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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市政协召开十四届
十一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俞志平主持会议。

根据市委部署和要求，俞志平就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对
市政协党组成员和副主席开展集体约
谈，进一步明确任务要求、层层传导压
力、层层落实责任，推动市政协党风廉政
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俞志平指出，要切实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不断增强履行主体责任的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面准确把
握“一岗双责”要义，做到知责、明责、尽
责，找好标准，不断补齐短板。

俞志平要求，按照新部署新要求扎
实推进工作，着力加强政协党组建设，充
分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
推进政协履职能力建设，为聚力种好常
州幸福树提供坚强保障。市政协党组和
领导班子成员要切实把主体责任这个

“牛鼻子”牢牢掌握在手里，尤其要把
落实主体责任作为必须履行的政治担
当和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抓实抓好，
锲而不舍把作风建设抓紧抓好；对照
市委的规定和要求，进一步明确工作
责任，真正把落实主体责任作为工作
的分内之事，作为履职尽责的重要内
容，贯穿在工作、学习、生活的方方面
面；同时，要进一步找准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的着力点，（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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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本报讯 阿里巴巴创新中心（常州
武进）11 日在武进国家高新区众创服
务中心开业。副市长梁一波和武进区
主要领导出席活动。

阿里巴巴创新中心武进基地由武进
国家高新区管委会、阿里云、硬功馆三方
联合共建，面积 2040 平方米，拥有免费
开放的硬件实验室、资深的硬件专家团
以及培养技术人才的学院。基地将推进
区域互联网和智能硬件等服务业态聚集
发展，重点助力互联网、云计算、智能制
造、智慧医疗、智慧家居发展，为创业公
司提供体系化和全方位创投服务。自 9
月试运行以来，已有13个创业项目入驻。

阿里巴巴创新中心是阿里巴巴集
团基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科技
类“双创”孵化服务平台，是国家首批双
创示范基地之一。此前，阿里巴巴创新
中心已落户宁波、西安、无锡等地。

武进区是全国首批、全省唯一的双
创示范基地，目前各类双创载体超过
500 万平方米，在孵企业超过 900 家，
中以、中德、中芬等国际合作创新园区
初具规模。 （叶星 马浩剑）

阿里巴巴创新中心
武进基地开业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金坛区供销合作总社了解到，他们正
在筹划明年的产业融合项目，通过“茅山竹海”营销平台，汇聚和
展销金坛名、特、优农副产品，强化品质把控、品牌运作和市场拓
展，将“茅山竹海”打造成金坛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

金坛区供销社总社副主任高勇军告诉记者，他们以“茅山竹
海”品牌整合营销建昌红香芋、黄金村有机米、朱林绿坛无节水
芹、罗村坝山芋粉丝、金坛米猪、晶泉果品、长荡湖大闸蟹等金坛
名特优农副产品，力争用 2-3 年时间，完成区级电商运营中心、
镇级电商服务中心、村级电商服务站建设，形成全区三级电子商
务网络和60家实体门店。

高勇军介绍，他们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
由江苏茅山竹海农产品商贸有限公司与金坛区农业龙头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购销合作协议，合作社的农产品均在“茅山
竹海”直营门店和电子商务平台上销售，使合作社的一产、二产
共享三产带来的效益，实现农业的一二三产业融合。记者了解
到，尽管“茅山竹海”公司与合作社的业务联系仍以合同形式，但
签约对象不再是众多分散、弱小的农户，而是一个市场主体地位
相对较高的组织机构，专业合作社通过对农户进行生产技术指
导，提供统一的生产资料供应和技术服务， （下转A2版）

整合金坛区各种特色农产品，
统一做强“茅山竹海”品牌

供销合作社揽下一桩大活儿
本报讯 记者从日前在我市召开的全省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现场会获悉，常州
高新区通过竞争立项入选全省试点，成为苏南
地区和全省高新区唯一试点。

这一试点不仅可获得来自上级的1000万元
资金扶持，还可享受金融、保险等方面的支持。

据了解，2011年常州高新区农业现代化指
标考核曾位列全省 67 个区县中倒数第三，
2012 年追赶到第二方阵，2013 年进入全省第
一方阵，实现了三年三大步的跨越式发展，并连
续三年稳居全省第一方阵。2016年，该区耕地
面积 28.16 万亩，农业总产值 34.4 亿元，增加值
18.1 亿元，单位农用地农业增加值 6357 元，农
民人均纯收入 24641 元，农业现代化指标高出
全省平均水平约30%。

