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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天阴有小雨

并 渐 止 转 阴 到 多

云，偏东风 4 级，今

天最高温度 17℃，

明晨最低温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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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印发——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

本报讯 昨天，国家制造强国建设
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济率院士专家团来常，调研我市推进
智能制造及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情
况。市委书记汪泉陪同调研。

在华数锦明智能装备技术研究院，
调研组参观了智能化生产基地，对企业
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设备、工业机器
人、全自动包装设备等领域的研发和制
造能力进行全面了解。

在天正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调研
组对企业研发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进行了
详细了解，并对企业从设备数据采集到工
业大数据的深度处理和分析等多维度为
工业企业提供服务的做法予以肯定。

调研组还先后前往苏文电能、新誉
集团、万邦新能源、快克锡焊等企业，了
解我市智能装备的发展情况和各行各业
智能制造应用推进情况，希望企业再接
再厉，在技术研发上加大投入，在核心技

术上实现创新突破，为推动智能制造
行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调研中，汪泉与调研组一行就加
快智能制造发展、建设高质量的工业
明星城市进行深入交流。

近年来，我市坚持工业立市、制造
强市、质量兴市的发展理念，牢牢扎根
实体经济，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积
极推进智能工厂(车间)创建，开展行
业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下转A2版）

周济率院士专家团来常调研

加大创新力度 推进智能制造

本报讯 昨天，市委书记、市委统一战线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汪泉主持召开市委统一战线工
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学习贯彻全国和全省
统战部长会议精神，总结去年全市统战工作，
安排部署今年工作。汪泉希望全市统一战线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把握正确方向、时代方
位、重点难点、方式方法和改革机遇，抓好各
项工作任务落实，推动全市新时代统一战线
事业高质量发展。

汪泉肯定去年全市统一战线紧紧围绕全
市改革发展大局积极主动作为取得的明显成
效，认为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更加巩固、
服务高质量发展成效更加凸显、“五大关系”
更加和谐。

针对今年统战工作，汪泉要求坚定不移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统战
工作，下功夫练好开展统战工作的过硬本领、进
一步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高水平谋划推进全
市统一战线工作，着眼服务全国全省大局谋划
工作，立足资源优势，开展统战名巷建设、非公
经济“两个健康先行区”试点、“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统战工作先行区”试点，为全国全省作出更大
贡献；立足常州高质量发展需要谋划工作，充分
发挥统一战线大智库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汇聚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同时要善于集中力
量，紧盯重点、难点和关节点，切实提升工作实
效，更大力度推动各领域统战工作创新发展。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科教城党工委书记、
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韩九云传达
全国、全省统战部长会议精神并作工作汇报。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中共常州市委
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建议名单》

《中共常州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
则》《中共常州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职责分工》《关于支持民主党派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的实施意见》4个文件。

副市长陈正春、市政协副主席吴新法出席
会议。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参
加会议。 （黄钰 余海）

市委召开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推动新时代统战事业高质量发展

响水“3·21”化工爆炸事故已过
去 7 天，目前已造成 78 人不幸身亡。
按习俗，昨天是遇难者头七之祭。我
市消防参战人员参加集中悼念活动，
在战斗岗位上向遇难者献花致哀。

我市105名消防救援队员皆已十
分疲惫。支队长王士军和战友们一
起，度过了 7 个不眠夜。“士军，你们
的任务是打掉燃烧的 3 个储罐，为其
他队伍赢得救援时间。”3 月 21 日傍
晚，他接到了爆炸现场指挥部传来的
命令，连夜组织集结重型化工灭火编
队和抢险救援编队赶赴现场，并亲自
带队。

长途奔袭，队员们当晚10时赶到
现场。就在几百米外，3 个巨大的罐
体正在熊熊燃烧，两个苯罐，一个甲醇
罐，均为 1500 立方米体量，罐顶已被
冲击波掀飞，3 根巨型火柱炙烤着天
空。

