
九大确立的宏伟目标和各项任务上
来。

周昌明指出，全市组织系统要
在深刻领会“新时代”“新思想”“新
使命”“新征程”和“新要求”上下功
夫，在贯彻落实上走在前、作表率。
要逐条梳理、逐项研究，坚持思想上

“同心”、政治上“同向”、行动上“同

步”，始终运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
推进组织工作实践，真正将大会精
神贯彻落实到教育培训上，落实到
选人用人上，落实到固本强基上，落
实到人才引育上，落实到党的建设
和组织工作的方方面面。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
作，周昌明要求全市组织系统要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动力，
聚焦主责主业、加强统筹协调，扎实
做好年前各项工作，尤其要突出抓
好年度目标任务落实，谋划好明年
的工作思路，努力为“两聚一高”新
实践、种好常州“幸福树”提供坚强
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

（唐文竹 常组宣）

市委组织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先学一步深学一层
指导推进主责主业

本报讯 昨天下午，全市宣传文化
系统召开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会议，要求按照中央决定和省市委部署，
全力以赴，全面推进，迅速兴起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科教城党工委
书记徐光辉在会上强调，宣传思想文化
系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
好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

当前头等大事，按照中央决定和省市委
部署，在学懂弄通做实上狠下功夫、走在
前列，引导全市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
热潮，做到干部培训全覆盖、宣讲活动全
覆盖、社会宣传全覆盖，把党员干部群众
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
力量凝聚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
上来，奋力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在常州实践的新境界。

徐光辉指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

充分认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和把握党的十九
大的主题，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深刻领会和把握过去五年历史性成就和
历史性变革，深刻领会和把握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深刻领会和把
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深刻领会
和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深刻领会和把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总体目标，深刻领会和把握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布局，（下转A6版）

我市部署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学懂弄通做实下功夫 宣传宣讲培训全覆盖
本报讯 昨天，市政协党组召

开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报告会，市
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俞志平出席会
议。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
耀钢主持报告会。

会议指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
要政治任务，政协党组以及政协机
关党组、政协机关县处级理论学习
中心组和政协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要
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定》
和省市委统一部署和要求，迅速兴
起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

会议要求，要全面准确学习领

会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我市
政协事业新发展，以学习的效果提
升履职成效，切实提高解决问题、推
动发展的能力。

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定新作
专题辅导报告。他从深刻理解十九
大的鲜明主题、全面把握十九大的丰
富内涵、坚定贯彻十九大的重大部署
等三个层面，深刻阐述了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重点亮点和精髓要义。

市政协副主席蒋必彪、卢明康、
何玉清、吴新法、胡伟、徐伟南，市政
协党组成员陈俊杰和秘书长周效华
参加报告会。 （黄钰 孙蕾蕾）

市政协党组举办党的
十九大精神学习报告会

本报讯 连日来，我市各地各部门兴
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纷纷表
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而
努力奋斗。

常州高新区党工委中心组进行专题
学习，并通过召开全区领导干部大会，镇
街及企业、学校、社区通过中心组、道德
讲堂、“三会一课”等形式进行学习。

同时，全区通过宣讲团、高新区讲
堂、书记党课、座谈会等平台开展各种宣
讲活动，确保全体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十九大的决策部署上来。通过
各类宣传栏、标语、宣传画、高炮广告以
及“社区天天乐”等形式，宣传十九大精

神。积极开展新闻宣传，并通过“两微一
端”充分调动网民参与的积极性。

市委常委、常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周斌表示，高新区将进一步强化“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将学习贯彻十九
大精神与做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突出重点、把握关键，凝心聚力、攻坚克

难，奋力冲刺，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彰显
贯彻十九大、增创新优势、种好幸福树的
高新区担当。

金坛区委常委会召开学习十九大精
神会议，区委书记狄志强带头发言，谈了
学习体会。

狄志强表示，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始终忠诚核心、维护核心、捍
卫核心，切实担当起应该担当的历史责
任，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创造
战略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推动金坛在苏
南板块快速崛起， （下转A2版）

我市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奋斗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市委巡察
组对 2017 年第二轮巡察情况已相继进
行反馈。市委各巡察组组长分别反馈巡
察情况，并就巡察整改提出要求，各被巡
察党组织主要领导作表态发言。市委常
委、常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新北区委书
记周斌，副市长方国强，市委巡察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并对巡察整改工作
提出要求。

根据市委 统 一 部 署 ，市 委 6 个 巡
察组 8 月上旬至 9 月下旬分别对武进

区、新北区、溧阳市所属的常州经济
开发区、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溧阳市
天目湖旅游度假区、常州滨江经济开
发区、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等 6 个
省级以上开发区，对市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第二
人民医院、市第三人民医院、市中医
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市儿童医院、市
肿瘤医院、市中心血站、市卫生监督
所、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常州卫生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等 12 个单位党
组织开展政治巡察。

周斌在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巡察
反馈会上对整改工作提出要求，巡察
整改要从讲政治、讲党性的高度，专题
研究部署，制订详细任务清单、责任清
单，确保问题整改件件有着落、事事有
回音，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谨的作
风、最严肃的问责，抓好巡视反馈意见
的整改落实。

（下转A6版）

市委巡察组——

反馈2017年第二轮巡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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