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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明珠，中吴要府，抱翠环水，秋
尽草木未凋；人杰地灵，传承千年文脉。
在常州高新区（新北区），既有波光桥影、
景美鱼肥的自然风光，也有妙医圣手、古
刹梵声、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精神的非
物质文化传承，还有无中生有、创意无限
的智慧经济。文化旅游行业已成为常州
高新区的一张重量级名片。

中华恐龙园，已是全省门票收入最
高的 5A 景区，多年来持续保持高速增
长，累计接待游客逾 5000 万人次，成为

中国最受游客欢迎和喜爱的主题公园
品牌；88 万平方米，集“文化、旅游、商
业”三大功能于一身的超大型游乐购物
体验园——江南环球港，是全省规模最
大的“文体旅商”综合体；在全市唯一的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孟河
镇，闻 名 遐 迩 的 孟 河 医 派 已
传承千年；6.7 平方公里、全市
最大的都市森林公园——新
龙生态林，为城市中心新添
了一个“肺”⋯⋯

“十二五”以来，高新区共完成旅
游项目投资超过150亿元。高铁生态
公园、新龙生态林、新龙湖音乐公园、
迪诺水镇、江南环球港、梅林村等一批
景区景点建成开放。 （下转A2版）

常州高新区发展旅游业

既打造重点项目 又实施全链发展

贯彻市委十贯彻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二届六次全会精神
奋 力 塑 造奋 力 塑 造““ 三三 个 明 星 城 市个 明 星 城 市 ””

发扬发扬““店小二店小二””精神精神
推进推进““一网通办一网通办””建设建设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1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10月20日给“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
彰的民营企业家回信，对民营企业踊跃投
身脱贫攻坚予以肯定，勉励广大民营企业
家坚定发展信心，踏踏实实办好企业。

习近平表示，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民
营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踊跃投身脱
贫攻坚，帮助众多贫困群众过上了好日

子，我非常欣慰。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 40 年来，民

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
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
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
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
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
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习近平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
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
摇。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把握时代大
势，坚定发展信心，心无旁骛创新创造，
踏踏实实办好企业，合力开创民营经济
更加美好的明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5 年 10 月，全国工商联、国务院
扶贫办等联合启动“万企帮万村”精准扶

贫行动，至今已有 6 万多家民营企业参
与其中。今年 10 月，全国工商联、国务
院扶贫办等单位首次开展“万企帮万村”
行动先进民营企业表彰活动，这项活动
将连续开展三年，每年表彰 100 家企
业。近日，受到表彰的民营企业家给习
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参与“万企帮万
村”行动的体会，表达了继续为脱贫攻坚
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广大民营企业家

心无旁骛创新创造 踏踏实实办好企业
本报讯 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对

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组织专
题视察。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
白云萍、副主任盛建良和秘书长高宏
华参加视察。省公安厅副厅长、副市
长、市公安局长常和平陪同视察。

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提出，要
通过着力塑造高质量的管理明星城
市，使常州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
高度统一，让管理成为常州高质量
发展的又一张响亮名片。其中，城
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是重要组成部
分。市人大常委会2017年已将《常
州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列入当年
立法调研项目。目前，《常州市道路
交通安全条例（草案）》立法调研工
作正在紧张有序、紧锣密鼓推进中，
目前已开展广泛调研、座谈研究、征
求意见、专家评审等一系列工作。

为切实了解全市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情况，视察组先后前往龙锦路、

通江路、邮电路等重要路段、岗亭，
着重对机动车礼让斑马线、驾驶人
安全教育、智能停车管理、电动自行
车带牌销售与现场安全检修等情况
进行视察。随后，视察组来到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察看
全市交通流量监测、信号远程控制、
高架道路智能管理、机动车查缉布
控、立体云管等多项智能化系统演
示，并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

今年市政府第 17 次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了《常州市城市交通畅行
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确定了“2020 年城市交通畅
通主要指标处于全国同类城市最好
水平”总目标。今年以来，我市查处
交通违法 326.7 万起，其中现场查
处 交 通 违 法 83 万 起 ，同 比 上 升
20.8% ；电 子 警 察 抓 拍 交 通 违 法
243.7万起，减少86万起，同比下降
8%。 （下转A3版）

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视察

进一步做好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本报讯 本月 28 日，武进区“美丽
乡村”嘉年华活动将在太湖湾启动，全方
位推介农业产业、民俗文化和乡村旅游
资源，助推全域“美丽乡村”建设。

