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23日 星期四
总编办主办 编辑:王党生常州新闻要闻A2

弘扬常州精神 坚持“三个狠抓” 建设“五大明星城”

昨天，常州市儿童福利院分外喜庆，100名孤残儿童吃上了营养美味的年夜饭。
为了这顿饭，工作人员从一周前就开始忙碌。除了精心挑选食材、科学制订菜谱、亲自制作各种“功夫菜”，菜肴上桌

后还要“一对一”给低龄、重残的孩子喂。
“一加爱心社”精心组织了文艺演出，给孩子们助兴。
吃完年夜饭，孩子们换上了福利院为他们买的新衣服，开开心心迎新年。 朱雅萍 童国洲/文 胡平/摄

常州市儿童福利院——

100名孤残儿童吃完年夜饭换新衣
本报讯 春节即将来临，

我市城市照明管理处为多个地
标建筑披上节日“新装”。从小
年夜起，我市将开启节日照明
模式，以喜庆的鼠年“灯光秀”
扮靓夜幕中的龙城。节日照明
模式一直到元宵节。

据城市照明管理处设施管
理科科长陈洋介绍，在西瀛里、
同济桥、西太湖揽月湾观光塔、

东经120景观塔和奥体中心等城
市节点，将通过户外投影技术与
全 彩 LED 灯 启 动 鼠 年“ 灯 光
秀”。其中，西瀛里和同济桥用
40 多套投影灯，西太湖揽月湾观
光塔和东经 120 景观塔总共用 7
万多个像素灯，奥体中心用近
1000 套 LED 投光灯，营造喜庆
氛围。

（史庭佳 周瑾亮）

小年夜—元宵节：

我市采用节日照明模式

常州大学的每一步跨越式发展，
都与常州息息相关。常州大学党委书
记陈群昨天表示，融入“五大明星城”
建设，常州大学要打响“常大”特色品
牌，发挥城市大学应有的作用，用常大
人的教育初心，肩负起服务常州地方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责任担当。

通过开展“科技服务行动计划”，
助力工业智造明星城建设。学校围绕
常州市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先进
碳材料等支柱产业，依托现有的国家
级、省级科研平台，与政府、行业、企业
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在专利申报、新
技术攻关等方面发挥人才聚集优势，

实现科学研究与经济发展的实地对
接，共同推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通过开展“人才培养行动计划”，
助力科教创新明星城建设。学校对接
行业企业学科专业体系，主动布局一
批“新工科”专业，强化高层次人才引
进，培养地方急需的复合型人才。尤
其针对“互联网+”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实际，建设好常州大学—阿里云大数
据学院和智能制造产业学院。

通过开展“文化创新行动计划”，
助力文旅休闲明星城建设。学校依托
全国首家近现代史与红色文化研究
院、红色文化主题教育馆等平台，大力

推动红色文化办学特色与常州市思想文
化建设的融合，着力打造有影响力的红
色文化品牌，广泛传播常州社会文明发
展的丰硕成果。

通过开展“决策咨询行动计划”，助
力宜居美丽明星城与和谐幸福明星城建
设。学校将围绕常州经济社会发展、城
市规划建设和社会民生热点难点，强化
新型智库建设，加强研究咨询。通过开
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综合研究，
为常州市城乡融合发展、城市精细管理、
社会综合治理等，提供可行性报告和高
质量的决策咨询。

徐寅 包海霞 尤佳

——访常州大学党委书记陈群

四大计划助力“五大明星城”建设

如何全面落实“五个明星城”建
设？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党工委书记戴
志华 21 日表示，当前和下一阶段，西
太湖园区将围绕全市“五个明星城”建
设，以及武进生态滨湖区、现代智造城

“一区一城”定位，全力打造生态型、创
新型、经营型滨湖新城，努力建成长三
角技术创新和转化中心、医疗旅游先
行区、常州城市新中心。

西太湖园区将重点实施三大战
略。一是“依水定城、花都水城”，发
挥水优势、做活水文章，发展全域旅

游，实施精细管理，打造一座充满魅力
的江南水城和常州“城市客厅”。二是

“创新驱动、科技新城”，实施以科技创
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服务好常州大学
整体发展，引进若干知名高校、研究生
院、产业学院，推动科技、人才、资本、项
目全面融合。三是“产城融合、健康乐
城”，聚焦大健康产业，进行垂直多元化
布局，囊括研发、制造、会展、医疗和文
化旅游，提升“宜居、宜业、宜游、宜学”
水平。

