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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好明星城建好明星城
钟楼在行动钟楼在行动

寻味钟楼寻味钟楼

本报讯 1 月 12 日上午，钟楼
区召开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行动推进会，传达常州市秋冬季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推进会重要
精神，通报钟楼区秋冬季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行动进展情况，要求全区
上下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工
作措施，以铁的意志坚决打赢秋冬
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会议上，就下一步做好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工作，区委书记赵正斌
强调四点意见：要提高站位，认清形
势。全区上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充分认识秋冬季大气污染治理
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决打赢
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加
强领导，夯实责任。开发区、镇、各

街道要切实强化属地意识，做到重要
工作亲自部署，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
大问题亲自督办；要紧盯短板，落实举
措。围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存在的突
出问题，全区上下要不折不扣落实好
各类管控举措，从头从紧抓起，在第一
时间解决各类污染源；要常态长效，巩
固成果。各地区、各部门要苦干实干
巧干，切实把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这
项 工 作 抓 实 抓 细 、抓 出 成 效 。 对
PM2.5 等大气环境数据进行及时分
析，为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提供有效
数据支持。进一步加强网格化巡查监
管力度，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全面梳理，
做到挂号督办，挂号治理，实现整改工
作全覆盖、无死角，坚决杜绝各类环境
问题反弹回潮。 （吴飞）

打赢秋冬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 近期，省旅游局发布信
息，钟楼区佳农探趣休闲生态园成功
创建成为江苏省四星级乡村旅游
区。全市此次有3家创成，佳农是其
中之一、钟楼唯一。

佳农探趣是一家以“生态、体
验、科普、自然”为核心理念，以品性
教育、亲子体验、青少年社会实践活
动等为特色，集教育、休闲度假及健
康养生于一体的农业主题乐园。今

年佳农探趣正式启动省四星级乡村旅
游区创建工作，通过新建改建旅游厕
所、规范完善标识标牌系统、加强园区
环境整治，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实现了
园区全面提档升级。

下一步，佳农探趣休闲生态园将进
一步整合文化旅游资源，突出旅游产品
特色，优化旅游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积
极开拓旅游市场，不断提高乡村旅游区
服务质量和综合管理水平。（孙嘉颖）

佳农探趣创成
省四星乡村旅游区

本报讯 1 月 11 日下午，由常
州市文联、常州市民间文艺家协
会主办，常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促进会、荷花池街道承办的“文化
点亮生活——非遗公益大讲堂”
在荷花池街道红荷文化服务中心
开讲。

金坛刻纸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杨兆群，为居民带来主题为《剪
纸需要从生活创新》的专题讲座，他
讲述了金坛刻纸技艺的发展变迁、从
艺经历和创新突破的作品。杨兆群
将抢救民间剪纸艺术视为自己的使
命和责任。活动现场，他分享了走访
的53位剪纸老艺人的珍贵视频。他
说：“很多珍贵的剪刻纸作品总要有
人去整理，不然以后大家就再也看不

到了，希望我的努力能为国家剪刻纸艺
术留下珍贵的资料和历史记录。”

据悉，本次“非遗公益大讲堂”共
有 10 场，除讲述金坛刻纸、常州梳
篦、留青竹刻、象牙浅刻、乱针绣、红
木浅刻、常州烙画、龙泉印泥等传统
工艺、传统美术外，还有传统戏曲常
州锡剧，传统音乐常州吟诵等。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萧剑波、金坛刻纸国家
级代表性传承人杨兆群、省级非遗传
承人白坚仁、狄静、邢粮，国家一级演
员、常州锡剧院院长孙薇等专家将悉
数到场，以大讲堂的形式，通过现场
演示、互动体验的交流方式，将具有千
百年传统文化精髓呈现在市民面前，
为市民带来了一场异彩纷呈的非遗体
验之旅。 （张涛 庄艳）

