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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 天 阴 有 小

雨，东北风 3 到 4
级，今天最高温度
6℃，明晨最低温
度2℃。

本报讯 昨天上午，随着省长吴政
隆一声令下，我市首座跨江大桥——常
泰过江通道项目正式启动。副省长费高
云、省政府秘书长陈建刚和市领导汪泉、
丁纯、梁一波出席开工仪式。

作为全省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
运输走廊规划中首个启动的项目，常泰
过江通道是国内首座高速公路、普通公
路、铁路“三位一体”的跨江大桥。

费高云在开工仪式上表示，江苏是
“一带一路”的交汇点、长江经济带重要
的组成部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
关键支撑。三大国家战略在江苏叠加，
为全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
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提供了重大机遇。
目前全省已建和在建的过江通道已达
20 座，但过江通道能力不足仍是全省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突出短板，更是制
约苏南苏中苏北协调发展的重要瓶颈，
与沿江两岸融合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常泰过江通道
是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的重要
项目，也是全省高速公路网和城际铁路
网的共点关键工程。加快该项目建设，
对推进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促进长三
角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加快扬子
江城市群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常泰过江通道位于泰州大桥与江阴
大桥中间，跨江连接常州与泰兴两市，主
航道桥采用双层斜拉桥方式。过江通道
采用高速公路、普通公路、铁路“三位一
体”的方案，上层为6车道高速公路，下层
为铁路与普通公路结合。项目起自泰兴
市六圩港大道，跨长江主航道，经录安洲，
跨长江夹江，止于常州市新北区港区大
道。全长约37.383公里，其中公铁合建的
跨江大桥长 5.304 公里，常州段接线长
10.541公里。高速公路段起于宁通高速

泰州段，终于江宜高速常州段安家互通
处，设计时速100公里/小时，接线段120
公里/小时；城际铁路跨江段，按双线设
计，设计时速 200 公里/小时。过江通道
主线与下层一级公路均将在南北分设收
费站各1处，互通匝道收费站4处，布设互
通式立交5处，计划工期为5年。届时，不
仅常州到泰兴间可节省半小时车程，过江
也有了新选择。目前已启动征地拆迁工
作，开展大临工程及沉井基础等建设。

在开工现场，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沈
小勇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表示，常州处
于长江经济带与江苏中轴“十字交汇”的

“黄金节点”上，是全省“南北联动、跨江
融合”的重要门户，常泰过江通道的建设
不仅填补了我市过江通道项目的空白，
也成为我市打造综合交通枢纽的“桥头
堡”。 （下转A4版）

上层为6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为铁路、普通公路，是国内首座
“三位一体”跨江大桥，计划工期5年

全省已建在建过江通道达到20座，未来过江能力还要提升

世界最大跨度斜拉桥——

常州—泰州长江大桥开工

常泰大桥效果图。

常泰大桥剖面示意图。上层为6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一侧为铁路、另一侧为普通公路。

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在部署 2019
年工作时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开创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既要看到
经济稳的大局，也要看到稳中有变、稳中
有缓，增强忧患意识；既要看到经济运行
的风险挑战，也要看到并用好我国发展
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定发展信心。

2018 年，我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实现了经济增速
稳、就业物价稳、农业生产稳、社会大局
稳，重大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创新要素资

源进一步集聚，重点领域改革、生态环境
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有力有序推进。

2019 年，要进一步把握稳的内涵，
设计稳的方法，开拓稳的路径，全力夯
实“稳”的基础；坚定进的信心，迎合进
的态势，用好进的条件，持续增强“进”
的势头。

全力夯实“稳”的基础，核心在把
“六个稳”的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要持
续发力稳就业，通过稳增长保障稳就
业，坚持以创新促进创业、以创业带动
就业；要双管齐下稳金融，把更好服务

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效结
合起来，促进经济与金融良性互动、持
续协调健康发展；要深挖潜力稳外贸，
引导帮助企业积极应对外贸形势新变
化，扩大进出口贸易，推动出口市场多
元化；要毫不松懈稳外资，进一步促进
投资便利化；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优化
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确保投资稳
定增长；要综合施策稳预期，激发市场
活力，提振发展信心。