常州高新区农业局副局长
汤亚兴介绍，该区农业的迅猛
发展，得益于一二三产的融合发
展。常州高新区在形成优质稻

米、特种水产和高效园艺“一主两特”产业基础
和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格局基础上，不断拓展三产
融合新业态，形成了以都市 e 农庄、淘常州农产
品电商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农业新业态，2016
年电商交易额突破 1 亿元。同时，发展了以新孟
河拓浚、122 省道、新龙生态林等农业休闲观光
带为轴线的全域美丽乡村游线，今年预计实现农
业观光 150 万人次。

常州高新区财政局副局长揭新透露，成功入
选全省农村三产融合试点区后，将得到上级财政
近1000万元的专项资金扶持。这些资金，将用于
扶持区农业和区财政两个部门在全区遴选出的

“6+1”个项目，即东南稻米种植休闲观光、万绥粮
油稻米加工仓储、 （下转A2版）

常州高新区成为全省试点区，省财政
真金白银1000万元扶持“6+1”项目

力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本报讯 90 年前的 12 月 12 日，中
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忠诚的共产
主义战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
人和青年运动卓越领导人张太雷同志英
勇牺牲。昨天，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办、
省委党校、共青团江苏省委、中共常州市
委以及张太雷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纪念
张太雷同志牺牲 90 周年座谈会暨张太
雷研究中心成立大会。省委党史工办主
任张亚青，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桑学成，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科教城党工委书记
徐光辉及张太雷同志亲属代表冯海龙夫
妇等出席会议。

会上，张太雷研究中心揭牌成立并
聘任研究员。该中心由省委党史工办、
省委党校和常州市委联合成立，将整合

多方研究力量，全面推进张太雷同志生
平、思想与历史贡献的深入系统研究。

徐光辉在致辞中说，张太雷同志是
常州儿女的骄傲，研究好、宣传好、弘扬
好张太雷同志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精神，
是我们的应尽责任，也是我们的不懈追

求。他要求全市上下向张太雷同志学
习，“守得云开见月明”，永远保持坚定的
革命理想和信念，矢志不渝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奋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常州实
践新境界；要向张太雷同志学习，“吹尽

狂沙始到金”，永远保持顽强的奋斗精神
和拼搏状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永不
停步地推进改革，形成锐意改革的“头雁
效应”；要向张太雷同志学习，“事事当争
第一流”， （下转A2版）

张太雷研究中心成立

我市举行座谈会

纪念张太雷同志牺牲90周年

昨 天 ，2017 年“ 衣 衣 不 舍——
旧衣回收计划”暖冬行动在戚墅堰花
溪公园举行冬衣发放活动，15 吨超过

8 成新的冬衣供有需要的市民免费领
取。市义工联还向全市各社区免费发
放了由旧衣制成的 10000 副棉纱手

套、5000把拖把、5000只环保袋。
据了解，“衣衣不舍——旧衣回收

计划”已举办 3 年。目前，二手衣回收
箱已覆盖全市 687 个社区，共 1600 余
个。项目还向全国辐射，在北京、天津
等40多个城市启动回收计划。

唐文竹/文 陈暐/摄

牢记历史 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

公 祭 南 京 大 屠 杀 死 难 同 胞

本报讯 昨天，市委常委、组织
部长、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周
昌明、副市长许峥率队走访慰问武
警水电第五支队，对圆满完成天宁、
武进两区抗洪抢险任务的水电官兵
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问候。

9 月 25 日，常州连遭大暴雨袭
击，天宁区丁塘港河东岸堤坝、武进
区三山港河闸口里段先后出现决口
险情。武警水电第五支队以最快速
度全力投入抢险救灾，连续高强度

作业20小时，成功封堵两处决口。
市水利、财政、建设、供电等

部门现场办公，为水电官兵解难
事、办实事。

据了解，武警水电第五支队
多年来完成了许多重大救灾抢险
任务，有力守护了一方平安。同
时，在我市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部队在改革强军进程中
也快步前行。