王士军是一位有 20 多年灭火经
历的老消防，面对这 3 个熊熊燃烧的
储罐时，显得格外镇定，但身后的 20
名战斗员就有些紧张了，他们毕竟还
太年轻。他拿起喇叭鼓励大家，并率

先往前冲。
爆炸几乎摧毁了园区的主干道，

破损建材堵塞了道路，危急关头来不
及清理路面，消防员只能踏过钢筋铁
管徒步进入园区。此刻的王士军神经
高度紧张，他害怕队员们出意外，也担
心他们冒进，因此下了死命令：“凡执行
任务都要两人一组，切忌单独行动。”

漆黑的夜空被烈火点燃。高喷车
开不进来，王士军只好带着队友们用
手提肩扛的方式将消防水带和水炮布
到核心区。在距离起火罐体只有几十
米的位置，他们停了下来，虽然穿着隔
热服，但热浪仍透过衣服炙烤着消防
员的皮肤。很多次，他们摘下面罩用
水枪冲脸，可浓烈的刺鼻气味又使他
们头晕目眩。

艰难时刻，战斗开始了。一队人
用水枪攻击燃烧的 1 号火罐，为其降
温，从外壁燃烧情况以及水枪攻击后
的反应判断，化学物质还有半罐的量；
另一队人用最快的速度架设水炮，只
要水炮阵地架起来，就抢占了先机。

经过一段时间处置，对 1 号苯罐
的扑救初见成效，火焰虽有反复但终

于被遏制。这么容易就可以抢占制胜
的高地？老练的王士军处置过很多起
化工厂火灾，没有一起是轻易取胜
的。黑夜里，他环顾四周，冷静下来。
很快，他发现了隐忧——现场冲击波
使 2 号罐体撕裂移位，管道裂口不时
有火飞溅出来，10 米的防护堤也被爆
炸撕开了两米多长的大口子，罐体一
旦倒塌，流淌火就会袭击路面，那时救
援队员就有生命危险了。

不能退、不能守，只有进。丰富的
经验给了他勇气与智慧，他再次拿起
喇叭高声喊道：“来两个大个儿，和我
一起堵住2号罐破口，阻止飞溅火！”

（下转A4版）

通讯

常州消防队在响水救援纪实

本报讯 昨天，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长荡湖和丹金溧漕河市级河

（湖）长陈涛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
实地查看金坛区范围内长荡湖“三
乱”整治情况，并召开“一河一湖”河

（湖）长制工作暨“两违”“三乱”整治
专题部署会。

陈涛一行先后查看了对水乡农
庄乱建等违法行为整治情况。位于
金坛区指前镇的水乡农庄违章建设
了栈桥、木结构房屋，金坛区水利局
对其进行立案查处后，水乡农庄内
2878 平方米房屋被拆除，内部设施
也被移除。据了解，针对历史遗留
的 6 项违法行为，长荡湖金坛区级

河长办正着手会同水利、沿湖镇及
相关建设单位制订专项整治方案。

针对长荡湖省级“三乱”整治工
作，市水利局成立市级重点河湖违
法行为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落
实、推进省级“三乱”整治、验收、销
号等工作，并做到明确时间节点，稳
步推进，全力打造“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长荡湖。

陈涛肯定了长荡湖和丹金溧漕
河河（湖）长制工作取得的成绩，要
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认清形势，坚定
河（湖）长制全年工作信心。在今年
的河（湖）长制工作中要突出重点，
落实措施， （下转A2版）

市级河（湖）长赴长荡湖巡湖督查

本报讯 26 日至 27 日，市长丁纯
率常州代表团应邀赴澳门参加第五届中
国周边国家“市长参访计划”系列活动，
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周边国家市长
就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互利合作进行
深入交流。

26 日上午，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崔世安会见到访的第五届中国周边
国家“市长参访计划”代表团一行。他
表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 20 周
年，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澳门将全力
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包括着重