2019年常州市
“非遗公益大讲堂”开讲

本报讯 1 月 11 日，钟楼区人
力资源开发管理服务中心联合常州
招聘网举办了迎新年“灵活用工”专
场招聘会暨 2019 年钟楼区就业援
助月专场招聘会。

新年伊始，正值外来务工人员
返乡之际，企业人员流动频繁、返
岗情况不确定。为保证企业正常
生产经营，解决企业阶段性用工
难题，同时进一步提高市场服务
力 和 影 响 力 ，特举办了此场招聘

会。当天共有82家企业参加，涉及工
业制造、服务业、餐饮、零售、互联网等
行业，共提供1016个岗位。招聘会现
场进场求职人数达到了 687 人，呈现
出供需两旺的景象。

在专场招聘会现场，区人力资源
开发管理服务中心开展了就业援助政
策宣讲、职业技能培训宣传、劳动维权
解答、学历提升服务、法律援助咨询等
服务活动，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了全
方位、一站式服务。 （周佳）

钟楼举办迎新年
“灵活用工”专场招聘会

鱼圆即鱼肉丸子，是江南民间的
传统菜品。逢年节喜庆，餐桌上都少
不了鱼圆。要问常州哪里的鱼圆有
名，泰村的鱼圆肯定是当之无愧的。
位于邹区镇卜弋农贸市场的泰村小杏

鱼圆曾在中央电视台《阳光大道》农家
菜烹饪技能比赛中获得招牌农家菜金
奖，2018 年被常州市商务局评定为

“常州老字号”。
老板陈国善告诉记者，他们早在

2008 年就注册了“泰村小杏鱼圆”商
标。第一眼看，泰村鱼圆与普通鱼圆
最大的不同在于形状。普通鱼圆大多
是圆形，而泰村鱼圆则是独创腰形，中
间凹，两头凸。陈国善说，这种做法由
其祖辈独创，主要靠大拇指、食指与勺
子之间恰到好处的配合。陈国善说，
鱼圆的制作在他们家已经有百年的历
史。小杏是陈国善的姐姐，“小杏鱼
圆”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他家兄弟姐
妹四人现在都在做鱼圆生意。

泰村鱼圆选用的是不吃饲料、自
然养殖的 8 到 10 斤左右的内塘草鱼，
用料考究。草鱼去皮去骨后，削成鱼
片放在清水里多次浸泡，为的是去掉
血水，这样打出来的鱼圆才会白亮。

接着再用机器打成细腻的鱼浆，再加
入盐、姜、葱、料酒等。“盐就相当于做
豆腐中的卤水，恰当的盐才能做出鲜
嫩爽滑的鱼圆。”

一盆冷水，一盆鱼浆，一把勺子，
陈国善制作起鱼圆来，动作娴熟，一气
呵成：捞起一把鱼茸，左手握拳一挤，
右手用勺子一刮，顺势放入水中，一只
腰形鱼圆就做好了。陈国善的动作很
利落，一小时能做 60 斤鱼圆。接着，
一大盆生鱼圆端上炉子。随着水温的
升高，鱼圆慢慢浮出了水面，就像一只
只去了皮后雪白如玉的菱角，非常别
致可爱。水烧开了，鱼圆也就差不多
熟了。刚出炉的鱼圆柔绵而有弹性，
白嫩宛若凝脂，浮于清汤之中，滑嫩鲜
香，口感细腻。

“鱼圆最好还是要现做现吃。”陈
国善说，鱼圆是鲜货，是常州人所说的

“小娘货”，经不起折腾也不能冷冻。
“保存方法很讲究。”陈国善说，鱼圆在

冰箱冷藏室里可以保存一个礼拜。前三
天不用换水，后面几天就要换成冷盐开
水浸泡。

陈国善告诉记者，一般来说，每天要
做两三百斤鱼圆。随着春节的临近，购
买鱼圆的市民越来越多，小杏鱼圆每天
销量就要达到几千斤。“光劈鱼就要几十
个人。平时早晨 4 点钟就要起床，一直
要到晚上 7 点收摊，只有中午能休息两
个小时。春节前后更是一刻不停歇。”陈
国善的妻子何志琴说：“有些客人嘴刁，
就认我们家，老远都会赶过来买我家的
鱼圆。”

