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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阿祖莱

习近平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如果说提标整治有效化解了影
响环境的遗留问题，那么，环境政策、
保护机制、监管体系的三大创新，则
让溧阳生态更加趋优。

实行建设、保护、修复为一体的生
态保护机制，该市把“减化”“水源地保
护”“生态绿城建设”“矿山修复”等作
为“263”专项行动四大重点工程，取得
良好效果。去年，组织实施的9项生态
源保护与提升工程、2项生态绿道廊道
构建工程、5项基础深化工程等共3大
类15个项目，投资总额超8亿元，实现
增核 7420亩、扩绿 1365亩、连网 72.4
公里。其中投资 5.9 亿元的宋团城护

城河滨水休闲绿带提升改造工程已开
建，投资8200多万元的天目湖大道绿
化景观提升工程已全面完成。7 个废
弃露采矿山开展了生态修复治理。特
别是在天目湖水源地保护中，退耕还
林2900亩、茶园整治2300亩、林相改
造 300 亩、临湖面改造 1000 亩、铺设
污水管网3.5公里，使得天目湖湿地面
积增加至 201 平方公里，湿地保护率
达到47%。 （下转A7版）

——溧阳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建设纪事(下)

创新，让生态更优
本报讯 自本月 9 日出梅后，常州

已出现 5 天高温天气，分别是 10 日、12
日、14 日-16 日。据市气象台预报，今
天仍是高温天，最高气温35℃左右。

市气象台专家表示，虽然本轮高温
天气持续时间长，但强度不算太大，最高
气温均徘徊在 35℃左右。根据目前的
气象资料分析，本轮高温将持续至 7 月
21日，还有5天。

今天起，我市进入为期40天的三伏
天，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

（其相 吴同品）

本轮高温天气——

还将持续5天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人社部门获
悉，本月起，我市基本医疗、工伤和生育
保险药品目录再扩容，相比老版药品目
录，参保人员用药选择范围进一步扩大，
全市400万参保人员受益。

目前，我市执行的新版药品目录
共 2927 个（含原新农合 98 个）品种，
包括西药 1560 个，中成药 1367 个，属
于 甲 类 药 品 594 个 ，乙 类 药 品 2333
个 。 新 版 药 品 目 录 调 整 分 为 两 个 阶
段 ：去 年 9 月 1 日 ，根 据 国 家 2017 版

药品目录，我市新增 500 余个药品品
种（含国家 36 个谈判药品种）；此次调
整，根据省 2018 版药品目录，我市在

原有目录的基础上，再次扩增 300 余
个药品品种。

此次药品目录调整主要有三大特

点：一是对纳入基本药物目录范围的药
品实行倾斜，对其中属于乙类品种的药
品个人自付比例设置为0；（下转A7版）

我市基本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新增300多种

本报讯 记者 13 日获悉，经过
科技部公示，我市有 3 人入选 2017
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其中 2 人来
自常州科教城。

据 了解，今年科技部开展的
2017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经申报
推荐、形式审查和专家评议等，全
国共产生了 323 名中青年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54 个重点领域创新
团队、212 名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和
30 个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我
市入选的 3 人是纳恩博（常州）科
技有限公司总裁王野、常州高凯精
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芳、江
苏万帮德和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邵丹薇，均为科

技创新创业人才。
一个园区有 2 名高科技人才

入选，再一次彰显了常州科教城
在创新创业中“排头兵”的地位和
实力。据悉，科教城自成立以来，
先后创成国家大学科技园、国家海
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国家
级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和国家级中德创新园区等。以常
州科教城为依托的常州科教城留
学人员创业园 2010 年被认定为省
级留学人员创业园，2013 年底获
批国家级留学人员创业园。截至
目前，科教城科技人才累计达 2 万
人，其中国家级人才 66 人，江苏省