2020 年，园区将大力实施全域旅

游、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新城开发、社会
发展、经营增效“六大工程”。主要经济
目标力争实现“五十五百”，“五十”即
GDP、规上工业产值、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财政总收入、亩均工业税收这五个
指标，分别增长 10%以上；“五百”即完
成低效用地整治 100 亩以上，招商引资
和招才引智项目100个，产销5000万元
以上工业企业累计超 100 家，高新技术
企业累计超 100 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保持在100件以上。

邵俊飞 马浩剑

西太湖科技产业园：

融入一体化 建设滨湖城

“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为全市卫生
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明晰了路径。”
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朱柏松21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市卫健委将
以接续奋斗的担当魄力，以争先进位
的实干精神，自觉践行新时代卫生健
康工作方针，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
向、目标导向，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
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通过全
面深化改革，奋力推进健康常州建设，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
服务，为加快推进和谐幸福明星城建
设作出积极贡献。

市卫健委将大力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政治保证。全
面改进公立医院党的建设，落实党委

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全市将大力推进医疗卫生、公共卫

生、人口与家庭发展、老龄事业四大主
业，为高水平健康服务补齐短板。推进
公立医院改革，实施改善医疗服务行动
计划，落实改进医院门急诊服务 10 项
举措。深化城市医联体建设，推进县域
医共体建设，巩固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全面投用市中医医院急诊病房综
合楼，开工建设市儿童医院移址新建项
目，加快推进市中心血库、市第七人民
医院二期、市第二人民医院阳湖院区二
期建设。加快孟河医派传承创新工程
实施进度。针对重要健康危险因素、重
点人群和重大疾病，实施一系列健康行
动。巩固提升预防接种门诊标准化建

设成效，强化接种环节疫苗管理，全面
启动为适龄儿童免费接种水痘疫苗，继
续加强重大传染病防治，提升应急处置
能力。发挥家庭医生团队作用，做好重
点人群健康管理服务，促进医防融合管
理试点。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
务体系。

同时，加强公立医院经济运行管理，
高度重视科技人才软实力建设，实施青
苗人才工程，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深
化行业作风建设，营造良好改革发展环
境。继续深化智慧健康建设，推动二级
以上医院建设互联网医院，提供“互联
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服务。

卫健宣 陈荣春

——访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朱柏松

做强四大主业 补齐医卫短板

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对“五大明星
城”建设作出部署。市生态环境局局
长吴琪明21日表示，生态环境部门将
围绕“一个目标”，全力打好“两大战
役”，守牢生态和安全“两条底线”，奋
力推动宜居美丽明星城建设。

一是以环境质量目标为核心，尽
早制定计划方案、排定工程项目、细化
工作措施。

二是突出环境问题攻坚战和污
染防治攻坚战“两大战役”。紧盯督
察反馈问题、重点环境信访，切实解
决一批久拖不决的环境问题；紧盯环
境风险隐患，深入开展危废处置专项

整治等行动。加强联防联控、精准管
控，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加快沿长
江、沿太湖和沿大运河水污染防治，
加大饮用水源地达标整治力度；全面
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强固
废危废管控，确保农产品和人居环境
安全。

三是“五个聚焦”探索推进生态环
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聚焦
党建引领，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聚焦生态环保+，加强污染源、排
污口（泵闸站）监控系统和乡镇空气
站、水站建设，加快完善生态环境监测
监控网络，推进“互联网+管理”。聚

焦监管执法，深化综合执法改革，逐步实
现执法队伍管理军事化、人员素质专业
化、执法方式现代化。聚焦共建共治，
积极探索绿色标杆企业制度，实施正
向激励；积极运用环境信用评价制度，
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实践；制定出
台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加强督查
考核。聚焦生态修复，持续开展生态
绿城建设，加快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生态
长廊、沿江 5 公里生态廊道，全面推进

“一圈、两区”（太湖生态保护圈、国家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武进生态保
护引领区）建设。