发展特色金融、举办以“一带一路”为主
题的各类展览，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创设交流平台。期望通过“市长
参访计划”，鼓励周边地区和内地城市
的市长，多参与互惠互利的项目，共同

推动经济多元和可持续发展，以及促进
人文交流，为相互间的人才创造更多发
展机会。

会见中，市长丁纯代表内地城市作
主题发言。他表示，常州将深入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李
克强总理关于苏澳合作园区的重要讲话
精神，在中央各部委、特区政府和江苏省
委省政府的支持下，积极推进苏澳合作
园区建设， （下转A2版）

丁纯应邀参加第五届中国周边国家“市长参访计划”活动

深化多方合作 推进苏澳园区建设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曹佳中率市发改委、住
建局、交通运输局、应急管理局、消
防救援支队主要负责人，赴企业督
查安全生产工作。

在西气东输芙蓉站、江苏欧贸
化工有限公司、立邦涂料（常州）有
限公司，曹佳中一行就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建设情况、安全风险管控情
况、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和应急管理
情况进行了详细检查，尤其就安全
管理人员配备、生产作业现场管理、
安全生产设施装备日常管理维护情

况、重要安全风险缓解和重大危险
源管控措施情况等进行了深入细致
的询问。

曹佳中在督查中要求企业及属
地监管部门深刻吸取响水“3·21”
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教训，提高警惕，
迅速启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建立
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自觉执行
到位，同时加强人员教育管理，尤其
要提升企业负责人和各级工作人员
的安全意识和技术水平，时刻绷紧
安全生产这根弦，维护好人民群众
生命和财产安全。

（唐文竹 李义东）

市领导督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迅速启动隐患排查治理

本报讯 第 29 届上海“白玉兰
戏剧表演艺术奖”22 日在上海大剧
院揭晓。我市锡剧院院长孙薇凭借
锡剧《卿卿如晤》中陈意映一角荣获
主角提名奖。

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是经上海市宣传文化领导机构批准
的文艺类正式奖项，每年在上海评
选并颁奖一次，旨在表彰德艺双馨
优秀表演人才、优秀表演团队和杰
出戏剧工作者。据统计，本届“白玉
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参评剧目 60
台，涵盖 24 个剧种，参评演员 121
名，获主角奖提名17人。

颁奖典礼前，孙薇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每一个戏曲演员都有
一个梦，那就是白玉兰奖和梅花
奖！“17 年前，我就曾参与白玉兰
主角奖的竞逐，但与实力派剧种
演员相比，差距很大，我感到自己
似乎与‘白玉兰’无缘。曾经有一
段时间我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了道
路 ，迷 茫 和 挣 扎 充 斥 我 的 内 心 。
但我知道，只有苦练加苦练才能
如 愿 以 偿 ，不 负 我 钟 爱 的 事 业 。
终于有一天，我等来了属于我的
角色——《卿卿如晤》中林觉民的
妻子。导演给我在第一场设计了
软跷，这种戏曲芭蕾让我在排练场
一次次哭泣， （下转A4版）

孙薇获得“白玉兰”主角提名奖

本报讯 3 月 26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第十八届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常州高新区企业中简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发过会。

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启
动 IPO 准备工作，2015 年 9 月完成股
改，2016 年 10 月申报至中国证监会并
获受理。

中简科技拟在深交所创业板发行上
市，计划募集资金2.34亿元。

中简科技是我国高性能碳纤维领域
领军企业，2008年落户常州高新区。中
简科技目前生产的ZT7系列(高于T7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及碳纤维织物主要应
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填补了国产高性能
碳纤维在航空航天应用领域的空白。

（张旭博 陈丽鹰 周瑾亮）

中简科技首发过会

本报讯 22 日下午，在常州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大城·地位”常
州楼市健康发展论坛上，市住建局副局长吴玲忠表示，我市将积极培育
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拟出台《常州市关于促进住房租赁的实施方案》，
多渠道筹集租赁房源，积极探索长租公寓运营模式和商办用房转化为
租赁住房新模式。

