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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经过申报、评审、现场答
辩和公示程序，我市日前被命名为“江苏
省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示范城市”。

据了解，我市在污水处理方面有
三大特色：一是目标明确，我市将城镇
污水系统提质增效三年行动纳入市重
点工程，明确到 2020 年全市建成区要
基本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全达
标。二是管理扎实，我市排水部门采

用“建管养一体”“厂站网一体”“雨污
共管”和“泥水并重”的管理模式，实现
权责清晰、管理统一、系统高效，为排
水系统提质增效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三是经验独到，常州实施“大分流、小
截流”模式，始终坚持实行雨污分流体
制，同时为解决城中村、老城区、历史
保护街区的污水难收集问题，一河一
策、沿河截污，把截流式合流制作为雨

污分流的补充，并且在管网低水位运
行、管网全过程管理、污水处理精细化
运行等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形成了

“常州模式”，受到全国同行肯定，行业
示范引领作用显著。

据 悉 ，为 真 正 做 好 示 范 ，我 市
2019-2020 年计划实施污水处理厂扩
建、污水处理厂提标、黑臭河道整治、污
泥处理处置、管网排查及修复等 9 项建

设项目，在城市建成区基本消除旱天污
水直排；实现管网全覆盖，污水全收集、
全处理；全面消除城市建成区黑臭水
体，实现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安全、稳定、
高效运行。

另悉，此次与我市同时被命名为“省
城镇污水处理系统提质增效示范城市”
的还有南京、苏州、扬州和泰州。

（王一瑜 周瑾亮）

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我市成为全省示范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常州经开
区了解到，近日潞城街道赵氏族人
筹集现金10万元，建成了赵逸平烈
士纪念馆，以纪念这位曾在澄西县

（今江阴西部、武进东部、无锡西北
部）抗战中颇有影响的人物。

纪念馆在潞城街道永思慈善协
会内，面积约30平方米。永思堂赵
氏族人根据老照片请专业石业公司
雕塑了连基座在内共约 1.7 米高的
汉白玉赵逸平胸像。潞城当地文史
研究者陈汉梁告诉记者，赵逸平烈
士在《武进县志》和《戚墅堰区志》中
均有专门记载。

赵逸平，原名赵洪培，又名赵

和尚，1917 年 4 月 19 日出生，武
进县潞城人，韩区赵氏十八世孙，
学徒出身，1940 年参加“江南抗日
义 勇 军 ”,1940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1941 年任中共澄西县一区区
委副书记，1942 年任澄西县六区
区 长 ，1945 年 赴 兴 化 县 工 作 ，
1947 年初南下负责建立璜土至安
家舍的秘密交通线，任中共澄西
区特派员。1947 年 11 月 11 日在
江阴县利港乡刘墅村遭敌包围，
在突围中牺牲。

据了解，清明节前赵逸平烈士
纪念馆将对外开放。

（舒泉清 张军 图文报道）

赵逸平烈士纪念馆建成

“渡江第一船登陆点”。

“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
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
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
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
诸城进击中⋯⋯”70年前，毛主席为新
华社亲笔撰写的《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
渡长江》新闻稿中，提及的繁昌、荻港、
鲁港，都在今安徽省芜湖市境内。

芜湖作为渡江战役主战场之一，
还是渡江第一船登陆地。

本月26日下午，在芜湖三山区夏
家湖“渡江第一船登陆点”纪念碑前，
原芜湖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调研
员丁瑜介绍说，渡江战役总体部署是
分东、中、西 3 路，其中中集团首先在
芜湖从裕溪口到枞阳段发起进攻。

1949 年 4 月 20 日 20 时 15 分，中集团
所属第 9 兵团 27 军 79 师 235 团整船
待发。此时，1 营通讯员却将“听令开
船”口令误传为“开船”，3 连 2 排 5 班
战船一马当先。离岸约 100 米时，对
岸敌军发觉，枪炮齐发。21时许，2排
5 班率先在繁昌县保兴乡夏家湖（现
归三山区保定街道）上岸，成为“渡江
第一船”。

时光荏苒，硝烟远去。经过70年
的蓬勃发展，如今的芜湖，已成为安徽
省第二大城市，形成了汽车及零部件、
新材料、电子电器、电线电缆四大支柱
产业，孵化了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通
用航空 3 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
地，涌现出奇瑞汽车、海螺水泥、海螺