孙雪云 韩晖

——访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吴琪明

生态、安全：坚定不移守住底线

总导演：杨东升
北京主会场主持人：任鲁豫、张舒

越、尼格买提、佟丽娅、尹颂
河南郑州炎黄广场分会场主持

人：张泽群、马跃、庞晓戈、米娜
广东珠海粤港澳大湾区分会场主

持人：陈星、胡杏儿、刘中志、许鲁南
北京主会场

1、开场贺岁歌舞“生肖闹春中国
年”《老鼠爱上你》 表演：李现、周冬
雨、张若昀、李沁、朱一龙等

2、中外歌舞荟萃 表演：国外艺
术家

3、歌曲《过年 disco》 表演：陈
伟霆、张艺兴、宝石老舅

4、小品《风雪饺子》 演员：贾
冰、秦岚、张若昀、沙溢、吴磊

5、现代舞《舞林追梦人》 表演：
易烊千玺、王嘉尔、罗志祥

6、小品《每逢佳节被催婚》 表
演：张凯丽、杨立新、王鸥、吴海龙、张
维威、魏大勋

7、分会场拜年
河南郑州炎黄广场分会场

8、歌曲《黄河》 表演：郎朗、吉
娜、小蓓蕾合唱团

9、歌舞《新百家姓》 表演：李宇
春、刘涛、张野、陶喆、杨洪基、王一博、

赵丽颖、郑州大学、中国少年儿童合唱团、
四川蓬溪中国红海百家姓古镇艺术团

北京主会场
10、方 言 小 品《喜 欢 你 喜 欢 我》

表演：谢娜、肖战、鞠婧祎、张幸福、吉利、
杨迪、刘维、蒋诗萌

11、歌曲《李清照》 演唱：韩雪、杜
江、霍思燕、凤凰传奇、乌兰图雅

12、相声《我太难了》 表演：岳云
鹏、孙越

13、歌曲《背影》 演唱：孙楠、韩
磊、谭维维、刘牧

14、社 会 温 暖 题 材 小 品《光 棍 卤
粉》 表演：郭冬临、袁姗姗、郑爽等

15、歌曲《带着地球去流浪》 演
唱：刘欢、中国儿童合唱团

16、小品《都听我的》 表演：黄晓

明、金婧、宋祖儿、王自健、张天爱、杜江
17、歌曲《邯郸记》 演唱：杨紫、张

韶涵、白鹿、朱正廷、王壮、孙霄磊
18、快手红包互动《点赞中国年》
19、特别设计《洞见 2020》 嘉宾：

李季、宿华、张宇、陈智等
广东珠海粤港澳大湾区分会场
20、歌曲《老鼠爱小米》 表演：李

凌梓、曹德利、李佳琦、薇娅、朱湘宜等
21、武术《昆仑决》 表演：惠英红、

吴樾、清风子、姜华、乔乐、杨建平、河南
少林塔沟武校等

北京主会场
22、小品《父母爱情》 表演：郭涛、

梅婷、刘琳、李文启、尚大庆
23、抒情歌曲《洪荒少年》 演唱：

王俊凯、易烊千玺、王源、李荣浩等

24、小品《走过场》 表演：马丽、
沈腾、开心麻花演员

25、旗袍舞节目《湘女秀》 表演：
苏州吴江中国旗袍小镇艺术团、湖南湘
女秀艺术团、旗袍遇上茶艺术团

26、魔术 表演：香港魔术师
27、代际过年主题脱口秀 表演：

思文
28、小品《快乐其实很简单》 表

演：孙涛、闫妮、王迅、十木吉、沙慧
29、歌曲《文艺男青年之歌》 演

唱：蒋大为、阿云嘎、郑云龙、佟铁鑫、莫
华伦、戴玉强、张英席、王凯、郑棋元

30、小品《婆婆妈妈》 表演：贾玲、
张小斐、许君聪、卜钰、孙集斌、王程程

31、歌曲《牧羊辞》 演唱：黄琦雯、
迪丽热巴、何宜霖、周深等

32、舞蹈《青铜宴舞》 表演：张天
爱、唐诗逸、安徽江南文旅铜官府艺术团

33、少儿歌舞《姜子牙》《济公》《冒
险小王子》串烧 表演：张杰、王诗龄、李
京、刘志江、饺子、游本昌、浙江睿宸影
视、中国少年广播合唱团

34、特别设计：国宝鉴赏《五鼠迎春
图》 嘉宾：范曾、单霁翔、卢禹舜、舒勇、
王俊英、周艺文、王中军

35、歌曲《想家的爷们》 表演：孙
扬杰、旭日阳刚、方珲等

36、歌曲《壮乡春来早》 表演：张
嘉倪、买超、杨洋、白鹿、屈鸿、黄巍伟、卢
晓黎、广西来宾铜锣湾广场艺术团、贺州
黄姚古镇黄姚大剧院艺术团

37、歌舞《艺术模范生》 表演：尚雯
婕、纪丹迪、简弘亦、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半亩稻田艺术团、武汉艺雅星汇艺术团
38、戏曲《中华戏曲百花苑》 表