武进区委农工办主任夷建良表示，
2017 年开始武进区按照“整洁型、美丽
型、康居型”建设标准，分 3 年时间全域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本次“美丽乡村”嘉年华将配套多个
子活动，包括太湖美食节、丰收节暨农副
产品展销会、市民艺术节优秀作品展演、
锡剧折子戏巡演等。活动将持续 15
天。 （叶星 马浩剑）

武进区“美丽乡村”
嘉年华本月28日启动

本报讯 为更好推动石墨烯技术原创
及产业化，支持石墨烯领域高端创业和石墨
烯材料示范应用，常州市武进区石墨烯产业
联合会18日在西太湖科技产业园成立。

2012年至今，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已
集聚石墨烯生产企业及下游应用企业
138 家。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方面，基
本形成包括石墨烯薄膜和粉体在内的原
材料生产，手机触摸屏、LED 灯、家电、
建材、输变电、超级电容器、电缆、涂料等
下游应用延伸的产业链式发展，总体发
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新当选联合会会长、江苏江南烯元
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昱表示，
联合会将以原创技术产业化为主线，以
西太湖科技产业园为核心载体，针对企
业需求制订精准服务计划，努力打造引
领中国石墨烯原创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集
聚示范区。 （丽琴 马浩剑）

武进区石墨烯
产业联合会成立

本报讯 明天进入霜降节气。它是
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是秋季到冬季过
渡的开始，意味着天气逐渐变冷。霜降
后，天气日渐寒冷，早晚温差加大，养生
保健尤为重要。

一叶知霜降，一雨感深秋。根据最
新气象资料分析，受冷暖气流交汇影响，
我市近期将有两次降水过程，分别是
21-22日、25-26日，雨量小到中。市气
象台专家介绍，26 日起北方一股较强冷
空气南下影响我市，将带来比较明显的
降温，预计届时最低气温可降至个位
数。 （其相 吴同品）

本周将有两次下雨

明天进入霜降

本报讯 本月 8 日下午 5 点 33
分，我市武进夏溪鱼网厂网上申报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网”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经网上对材料初核、
受理、形式审查，10 日上午 9 点 30
分，质监部门作出许可同意决定。
这是记者 15 日在市行政服务中心
质监窗口看到的一件网上申领证照
的审批流程记录。

市质监局窗口副代表赵剑生告
诉记者，原来申领这张证至少需要
两个月，现在企业通过江苏政务服

务网申报，全程网上办理，从申请到
许 可 能 确 保 在 5 个 工 作 日 内 完
成。赵剑生说，省级发证的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审批，由省质监局委托
给市质监部门办理后，企业不仅不
需要再跑省里，在网上申请时还可
选择快递寄送方式，质监部门许可
决定后将通过 EMS 快递送达许可
证书和文书，实行不见面审批。

市质监局行政许可涉及 7 大
类 18 项内容，具体为：全国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移动式压力容器和气
瓶充装单位许可、计量器具型式批
准、计量标准器具核准、国家法定
计量检定机构任务授权、特种设备
作业人员考核、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等。 （下转A8版）

市质监局：

7大类18项许可事项
实现“网上办”

本报讯 昨天，市科技局组织 3
个项目进行 2018 年新型研发机构建
设项目评审（路演），这也是我市连续
第二年以路演的形式进行评审答辩。

去年，我市安泰新材料、长江智
能、中航锂电、中汽研等4家新型研发
机构以路演方式获得省、市政策支持。

今年参加路演的项目分别是：常
州华数锦明智能装备技术研究院、常
州固高智能装备协同创新中心研究
院、国家 ITS 中心智能驾驶及智能交
通产业研究院。3 个项目领域涵盖我
市“五新三高两智能”新十大产业链中

的智能制造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能源汽车及汽车核心零部件等产业。

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是地方政府为
搭建科技创新大平台、引进创新领军人
才、培训本地高端人力资源而推出的新
政策，鼓励科技创新，推动转型发展，最
高可获得5000万元政策支持。目前全
省仅南京、苏州、常州开展重大科技创
新平台(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工作。