持续增强“进”的势头，关键在扎实
开展“重大项目攻坚年”活动。重大项目

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抢
过来的。要组织动员各方力量，集中精
力和资源要素，立足产业基础和特色优
势，充分利用现有企业资源，积极向上争
取、主动对接国家和省重大战略，聚焦战
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高端环节、高端
产业核心环节，在招引旗舰型、税源型、
富民型重大项目和先导型、科技型精致
项目上实现攻坚突破，全力打赢重大项
目攻坚战。

高质量发展是攻坚战，也是持久
战。2019年，要坚持稳中求进。

——三论贯彻落实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夯实“稳”的基础 增强“进”的势头

本报讯 8 日上午，2018 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
重召开。记者昨天从市科技局获悉，我
市有3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通用项目二等奖。

这 3 个项目是：常州大学参与的“特
种表面冲击强化抗应力腐蚀与疲劳技术
及应用”项目、常州市英中电气有限公司
参与的“超、特高压变压器/电抗器出线
装置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常州亚

美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参与的“多熟制
地区水稻机插栽培关键技术创新及应
用”项目。

至此，我市累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奖26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24项。

常州大学机械学院孔德军教授参与
完成的“特种表面冲击强化抗应力腐蚀
与疲劳技术及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石
化、化工、电力等领域关键装备的抗应力
腐蚀和疲劳失效难题，发明了基于玻璃、

超声、激光的三种表面冲击强化抗应力
腐蚀和疲劳方法，构建了冲击工艺－微
观结构－强化效果协同评价体系，实现
了表面冲击强化后构件应力腐蚀和疲劳
寿命的科学预测。该项目成果应用于扬
子石化、泸天化、江苏通宇等多家大型企
业 的 大 乙 烯 、大 化 肥 关 键 装 备 以 及
MVR 离心压缩机涡轮、输气管道等核
心设备，极大提高了设备抗应力腐蚀和
抗疲劳性能，保障其安全稳定长周期运

行，取得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由中国工程院张洪程院士领衔、

常州亚美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和扬州
大学等 7 个单位联合申报的“多熟制
地区水稻机插栽培关键技术创新及应
用”项目中，水稻机插栽培关键设备由
常州亚美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研发生
产。该技术成果通过农机农艺融合、
良种良法结合，开展了一系列技术创
新攻关， （下转A2版）

此次均为二等奖
全市累计获奖已达26项

我市又有3项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本报讯 昨天下午，国务院召
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回
顾总结2018年安全生产工作，分析
当前面临的形势，全面部署春节前
后和2019年安全生产工作。会后，
省政府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续
会，部署全省安全生产工作。

我市设立分会场收听收看。市
长丁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曹佳
中出席分会场会议。

会议明确，2019 年各地各部门
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
针，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
遏制重特大事故为重点，深化安全
生产体制机制改革，深入开展道路
交通、化工等重点领域行业专项整
治，全面排查并消除安全隐患，切实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落实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
任，全力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向好，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
献，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良好
的安全生产氛围。

当前正值岁末年初。会议要求
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
办下发的通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
人员密集场所的风险管控，狠抓各
项责任措施的落实，严防各类事故
的发生，要完善各部门联动机制，全
力做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防范
应对和应急响应工作，执行领导干
部待岗待班、24 小时值班值守制
度，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
和安全的春节。（唐文竹 李义东）

我市收听收看全国安全
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政务
公开，推进政民互动，着力打造法
治、透明、创新、廉洁的服务型政
府，保障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
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市政府
即将举办 2019 年首次“政在你身
边——政府开放日”活动，诚邀广
大市民报名参加。

本次“政府开放日”活动拟于本
月下旬举行，市政府将邀请市民代
表出席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现
场“零距离”把脉政府工作，并对政
府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本次活动采用网络报名方式，
即日起至1月20日17时，市民可在
常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
www.changzhou.gov.cn/）首 页

点击“政府开放日”栏目或“我的常
州”APP 首页点击“政府开放日”活
动报名专栏，在线提交报名信息。
市政府办公室将根据报名情况选
取 6-8 位市民参与，并通过报名表
上留的联系方式与入选市民代表联
系。 （韩晖）