型材、埃夫特机器人、傻子瓜子、三只
松鼠等知名企业。去年，芜湖入选中
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发展最成功的 40
座城市。

昔日的“渡江第一船登陆点”，不仅
建起了天堑变通途的芜湖长江二桥，更
是发展成为繁忙的三山港，是长江干线
重要的动力、水泥、矿石、建材、集装箱、
产品轿车中转运送大港。2014年，成
为安徽省历史上第一个亿吨大港。

芜湖地势独特，大江东去的长江在
芜湖转头向北，使该城大部分在江东。
当年解放军渡江登陆的东岸，正打造成
10 公里长的滨江观光带，变身高楼林
立、步步为景、寸土寸金的江岸线。

（刘一珉 陈暐 图文报道）

“寻迹百万雄师过大江——长江沿线8市党报全媒体行动”聚焦芜湖

在“渡江第一船”登陆地

吴萧宇是金坛区华罗庚实验学
校六年级（7）班学生，人送外号“机
器人”。

四年级时，吴萧宇开始与“机器
人”接触。为赶上同龄小伙伴的机
器人编程水平，他几乎把所有业余
时间都耗上了，最多一周上了 4 节
编程课，每节课不少于 2 小时。为
了弄清原理，家里的大客厅里挂着
一幅巨大的机器人行走轨迹图，书
中学、网上找、实践中试，1 年后，吴
萧宇终于有资格和老队员们一起参
加当年的常州市机器人比赛。没想
到，竟拿了一等奖。

2018 年 5 月的江苏省青少年
机器人竞赛，是吴萧宇首次参加省
级比赛。比的不仅是技术、水平，更
是心理素质。独立搭建机器人——

电脑设计既定程序——操控机器人
模拟运行——超级轨迹赛道角逐，
每一步都有挑战。经过两天角逐，
吴萧宇成为大赛中学习时间最少、
年龄最小的江苏省一等奖获得者之
一。他说：“机器人使我的动手能力
得到加强，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
升。赛场上，我学会了在困难与挑
战面前，如何更好地发挥团体合作
和临场应变的能力。”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
其心。”这是吴萧宇最喜欢的一句
话。他先后荣获中国青少年机器人
竞赛（江苏赛区）一等奖、第十届华
东地区青少年机器人联赛冠军、常
州市中小学生机器人竞赛“火星之
旅项目”一等奖，今年获评“新时代
常州好少年”。 闻铭 秋冰

吴萧宇的钻劲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文明办
获悉，2019 年第一批“新时代常州
好少年”评选揭晓。他们分别是：溧
阳实验初中初一（6）班学生贾景

文，金坛区华罗庚实验学校六年级
（7）班学生吴萧宇，常州市解放路
小学五年级（8）班学生赵景萱。

（闻铭 秋冰）

首批“新时代常州
好少年”评选揭晓

贾景文是溧阳实验初中初一
（6）班学生。她是爱心小天使、公
益小志工、环保小卫士。近年来，她
先后荣获“江苏好少年”“常州市百
优美德少年”“溧阳市向上向善好少
年”“溧阳市优秀学生义工”等称号，
今年获评“新时代常州好少年”。

学习之余，贾景文乐于为大家
服务，成为大家的“爱心小天使”：分
发作业、策划活动、主持节目、站岗
值周等，每天忙得团团转却依然乐
呵呵。有一次，她负责为报名的新
生和家长服务，在烈日下跑前跑后，
看到另一位小志愿者没带帽子，就
把自己的帽子给了对方⋯⋯跳蚤市
场爱心义卖、制作抗战胜利70周年
海报、拜访红军老爷爷等现场，处处
都有她的身影。

从二年级起，贾景文就跟着妈妈
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捡拾绿化带垃

圾、清除小广告、擦洗楼道栏杆⋯⋯
街坊邻居和社区阿姨都称她为“公益
小志工”。重阳节，她和叔叔阿姨们
走进社区，为老人送上节日的祝福；
母亲节，她参加溧阳市文明办组织的