“双创”人才 79 人，（下转A7版）

其中2人出自常州科教城

我市3人入选科技部
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人社
部门获悉，我市将从今年 8 月 1 日
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武进区、新北区、天宁区、钟楼
区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执行省定一类
标准，由原来的 1890 元/月上调到
2020 元/月，增加 130 元；金坛区、
溧阳市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执行省定
二类标准，由原来的 1720 元/月上
调到1830元/月，增加110元。

武进区、新北区、天宁区、钟楼区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执行省定一类标

准，由原来的17元/小时上调到18.5
元/小时；金坛区、溧阳市小时最低工
资标准执行省定二类标准，由原来的
15.5元/小时上调到16.5元/小时。

最低工资标准不包括：加班加点
的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
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
下的津贴；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
劳动者福利待遇等。在剔除上述项
目和个人按下限缴存住房公积金后，
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月工资不得低
于最低工资标准。（常人社 韩晖）

4个区执行省定一类标准：2020元/月
金溧二地执行省定二类标准：1830元/月

我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战战战战污染防治攻坚污染防治攻坚
坚决打赢坚决打赢

全市 2018 年重点项目第二次督查
推进会，恰逢常州经开区成立 3 周年。
昨天的督查会，也是对常州经开区 3 年
建设成效的一次全面检阅。一路行来，
与会人员深切感受到重大项目给“东大
门”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

在运河南侧区域综合整治项目现
场，新建的运河公园集洼地整治、航道整
治、水环境整治于一体，整个开敞空间绿
化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有景观也有文
化，为周边群众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占地 3.6 万平方米的大明创意园，

“修旧如旧”延续传承民国建筑文化，既

是充满活力的文化创意区，也是天虹纺
织集团产业链多元化整合的平台。欣盛
芯片载带项目是 2018 年江苏省重点项
目，总投资 15 亿美元，全部达产后年产
值预计达 200 亿元，将成为国内最大的

COF驱动芯片生产基地。
产业靠项目支撑，面貌靠项目改变。

近年来，常州经开区全面落实市委、市政
府和武进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发挥优
势、补强短板，放大区划调整效应，不断

回应各界发展期待。总投资591亿元的
123 个经开区重点项目，目前完成投资
128 亿元，序时进度 52.6%；轨道交通产
业园、新材料产业园等加快建设，40万平
方米标准厂房全面投用。（下转A7版）

——常州经开区重点项目督查见闻

补短·提质

本报讯 昨天，全市召开2018年重
点项目第二次督查推进会，市委书记汪
泉、市长丁纯率队督查常州经开区重点
项目建设情况，分析研判当前经济形势，
进一步厘清思路、增强信心、鼓足干劲。
汪泉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重大项目是
关键支撑，这是长期不变的主题主线，全
市上下要按照“重大项目增效年”要求，
深化“项目为王”理念，咬定目标不放松，
持之以恒、久久为功，齐心协力抓好重大
项目建设，扎实推动常州高质量发展走
在前列。

汪泉、丁纯一行先后实地察看了大
明路、机电产业园、光大环保装备、运河
南侧区域综合整治、大明创意园、漕上
路、三山港大桥、欣盛芯片载带、博瑞智
能电网研发及总装、常州戚墅堰高级中
学等重点项目，详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展、
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对常州经开区成
立以来狠抓项目、加快发展的努力给予
充分肯定。

在听取各辖市区和常州经开区上半
年经济运行及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以及
市重点项目督查组上半年项目巡查通报
后，汪泉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
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
务，全市上下认真贯彻中央和省的决策
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深入开展“重大项
目增效年”活动，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
展各项工作，全市经济运行保持了“总
体平稳、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主要经
济指标增长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工业、
财政等指标增幅位列全省前列，基本实
现“双过半”目标。肯定成绩的同时，也
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
依然较大、重点项目招引建设存在不
足、环境保护倒逼结构调整的压力越来