今年首个“政府开放日”
邀请市民参加

为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民主，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
见，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根据《党
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
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下列同志
进行任职前公示（按姓氏笔画为
序）。

王粉龙，现任常州市人民政府
研究室副主任。男，江苏常州人，
1964.10 出生，1986.08 参加工作，
中共党员，1995.10 入党，大学文
化，1986.08 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拟任市
级机关正处职干部。

吉英平，现任中共常州市委副
秘书长。男，江苏常州人，1965.03
出生，1988.08参加工作，中共党员，
1994.11入党，省委党校研究生文
化，2007.07毕业于江苏省委党校社
会学专业。拟任市级机关正处职干
部。

严俊，现任中共常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工作委员会委员，常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
任，中共常州市新北区委员会常
委。男，江苏溧阳人，1980.07 出
生，2000.09 参加工作，中共党员,
2005.10 入党，大学文化（公共管理
硕士学位），2010.06 毕业于上海交
通大学公共管理专业。拟任市级
机关正处职干部。

吴小华，现任常州市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常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

（兼）。女，江苏溧阳人，1975.01 出
生，1997.08 参加工作，中共党员，
1995.12 入党，省委党校研究生文
化，2005.07 毕业于江苏省委党校
区域经济学专业。拟任市级机关
正处职干部。

周爱娟，现任常州市天宁区天
宁街道党工委书记。女，江苏常州
人,1970.03 出生，1994.08 参加工
作,中共党员，1993.11 入党，省委
党校研究生文化，2005.07 毕业于
江苏省委党校区域经济学专业。
拟任常州市天宁区纪委副书记，常
州市天宁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徐萍，现任中共常州市武进区
委员会常委、纪委书记，常州市武
进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女，江苏江
阴人，1966.10 出生，1987.08 参加
工作，中共党员，1987.04 入党，中
央党校大学文化，1999.12 毕业于
中 央 党 校 函 授 学 院 经 济 管 理 专
业。拟任国家级高新区正处职干
部。

蒋建文，现任常州市人大常委
会办公室副主任。女,江苏常州
人，1967.11 出生，1988.10 参加工
作，中共党员，1992.06 入党，省委
党校研究生文化，2002.12 毕业于
江苏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与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拟任市级
机关正处职干部。

谢立新，现任常州市物价局党
组成员、价格检查局局长。男，江
苏常州人，1966.04 出生，1987.07
参 加 工 作, 中 共 党 员,1991.09 入
党，省委党校研究生文化,2006.07
毕业于江苏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
专业。拟任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管华，现任常州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党组成员，常州市人民政府
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主持日
常 工 作），常 州 市 财 政 局 党 组 成
员 、副 局 长 。 男 ，江 苏 常 州 人 ，
1973.09 出生，1995.08 参加工作，
中共党员，2004.09 入党，研究生
文 化（工 商 管 理 硕 士 学 位），
2003.07 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拟任
市级机关正处职干部。

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0 日
至 2019 年 1 月 16 日。公示期间，
如对公示对象有需要反映的情况，
请与中共常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
督 处 联 系 。 联 系 电 话（0519）
12380；通信地址：常州市龙城大
道 1280 号行政中心 1 号楼 A 座 23
楼 ；邮 政 编 码 ：213022；网 站 ：
http://www.js12380.gov.cn。

中共常州市委组织部
2019年1月9日

常州市市管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

本报讯 9 日下午，市委常委会召
开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市政府
党组、市政协党组、市法院党组、市检察
院党组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即将召开的
全市“两会”筹备情况汇报，讨论研究

《关于推行常州市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
表票决制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常州市
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
讨论研究省委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
改落实任务分工方案。

市委书记汪泉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首先听取了市人大、市政府、

市政协、市法院、市检察院五个党组的
工作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做好各项工作
的根本保证，全党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
根本政治规矩来执行。市委常委会听
取五个党组的工作情况汇报，是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加强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贯彻落实的重要举措，是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举措，是市
委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五个
党组以及全市各级党组织都必须进
一步增强政治意识，严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全面贯彻落实好中央、省
委和市委的重大决策部署，确保常州
各项事业始终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正
确方向前进。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五个党组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下转A2版）

汪泉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