演：于魁智、舒锦霞、马兰
39、歌曲《内蒙》 演唱和表演：腾

格尔、刘洋洋、李昊城、时爽、内蒙古歌舞
剧院

40、孙杨、刘诗雯等备战 2020 年东
京奥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拜年

零点钟声
41、歌曲《中国女排》 演唱：巩俐、

郎平、黄渤、吴刚、朱婷、张常宁、白浪、孙
晋芳、张蓉芳等

42、歌曲《又见太湖美》 演唱和表
演：阎维文、晏菲、湖州安吉鲁家村乡村
艺术团

43、《直通春晚》杂技《逐梦飞天》
表演：西演集团战士战旗杂技团

44、歌舞《生养之地》 表演：阿朵、
叶润泽、亚伦帝尼、刘雯等

45、歌曲《追梦人》 演唱和表演：阿
木、蒋小涵、戴军、米线、米晓明、湖南大学

46、歌舞《全面小康》 演唱：雷佳、
郁钧剑、陈思思、王宏伟等

47、歌曲《中国欢迎你》 演唱：景
甜、刘宇宁、伍奕龙、贺小语等

48、《难忘今宵》 演唱：李谷一、蔡
国庆等

节目以当晚演出为准

主会场：北京 分会场：郑州、珠海
全面小康、生态文明、追梦奋斗等重大主题均有节目
贾玲今年的小品是《婆婆妈妈》 结束曲依然是《难忘今宵》

2020 央 视 春 晚 节 目 单

本报讯 昨天，市禁放办组织对我市烟花爆竹禁
放工作进行联合督查，强调必须全力以赴强化组织发
动、宣传覆盖和责任落实，力争做到“人人知晓，不留死
角”，确保禁放区域内“零销售”“零燃放”。

督查组深入街道、社区、小区，详细了解禁放的组
织部署、宣传发动、落实管控、执法查处等情况。新北
区河海街道汇丰三村是安置小区，位于城郊接合部，居
民们有燃放烟花爆竹的习俗。经过去年的禁放，居民
们已感受到禁放的好处，今年的禁放工作开展顺利，不
少店主在沿街店面挂了禁放横幅，也有居民自愿担当
义务宣传员，深入巷弄开展宣传；在天宁区菱溪名居，
禁放宣传进入每一个楼道、每一部电梯和每一个家庭，
居民知晓率很高。在经开区站北新村北区、武进区邱
墅村委马家弄、钟楼区梧桐苑小区，督查组实地查看宣
传、管控情况。

经前期广泛宣传，居民们普遍对禁放工作表示支
持和理解。

明天就是除夕夜，市禁放办强调，禁放工作进入攻
坚阶段，各部门要再接再厉、主动担当、落实责任、严格
执法，抓好禁放各项措施。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违
规燃放将承担法律后果，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芮伟芬 庄奕）

我市昨天开展联合督查

明天是除夕

今天特别提醒：
禁放烟花爆竹！

更大力度更大力度
禁放烟花爆竹禁放烟花爆竹

本报讯 常州气象台昨天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报，春
节期间我市总体降水偏多，气
温明显偏高。23日、30日早晨
部分地区有雾，24－27 日风力
可达4－5级阵风6级。

具体预报为——
23 日（小年夜）阴有小雨，

早 晨 部 分 地 区 有 雾 ，7℃ －
10℃；

24 日（除夕）阴转小雨，
7℃－11℃；

25 日（初一）阴有中雨，
6℃－9℃；

26 日（初二）阴有小到中
雨，6℃－9℃；

27 日（初三）小雨渐止转阴，
5℃－8℃；

28 日（初四）阴有时有小雨，
5℃－8℃；

29 日（初 五）阴 到 多 云 ，
5℃－9℃；

30 日（初六）多云到晴，早晨
部 分 地 区 有 雾 ，1℃ － 10℃ 。

（其相 庄奕）

春节期间 阴雨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