如今，小杏鱼圆开发了新品种，如发
菜鱼圆、开洋鱼圆，客户也可以特别定
制。但卖得最好的还是白鱼圆。今年
57 岁的陈国善说，现在也让女儿慢慢学
起来打下手，“这门祖上的手艺失传，那
就太可惜了。”

王可人 图文报道

泰村小杏鱼圆：百年手工坚守

1 月13 日，腊八节，南大街街道
第五届“爱·益起”公益行动周在莱
蒙都会星聚广场启幕，本次活动以

“益道来添福，乐享 365”为主题，汇
聚各方爱心力量。当天，由龙城粥
会、南大街街道商会、钟楼青商会、
常州公益助学联合会等单位提供了
万份腊八粥，为身处一线的环卫工
人、交警、消防员和老年家庭送上冬
日暖阳和节日祝福。

王可人 孙歆雅 图文报道

万份腊八粥
冬日暖融融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 8 日在北京召开，全市共有 3 个项
目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项
目二等奖，其中钟楼区企业项目就占
据了2项。

据初步统计，常州近10年来，累计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6项，其中钟楼6
项，占全市份额的 23.1%。截至 2018
年底，钟楼共有高新技术企业126家，
占全区规上工业企业数的42.4%，在全
市各辖市区中排列第一；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比重占全区规上工业产值比重
55%，位列全市各辖市区第二。

努力奔跑在科技创新之路上，钟
楼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发力。

“超跑”的获奖项目

钟楼此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的 2 个项目，分别是常州市英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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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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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两个项目分别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
白，并在特定行业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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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水稻机械化精量播种、精
准移栽、绿色环保、高产高效的发展目
标。水稻钵苗种植机械成套设备的技
术应用，填补了我国水稻栽培机械应
用的空白，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是
我国水稻机械化增龄壮育秧和精准插
秧，实现优质高产栽培模式的首创。

常州市英中电气有限公司参与研
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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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
攻克特高压出线装置的材料及设计难
题，2012年就取得了国家电网的认可
与投入使用，提升了我国在超特高压
设备制造领域的技术水平。目前项目
成果已在 7 回特高压工程和 28 回超
高压工程中应用，相关成果也大量应

用于国内高铁建设工程项目，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从“跟跑”到“加速”

鲜花之后，必有艰辛。此次获得国
家级科技进步奖项背后，延续的是钟楼
作为主城区科技集聚区域从“跟跑”到

“加速”之路。
2008年，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常州自

动化研究院领衔研发的煤矿安全生产监
控技术及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2010 年、2012 年，该单位牵头或参
与研发的矿井移动与应急通信技术与系
统、大同矿区复杂开采条件煤炭火灾防
治关键技术再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2016 年，江苏理工学院参与的第三
代多功能超深水集约型海洋风电安装船
的关键设计及制造技术获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2018年9月27日，钟楼区国家智能
制造系统集成体验验证中心正式投产，
成功举行国家智能制造发展水平评价体
系发布会；2018 年 9 月 28 日，国家健康
医疗大数据（常州）展示中心首次对外亮
相，并正式入驻常州华东云计算基地。

两个大项目的持续发力、两个大平台
的创新引领，让钟楼在高质量的发展中始
终走在苏南区域经济带的最前列。目前，
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国家智能制造
系统集成体验验证中心均进入实质性运
转。以大数据为特色的产业集群初现形
态，钟楼大数据产业的影响力逐步提升。

转型升级争取“领跑”

近年来，钟楼区积极引进各类科技
创新资源、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各类
高新技术企业约有40多个“隐形冠军”。

钟楼区科技局局长刘刚介绍，2019
年，钟楼将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创新平
台建设，引进和培育创新人才团队，不断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在科技创新的跑道
上奋力争取“领跑”地位。

