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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南部阴有小

到中雨，其他地区阵雨渐止
转阴到多云，夜里全市阴有
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南
风 3 到 4 级。今天最高温度
27℃，明晨最低温度21℃。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7 月 16
日出版的第 14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文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
共 产 党 领 导 ，党 是 最 高 政 治 领 导 力
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

导一切的。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
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
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
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在坚
持党的领导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
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全国必须
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
自觉，丝毫不能动摇。

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国社会
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
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
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

“月”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最大的国
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
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

文章指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
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下转A6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本报讯 7 月 15 日，第六次全省自
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在南京召
开，活动采取视频会议形式，我市设分会
场组织收听收看。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陈涛出席分会场会议，并在会前接见我
市部分获奖代表。

我市何静洁、姚民、孔锡生 3 人被评
为全省自强模范。

同时，吴斐、陈秋霞被评为全省残联
系统先进工作者，陈志坚、张革、朱刚良被
评为全省助残先进个人，两家单位获评全
省残联系统先进集体、3家单位获评全省
助残先进集体、3个机构获评全省残疾人
之家。

今年以来，我市不断巩固残疾人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摸排兜底保障政策落
实情况，对7637户建档立卡残疾人开展

“三进三查”工作；为 3.5 万余名残疾人
发放困难生活补贴 1.15 亿元，为 2.6 万
余名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1289万元；为
7.5 万余名持证残疾人购买意外伤害保
险、大病保险。广大残疾人竞相展现自
立自强精神风貌，在不同领域取得了出
色成绩。 （吴斐 朱雅萍）

我市3人被评为
全省自强模范

本报讯 7 月 15 日，我市举行
2020 年第二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暨农业农村重大项目现场推进会。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蔡骏出席
并讲话。副市长许峥参加活动。

与会人员冒雨观摩了钟楼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农业农村重大项
目推进成果。钟楼区对经济薄弱村
杏塘村变“输血”为“造血”，通过花
木经营、绿化建设，不仅实现花木

“兴”塘、产业“兴”塘，还有效提升了
村庄面貌。位于邹区镇现代农业产
业园的殿圣牧业标准化规模生态养
猪场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今年
10 月建成投产后可年出栏生猪 1
万头。与会人员还实地了解了刘巷
村、新屋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

蔡骏指出，今年是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结账交账、决战决
胜之年，全市上下要认真对标对
表，梳理摸排问题，细化落实举措，
倒排时间进度，确保打赢打好三年
行动收官战。要强化规划编制，引
领整治方向，努力塑造“形”“神”兼
备的大美村庄；强化对标找差，补
齐整治短板，确保如期补齐、全面
建强；强化重点突破，抓实整治任
务，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要在“分”字
上下功夫，农村厕所革命要在“好”

字上做文章，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要
在“全”字上求突破，村容村貌提升
要在“细”字上创实效；强化问题整
改，提高整治质量；强化长效管理，
巩固整治成果。在农业农村重大项
目建设中，全市上下要按下“快进
键”，狠抓项目推进；打好“组合拳”，
狠抓要素保障；种好“责任田”，狠抓
机制完善。

蔡骏还对全市推进现代农业
“310”发展计划、抓好乡村振兴战
略实绩考核、建好美丽乡村示范项
目等作出部署。

在各地各部门共同努力下，上
半年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总
体进展良好：全市新建 272 座公厕
任务全面落实；有 11 个镇、345 个
行政村实现了全域垃圾分类；全市
建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行政村累
计数量达 555 个；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成效显著，废旧农膜回收位列省
级考核第一方阵；村庄清洁行动扎
实推进，新建省级绿美村庄 23 个、
市级美丽宜居村庄 46 个。今年全
市 100 项农业农村重大项目中，新
建项目开工率达 70%，有 8 个项目
已完成年度投资计划，45 个报省开
工的重大项目已完成年度计划的
60.1%。 （朱雅萍 常农轩）

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今年要结账交账决战决胜

本报讯 为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
好，昨天上午，我市召开红色文化挖掘
传承工作推进会，加快推动红色资源
优势转化。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涛
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陈正春出席
会议。

陈涛指出，常州红色文化资源十
分丰富，在推进老城厢复兴发展和迎
接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之际，对
全市特别是老城厢红色文化资源进行

综合考量，通过串联、整合、提升，充分
发挥其资源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他要
求，一方面要加强场馆建设，按照“一
馆一策”的方式，急缓有序地推进常州
三杰纪念馆建设、周边环境整治及展
陈提升工程；另一方面，加快对全市包
括红色名人、红色场馆、红色教育等在
内的红色基因进行系统梳理，形成资
源清单，充分利用散落在各处的红色
史迹，设计推出干部培训课程、红色旅
游线路等，并探索标准化建设。同时，