同时，我市将更好地实施住房保障，加快棚户区（危旧房）改造，今
年计划新开工 1.6 万套。在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保尽保”的
基础上，进一步落实“龙城英才计划”，加大对高层次人才住房支持力
度，让更多高层次人才享受住保政策。 （刘一珉）

我市将作出探索

长租公寓怎样运营？
商办用房如何转为租赁住房？

本 报 讯 昨天，新编江苏名镇志
《湖塘镇志》通过专家组终审。终审稿
共21万字，体例规整、史料丰富，分为春
秋淹城、织造名镇、特色艺文、风土民
情、名镇名人等 13 个篇目，集三千年人
文精华于一卷。

江苏名镇志编纂工作是我省一项重
点文化工程。经市、区方志办推荐和逐
级申报，湖塘镇被列入第一辑编纂名录，
成为全市唯一入选镇志。2017 年 6 月
编纂工作启动以来，历经7次修改提升。

湖塘镇是吴文化发源地之一，诞生
了影响深远的“阳湖文派”“南田画派”

“常州词派”，是锡剧创始人王嘉大、“七
君子”李公朴和著名新闻学家恽益群的
故乡，拥有“徐氏竹刻”“湖塘面塑”“微型
盆景”“阳湖拳”“湖塘马灯”等31个民间
非遗项目。湖塘也是“中国乡镇之星”

“中国织造名镇”，2018年位列全国百强
镇22位。 （徐维庆 马浩剑）

全市唯一入选首批
江苏名镇志

《湖塘镇志》通过终审

新华社巴黎 3 月 26 日电 2019 年
3月21日至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
对意大利、摩纳哥、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行程结束之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
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王毅说，时值春分，“两会”刚刚圆满
闭幕。习近平主席飞赴欧洲，开启今年
首访，引领中国同意大利、摩纳哥、法国
关系迈上新的征程，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在亚欧大陆开辟新的空间，为中欧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又踏层
峰望眼开”。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习近平主席此访致力于深化伙伴合
作，致力于完善全球治理，致力于捍卫多
边主义，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

境界和担当，受到国内外舆论高度评价。
习近平主席在 6 天时间里到访罗

马、巴勒莫、摩纳哥、尼斯、巴黎 5 座城
市，密集出席 40 余场活动，同欧洲领导
人共叙友好交往佳话，共谱全面合作新
篇，共绘未来发展蓝图。此访是中央着
眼当前国际形势作出的重大外交部署，
是一次加深东西方关系的友谊之旅、合
作之旅、开拓之旅，留下美好回忆，收获
丰硕成果。

一、传承双边友好，深化互利共赢
王毅说，意大利、法国是大国，都是

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摩纳哥虽然不大，
却是对华最友好的欧洲国家之一。此访
是我国国家元首时隔 10 年再次访问意

大利、首次访问摩纳哥，也是习近平主席
时隔 5 年再次访问法国，推动中国同 3
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巩固政治互信，引领双边关系走稳。
今年是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15 周年，明年两国将共同迎来建交 50
周年，双边关系发展面临重要机遇。习
近平主席与马塔雷拉总统、孔特总理等
一致同意，要密切高层交往，强化理念沟
通，巩固政治互信，提升双边关系。中意
发表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
报，强调双方愿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的精神，进一步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发展。

法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

西方大国，今年正逢中法建交 55 周年。
中法关系近年来保持高水平健康稳定发
展。习近平主席向马克龙总统、菲利普
总理等法方领导人强调，法国是最早同
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开展战略对
话、最早同中国开展民用核能合作的国
家。中法关系要沿着正确道路走下去，
政治互信是关键，务实合作是动力，国民
感情是基础。双方一致同意要打造更加
坚实、稳固、富有活力的中法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继续探索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
瞻远瞩、互利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双方
发表关于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
理的联合声明，针对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
挑战发出一致声音。 （下转A4版）

习近平主席访问意大利、摩纳哥、法国

共谱合作新篇 收获丰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