“爱心”活动。尤其在敬老院，贾景文
扶老人们看电视，为他们唱儿歌、跳
小苹果、发面包、剪指甲、拍照片，想
方设法逗老人们开心快乐。

在学校，贾景文可是出了名的
“环保小卫士”。早上洗漱，她会提
醒大家不开长流水，洗脸水装起来
冲厕所；晚上，她会检查有没有房
间开无人灯；吃饭用餐，她坚持光
盘；看过的书，会整理出来送人；穿
不下的衣服，她把它送到旧衣回收
处；用过的作业本，撕下空白页装订
成草稿本；纸盒、塑料和瓶瓶罐罐这
些“垃圾”，变废为宝实现资源再利
用⋯⋯ 闻铭 秋冰

贾景文的责任感

赵景萱是常州市解放路小学五
年级（8）班的学生。

在家里，赵景萱是一位尊敬长
辈、孝敬父母的好孩子；在学校，她
是一位勤奋好学、心系集体、尊敬师
长、团结同学的优秀少先队员，也是
一位热心公益的好少年。

近年来，她担任过副班长、英语
课代表，不仅积极完成老师交办的
任务，还主动帮助老师管理班级。
英语和书画是她的特长，她曾获
CYECC 青少年英语能力展示全国
总决赛个人全能优秀奖，获“世界头
脑奥林匹克”中国赛区一等奖，硬笔
书法多次在省、市比赛中获奖。赵
景萱还在班里组建了书画社团，组

织同学们外出写生，一起交流书画
心得，拓宽视野。

赵景萱还经常带着小伙伴们一
起参加公益活动，协助社区打扫卫
生，为孤寡老人讲故事，捡绿化带内
的白色垃圾，清除墙上小广告等。
同时，她也是“向日葵天使”公益组
织的小志愿者，把平时积攒下来的
零花钱和压岁钱，资助贵州省鸣放
小学和广西省上马草小学的 5 名贫
困同学。在她的带动下，班里涌现
出了“爱心捐助”热潮，同学们纷纷
加入爱心行列。

2016 年赵景萱被评为天宁区
“十佳美德少年”，今年获评“新时代
常州好少年”。 闻铭 秋冰

赵景萱的热心和爱心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文联获
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更好
地展现常州人民昂扬向上、奋发进取
的精神风貌，第三届常州市合唱大赛
暨第四届江苏省紫金合唱节常州赛区
比赛将于 4 月举行，感兴趣的合唱团
体可于即日起至4月12日报名参赛。

本次大赛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
市教育局、团市委主办，市音乐家协
会、市合唱联盟承办。

参赛组别按年龄分为童声组（12

周岁以下）、少年组（13 至 17 周岁）、
成人 A 组（18 至 40 周岁）、成人 B 组

（40 周岁以上），每个团体人数要求不
少于40人，不超过60人。

比赛分初赛和决赛两轮进行，每
轮比赛要求演唱两首曲目，鼓励演唱
常州原创和新创作的合唱作品。各组
别分别从初赛中决出前三名进入决
赛。最终，四个组别第一名中得分高
的前三名将被选送参加江苏紫金合唱
节合唱比赛。

据介绍，初赛时间定于4月28日、
29日，决赛时间定于4月30日。比赛
设团队金奖、银奖、铜奖、最佳指挥奖、
最佳伴奏奖和优秀组织奖若干名。

参赛团体可于即日起至市文联组
联处（大观路10号403室）现场填写报
名表报名，也可上常州文联网（http://
wl.changzhou.gov.cn/）下载报名表，
报名同时需提供合唱团简介及团员名
单一份。报名截止时间为4月12日，联
系电话86679951。 （蒋小萍 周茜）

每轮比赛要求演唱两首曲目

第三届常州市合唱大赛开始报名

本报讯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
新闻发布会，宣布第四届常州市大学生
创业大赛启动，整个赛程历时5个月。

今年大赛参赛组别分高校组和社
会组。高校组面向全国范围内各类院
校在校大学生，社会组面向毕业 5 年
内（2014 年 6 月后毕业）的大学生。
创业大赛分常州和东北两个赛区，东
北赛区面向东北地区的在校大学生，
比赛地点设在黑龙江大学；常州赛区
面向除东北赛区外的所有大学生。每
个赛区分报名、选拔赛和决赛三个阶
段，各赛区内获一、二等奖的 12 个项
目将进入总决赛。