去年，我市首次以项目路演形式新
建了 4 家新型研发机构，实现了以央
企、行业龙头企业为建设主体的新突
破，目前运行良好。其中，中航锂电技

术研究院一期建设完成先进制造研究
所并投入正常使用，今年上半年完成服
务到账收入2000万元，集聚了一批高
端研发人员，硕博比例达到46%以上。

据了解，路演评审通过后，市科技
局经社会公示和科技财政会商，最终
确定支持力度，当年到账支持总经费
的60%。

去年，我市已对 4 家新型研发机
构给予 1600 万元财政支持，其中 3 家
研发机构再获省科技厅 3500 万元经
费支持，总计 5100 万元，项目数和经
费数列全省第一。 （小莉）

昨天又有3家进入评审

我市4家新型研发机构——

去年获得5100万元政策支持

本报讯 近日市民到刚开放的太
湖湾露营谷游览，看到一辆辆房车掩
映在花草中。车内休息区、卫生间、会
客区一应俱全，有的房车还有 KTV、
儿童房等特色功能。记者昨天获悉，
这些房车都出自“常州制造”，是国内
营地房车领域领军企业——帝盛（常
州）车辆科技有限公司的作品。

据了解，位于常州空港产业园的

帝盛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9 月，是中
国第一家全外资品牌房车生产基地。
该公司近年业务发展迅猛，截至2017
年12月，帝盛房车已进驻全国营地近
80 家，总销量超过 1000 台，并获得
2017年中国（苏州）房车露营大会“最
受营地青睐品牌”、2018 年中国房车
露营行业“中国诚信品牌”等荣誉，在
房车露营新兴行业中得到营地投资者

的一致认可。
本月18日，美国房车工业协会访

华团应邀来常，实地参观了我市的两
家房车企业——上汽大通房车科技有
限公司和帝盛（常州）车辆科技有限公
司。通过座谈交流，大家一致认为，随
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房
车市场即将迎来快速增长的良机。
（沈恽科 黄子涵 周瑾亮图文报道）

“常州制造”

帝盛房车进驻全国近80家营地

本报讯 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本
月14日在北京举行，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标准委现场颁发了2018年度
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中国中车戚墅
堰机车有限公司作为主要完成单位之

一的国际标准 ISO 17599：2015《技
术产品文件 机械产品数字样机通用
要求》荣获2018年度中国标准创新贡
献奖一等奖。今年全国共有 9 个标准
项目获此殊荣。

据了解，中车戚机公司是常州轨
道交通产业龙头企业，长期致力于轨
道交通用内燃机车的标准化工作，是
铁道行业内燃机车 14 标委会副主任
委员和副秘书长单位。自 2013 年至
今，公司已主导或参与制修订 ISO/
IEC国际标准4项、国家标准25项、行
业标准298项。今年作为主要承担单
位申报的《轨道交通用内燃机车战略
性新兴产业标准化试点》被国家标准
委、工信部列为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业
标准化试点。 （张海涛 秋冰）

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颁发

中车戚机公司获一等奖

我市帝盛房车生产车间。

本报讯 “街道的作风效能监
测点平台，及时宣传了政府服务企
业的新要求，做得更多、更细，我们
确实看到了成效。”本月15日，常州
戚墅堰机车车辆配件工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这样评价。

此前，戚机车辆配件公司因需
要校企合作资源，与丁堰街道“作
风效能监测点”联络员沟通。街道
立即安排经发中心跟进，组织企业
与武进科技镇长团对接。目前，常
州大学何光裕教授与企业合作申
报了“江苏省科技副总”项目，公司
新增实用新型专利6件，发明专利7

项，企业技改项目也在逐步实施过
程中。

据了解，从今年起，丁堰街道
“作风效能监测点”在街道重点企业
正式挂牌启用，目的是进一步畅通
政企沟通渠道，提升机关服务效能，
为企业发展解难题、出实招。丁堰
街道经发中心主任吴万宏表示，监
测点的设立既有压力，更有动力，

“与企业打交道如果只会当‘二传
手’肯定是不行了。主动作为、精准
到位，并且要让企业取得实实在在
的便利，才是‘店小二’精神的具体
体现。” （下转A8版）

丁堰街道在重点企业
设立“作风效能监测点”

20 日 上 午 ，“2018 我 们 的 节
日——重阳”活动在溧阳市燕山公
园举行，4000 余名溧阳市民在这里
行走赏秋，登高望远，表达对老人的
关爱和敬意。

活动由溧阳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溧阳市新城吾悦广场主办。
全程结合出游赏秋、登高远眺、观赏
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
酒六个传统习俗，设置了 6 个公益
站点，展示溧阳市志愿者的风采。

唐文竹 姜丽亚图文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