紧扣转型升级，打造产业创新平
台。围绕大数据、智能制造、新光源等新
兴产业领域，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和本地
高校院所，鼓励企业积极引进人才开展
原创性关键技术研发，引导钟楼产业向
价值链两端、产业链高端、创新链前端攀
升。大力开展“园区建设推进年”活动，
充分发挥国家智能制造系统集成体验验
证中心、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两大
国家级平台的辐射效应，协同推进新经
济产业园、智能制造产业园、激光照明产
业园等主题园区建设，以平台引领助推
人才引进，以项目集聚打造钟楼产业发
展新优势。

营造良好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
力。一是大力建设创新平台。坚持完善
创新平台链、特色服务链，提升承载科技
项目、服务企业发展的硬实力。以上下
游企业互助融合发展为目标，鼓励产业
链企业组建协同创新联盟，为企业开展
产品开发、技术研究、试验检测等专业化
服务。二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依托全
区50余家省级以上企业研发机构，推动
企业自主创新，加强与国内知名高校院
所合作联系，建立常态化校企对接机制，
使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渠道畅通、信息
对称、资源充沛。三是培育创新企业群
体。围绕“四新经济看钟楼”产业形象品

牌打造目标，以全区 50 余家众创空间
（微园区）为主体，建立创新型企业数据
库，及时了解企业发展情况，跟进人才、
政策等相关服务，发现、跟踪和培育龙头
型创新型企业，全年滚动跟进50家以上

“四新经济”创新型龙头企业。
正如区委书记赵正斌所坚持的，只

有科技创新才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钟楼将进一步坚持以重大平台建设筑就
创新高地，一手抓基础建设，一手抓内涵
丰富，以重大平台的发展建设引领产业
的发展方向，以重大平台的集聚吸附推
进产业集群发展，着力打造充满创新活
力的高质量城区。 何嫄

努力奔跑的钟楼科技创新之路

英中电气异型件车间英中电气异型件车间

钟楼区2008-2018年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目录

获奖年度

2008

2010

2011

2012

2018

2018

项目名称

煤矿安全生产监控
技术及系统

矿井移动与应急通
信技术与系统

煤 矿 井 下 运 输 系
统安全保障关键技术与
装备

大同矿区复杂开采
条件煤炭火灾防治关键
技术

超、特高压变压器/
电抗器出线装置关键技
术及工程应用

多熟制地区水稻机
插栽培关键技术创新及
应用

完成或参与单位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常
州自动化研究院、江苏三恒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三恒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常州联力通信科技
有限公司、煤炭科学研究总
院常州自动化研究院

常州科研试制中心有
限公司

中煤科工集团常州自
动化研究院

常州市英中电气有限
公司

常州亚美柯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

获奖类别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本报讯 1月14日下午，区委书
记赵正斌调研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
企业和部分项目建设情况，先后走访
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奖企业英
中电气和亚美柯集团，并实地察看了
钟楼区部分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英中电气是一家以超/特高压
变压器绝缘材料为主导产品的企
业，拥有国家重点新产品 2 项，授权
发明专利 5 项，主要产品填补国内
多项空白。公司参与研发的“超、特
高压变压器/电抗器出线装置关键
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获得2018年
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亚美柯集团具有 30 万台单缸
柴油机、1000台套水稻及蔬菜种植
机械成套设备的生产能力，填补了
我国农机制造行业多项技术空白。
企业参与的“多熟制地区水稻机插
栽培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获
得201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赵正斌指出，钟楼民营企业能在
全市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占据 2/3
的份额，体现了钟楼企业坚持创新驱
动、勇于自我变革的优良传统和钟楼
民营企业家拼搏进取、勇攀高峰的不
懈追求。全区上下要全力以赴支持服
务好企业的经营发展，着力降低企业
经营成本，解决融资、用地等要素制
约，不断营造公平法治高效的服务环
境，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全力支持企业
发展壮大，不断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

赵正斌还实地察看了波速传感、
卓联新动力、嘉展电子、华日升反光材
料、标准厂房、豪凯机械等项目的建设
现场。每到一处，赵正斌都鼓励企业
要以时不我待、朝夕必争的态势，抢抓
时间节点，加快工程进度，确保早日投
产，推动形成一批科技含量高、成长性
好、爆发力强的创新企业集聚发展的
良好局面。 （姚福达）

赵正斌调研
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