参赛选手可通过现场报名或登录
大赛官网（常州人才网、常州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网、常州人社微信公众号）
下载相关报名材料填报参赛，报名时
间自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据了解，总
决赛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的奖金分
别为：10 万元、8 万元、5 万元和 3 万
元。赛区决赛三等奖奖金各 1 万元，
赛区决赛入围奖奖金各5000元，对获
奖的团队和企业颁发证书、奖牌，并提
供创业配套支持。

记者了解到，我市还将配合推进
新一轮《常州市“龙城青年大学生创
业”三年行动计划》，落实项目引进落

地，优先推荐与常州相关产业园区、大
学生创业园区对接，落户后将优先获
得合作金融机构优惠信贷支持，积极
帮助落实税费减免、开业补贴、社保补
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带动就业奖
励等优惠政策。

我市已成功举办 3 届次大学生创
业大赛，共收到各类有效参赛项目
1000 个，吸引省内 74 所高校的大学
生报名参赛。社会组已注册项目带动
了2700多名大学生就业，高校组申报
项目吸引了3500多名大学生参与，至
少有 10 家企业年产值或销售额在千
万元以上。 （韩晖 秋冰）

安排常州和东北两个赛区，最高奖励10万元

第四届常州市大学生创业大赛启动

（上接 A1 版）推动制造业企业向服务化
转型。截至2018年底，全市拥有国家级
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2 个，省级示范智能
工厂 1 家、示范智能车间 72 家，市级认
定的智能车间(工厂)182家，新增省级示
范企业和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分别为 13
家和11家，均列全省第一。

同时，我市还深入推进两化融合发
展，大力推动“企业上云”，省工业互联网
五星级上云企业 4 家、四星级 9 家，总数
列全省第一。推进工业互联网基础体系
建设，省工业互联网服务资源池累计 15
家，建设省制造业“双创”示范平台4家、
省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3家。加快工业
互联网“企企通”应用推广，新增应用企
业2550家。

汪泉表示，制造业是常州发展的根
基和优势所在，当前我市把智能制造作
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不断加
大推进力度，着力打造常州经济转型升
级新引擎。下一步，常州将认真研究调
研组意见建议，着力突破智能制造关键
技术，推动智能制造加快发展，不断提升
我市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打造高质量的
工业明星城市。

调研组充分肯定了常州市近年来在
智能制造方面取得的成绩，希望常州加
大探索力度，创新体制机制，结合常州本
地产业实际情况，走出自己的特色发展
之路，为全国制造业进一步壮大发展提
供更多经验参考。

市领导方国强、梁一波陪同调研。
（宋婧）

加大创新力度
推进智能制造

（上接 A1 版）努力打造“一国两制”框架
下澳门与内地全面深化合作的成功典
范，为澳门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同时，期待能与各个城市携手，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经贸、文化、
旅游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快苏澳合作园
区建设，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中国周边国家“市长参访计划”是由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主办的年度品牌活动，打造了
澳门、内地城市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交流
平台，成为“一带一路”框架下搭建的一
道良好桥梁，促进多方的互利合作。本
届活动邀请了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等
8 个周边国家的省长和市长，并特别邀
请了常州、珠海、深圳等 12 个内地城市
的政府领导出席。

在澳门期间，丁纯还率常州代表团
先后拜访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
员沈蓓莉、澳门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
局长米健、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副主
席崔世昌、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荣、经济
财政司司长梁维特及部分知名企业，并
参加相关交流对接活动，就进一步深化
常澳两地合作发展，加快推进苏澳合作
园区建设工作，进行深入交流。

另据报道，丁纯一行还专程拜访
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汇报了常州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苏澳合作园区有
关工作。 （刘瑞 韩晖）

深化多方合作
推进苏澳园区建设

（上接 A1 版）完成好上级明确的重点工
作，深入推进长荡湖“三乱”专项整治，有
效改善长荡湖水体质量；进一步完善河湖
长体制机制，推动河湖水污染防治，实施
水生态提升工程，强化河湖执法监督，强
化水文化建设，推动河（湖）长制各项任务
落实。要强化保障，压实责任，进一步落
实河长责任，发挥各级河长办协调作用，
深化成员部门工作职责，落实经费保障，
加大河（湖）长考核力度，引导社会公众积
极参与，确保河长制工作再上新台阶。

陈涛还向溧阳市、金坛区交办了
2019 年长荡湖和丹金溧漕河河（湖）长
制工作任务书。 （朱雅萍 河长办）

市级河（湖）长赴
长荡湖巡湖督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