（朱雅萍 蒋玉兵）

市领导慰问武警水电五支队

本报讯 昨天上午，记者从市
轨道交通公司获悉，地铁 2 号线勤
业站已完成管线迁改和场地布置等
前期准备工作，将于本月14日启动
围护结构施工。这标志着 2 号线最
后一个站点正式开工。

负责该站点施工的中铁十六局
常州项目部工作人员包永生介绍，
勤业站是地铁 2 号线和 3 号线的换
乘站，车站长 282 米，宽 21.7 米，深
16.2米，是地下二层车站，局部地下
三层。该站点于 7 月中旬起开始管
线迁改，目前管线迁改工程已完成，
并且做好了地下车站围护结构施工
的场地布置工作，将于14日正式开
工建设地下连续墙等围护结构。

据了解，该站点开工后，勤业路
部分路段（长江中路至莱茵花园）将
封闭，机动车可从劳动西路或星园
路绕行，非机动车可保持通行。另
外，勤业路与长江中路交叉口部分

路面将因地铁施工被占用。届时，
长江中路路口除由北向南禁止右转
和由南向北禁止左转外，南北向直
行车道也将由现在的双向 6 车道减
至双向 4 车道，途经此路口的 B23、
游1等公交线路也将绕行。

包永生表示，他们将在确保质
量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建设，确
保在春节前完成有关工程建设，尽
快恢复路口交通。

另悉，2 号线其他站点均已开
工，而且进展顺利，其中青枫公园
站、海棠路站、南大街站、红梅公园
站和青洋路站等站点已完成围护
结构施工，进入车站主体结构建设
阶段。

市轨道交通公司和市交警部门
感谢广大市民对我市地铁建设的支
持和理解，并友情提醒市民途经施
工路段提早出门，提前做好绕行准
备。 （沈琳 周瑾亮）

地铁2号线最后一个站点14日开工

勤业路部分路段
机动车禁止通行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溧阳
境内新增一条国道：原 241 省道溧
阳段改为233国道。

原 241 省道溧阳段全长 51.82
公里，共有4段，起点为溧阳别桥与
金坛交界处，终点为溧阳与安徽广德
交界处。而233国道起点在内蒙古
自治区克什克腾旗，终点在安徽省黄

山市，南北纵跨内蒙古、河北、天津、
山东、江苏、安徽等地。241 省道更
改为233国道后，将更好地构起全国
公路网，为江苏乃至全国经济的快速
发展作出贡献。

至此，溧阳境内已有 104、233
两条国道，239、341、360（在建）3
条省道。 （张国芳 芮伟芬）

241省道溧阳段改为233国道

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11 日电
（记者孙丁 徐剑梅） 美国纽约市
曼哈顿中城 11 日发生爆炸事件
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改革现
有移民制度。

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
“必须加固其松懈的移民制度”。在
现有制度下，太多危险、没有经过充
分审查的人得以入境美国。他呼吁
废止亲属移民，称这一制度存在缺
陷，对美国安全和经济造成的糟糕
影响“一直显而易见”。

当天早些时候，白宫新闻秘书
桑德斯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必须保
护边境，必须确保入境人员来美国
不是为造成伤害，必须引入“积分
制”移民制度。当天发生的爆炸事
件凸显出国会与总统共同推进移民
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目的在

于加强国家和公共安全。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当天也表

示，纽约市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接
连遭受两起袭击，其实施者分别通
过“绿卡抽签”和“亲属移民”项目入
境。这都是现行“失效”移民政策的
结果。

塞申斯同时呼吁采用以积分制
为基础的“择优”移民政策，优先考
虑高技能、受到良好教育、会说英语
并更可能融入美国社会和取得成功
的外国人的移民申请。

纽约市曼哈顿中城一处地下通
道11日发生爆炸，导致包括嫌疑人
在内的 4人受伤。纽约警方随后将
嫌疑人逮捕。这名嫌疑人27岁，被
控引爆自制炸弹。纽约市长德布拉
西奥说，这是“一起未遂恐怖袭击”。

（下转A2版）

纽约再次遇袭

特朗普呼吁：改革移民制度

新时代新时代 新气象新气象 新作为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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