越大、部分领域还
存在风险隐患、企
业经营风险上升。
对这些问题，我们
必须高度重视，切
实采取措施，认真
加以解决。

汪泉指出，下
半年，尽管国际贸
易摩擦加剧、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所带
来的不确定性在上
升，但我国经济韧
性强、回旋空间大，
特别是随着供给侧
结 构 性 改 革 的 深
入，高质量发展的
加快推进，抵御外
部冲击的能力不断
增强，我国经济良
好的基本面和稳中
向好的发展态势不
会改变。全市上下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指导，深入
贯彻中央和省的决
策部署，深刻领会
省委娄勤俭书记来
常调研讲话精神，
紧紧围绕“重大项
目增效年”活动的要求，继续把重大项
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花
更大力气、下更大功夫，使项目招引和
建设层次更高、质量更优、体量更大、
效益更好，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
发展提供更强动力。

汪泉就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和重大
项目建设，强调五点意见：

一要以思想的大解放引领发展的高
质量。解放思想、深化认识，目的是为了
推动常州高质量发展。省委、省政府前
不久出台了《江苏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

指标体系与实施办法》《设区市高质量发
展年度考核指标与实施办法》，为常州下
一步发展拓宽了思路、指明了方向。我
们要将这些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切实增
强发展意识、机遇意识、对标意识、问题
意识和责任意识，抓紧制定我市高质量

发 展 的“ 时 间 表 ”
“ 施 工 图 ”“ 任 务
书”，全力打造工业
明星城市、旅游明
星城市、管理明星
城市，努力推动常
州高质量发展走在
全省前列。常州重
大项目建设决不能
有丝毫的懈怠和放
松，各板块各部门
要弘扬“勇争第一、
耻为第二”的常州
精神，真正做到“三
不怕三怕”，时刻把
重 大 项 目 装 在 心
里、抓在手上，敢于
迎难而上，勇于“跳
起来摘桃子”，持之
以恒地抓好重大项
目建设，一张蓝图
绘到底，努力以重
大 项 目 的 不 断 突
破，推动常州经济
社会发展迈上新台
阶。

二要加快培育
自主可控的支柱性
产业集群。全市要
系统谋划、整体推
进，聚焦重点、强力
攻坚，围绕新一轮

十大产业链建设，在高端装备、太阳能光
伏、石墨烯等领域招引一批关键性、龙头
型、基地型重大项目，建设更多的国家
级、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尽快把智能装
备制造、以石墨烯为代表的先进碳材料
两大产业打造成领跑全国的支柱性产业

集群。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
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印刷电子等领
域，布局一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项目，牢牢把握工业互联网这
个重点，打造更多的“上云企业”“智能
车间”“智能工厂”，加快培育新的增长
动能。支持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加快
技术创新步伐，鼓励优势企业、龙头企
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增强在全球市场
布局、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以更大
力度、更多资源、更实举措推进企业股
改上市，推动企业多元化融资，支持上
市企业开展再融资和并购重组，打造
资本市场有影响力的“常州板块”。大
力实施“龙城英才计划”，全面增强我
市对一线城市优秀创新创业人才的吸
引力和承载力，夯实重大项目建设、高
质量发展的人才保障。

三要着力提升全方位开放发展水
平。全市要以更开放的胸襟和心态、
更有力的抓手和举措，积极抢抓“一带
一路”等重大机遇，合力推动外资、外
贸、外经联动发展、逆势而上。更大力
度开展招商引资，配强招商力量、找准
招商渠道，深入开展产业链招商、靶向
招商、基金招商，突出以民引商、以外
引商、以商引商，大力引进一批优质项
目、研发机构、区域总部，努力实现利
用外资规模更大、结构更优。坚持全
方位开放的理念，抢抓长三角一体化、
扬子江城市群建设等战略，更大力度
推进区域融合协作发展，向东要在苏
锡常都市圈中发挥更大作用，向西要
积极主动融入南京都市圈，向北向南
要更加凸显江苏中轴枢纽城市的地
位，通过提前谋划、自主规划、向上争
取，布局建设一批关系长远、提升地位
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下转A2版）

全市召开重点项目第二次督查推进会

持之以恒强化重大项目支撑作用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汪泉、丁纯等督查欣盛芯片载带项目。 陈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