建立红色资源衍生产品开发体系；继
续深入挖掘、提炼、传播红色精神，把
研究性成果转化为普及性产品，在讲
好红色故事中，不断提升城市感染力
和影响力。

近年来，围绕建设红色文化名城
目标要求，我市坚持做好文化资源普
查、保护、利用，从提升教育功能、促进
融合发展、加快产品创新、推动品牌提
升 等 方 面 着 手 ，积 极 探 索“ 红 色 路
径”。 （下转A2版）

我市作出部署——

推进红色文化挖掘传承
推动红色资源优势转化

本报讯 昨天，港龙中国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6968.HK）在
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股票
发行价为 3.93 港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4.69 亿港元。副市长蒋锋出席在常
州举行的“云敲钟”上市仪式，并对企
业发展提出了新希望。

港龙中国地产诞生于常州，是一

家在常州成长发展、逐步拓展省内外
业务的港资房地产开发企业。公司于
2007 年在常州钟楼经济开发区注册
成立，经过十多年的深耕，凭借在房地
产开发领域的品牌、经验及执行能力，
业务已扩展至长三角及周边地区，跻
身全国房地产前百名，排名第83名。

至此，我市已有65家上市公司。
此次，港龙中国地产还与钟楼区

签定了投资 10 亿元发展城市产业的
协议。 （刘毅）

我市第65家上市公司——

港龙中国地产在港交所上市

本报讯 八一建军节即将到
来，7 月 15 日上午，市委常委、组织
部长、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周昌明带队走访慰问部分困难优抚
对象，送去慰问金，并致以节日问
候。副市长许峥参加活动。

周昌明一行首先来到新北区汇
丰三村杨玉匡家中。77 岁的杨玉
匡是农村籍退役士兵，目前患有心
脑血管病和糖尿病，仅去年就住院
4 次，现在右眼失明，中风瘫痪，家
庭收入微薄，生活困难。周昌明询
问病情，鼓励他安心养病，并嘱咐社
区工作者进一步做好服务。

老党员冷学公今年94岁，参加
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
斗和抗美援朝战争，历任排长、连
长、团长。老人因中风入院。周昌
明一行专程到市中医院住院部看
望。周昌明向冷学公的家人和医生
了解病情，对他们的悉心照顾表示
感谢。他说，冷老是新中国的功臣，

他为祖国作出的贡献我们都要铭记
在心。

在新北区怡盛花园，周昌明一行
看望了88岁的陈听玉老人。陈听玉
1951年参军，是在乡复员军人，因糖
尿病并发症多次住院治疗。周昌明
叮嘱按时吃药，保重身体。

周昌明一行还看望慰问了 99
岁的烈属黄桂英老人和 52 岁的烈
属杨旭。
（刘一珉 黄钰 蒋玉兵 王欣冉）

市领导走访慰问部分困难优抚对象

本报讯 昨天，常州科教城举
行作风建设推进会，贯彻落实全市
作风建设大会精神，动员科教城机
关和企事业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大力
弘扬“勇争第一、耻为第二”常州精
神，进一步提升标杆、实干担当、开
拓进取，推进思想再解放、作风再提
升，为科教城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提供坚强作风保障。市委常委、统
战部长、科教城党工委书记韩九云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印发了《2020 年常州科
教城作风建设攻坚行动方案》。

根据《方案》，科教城今年将开

展“三争三高”活动。即：争当发展
先锋、建设高素质队伍，以此激发园
区创新潜力，形成发展动能；争创活
力机关、实现高效能服务，从而拿出
更多新招、实招、硬招，积极为入驻
机构提供精准服务；争树亲清新风、
保障高质量发展，通过作风建设热
线等手段，加大行政效能问责力度
和曝光强度。

《方案》还提出，在园区推行“日
志式”管理，开展“园区无难事、天天
服务日”服务品牌创建，查摆突出问
题，推动科教城作风建设持续升温、
常态长效。 （姜小莉）

常州科教城开展作风建设攻坚行动，将做到——

园区无难事 天天服务日

本报讯 骑行电动自行车须佩戴
头盔已实施 15 天。昨天记者从交警
部门了解到，从今日起，我市将对不戴
头盔严厉处罚，首次查到罚款 20 元，
第二次罚 50 元，3 次不戴头盔将抄告
单位或推送社区。

根据《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
例》及我市公交交警部门通告，7 月 1

日起，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
全头盔。为进一步做好教育引导，7
月 15 日之前，我市对查到的不佩戴
者首次处以警告，二次及以上分别
处以额度不等的罚款。截至昨天，
全市共警告 1.6 万余起，处罚 3000
多起，其中处罚外卖员及快递小哥
198起。

伴随着戴盔率的上升，电动自行
车事故明显减少，伤亡大幅下降。据
监测，7 月 1 日以来，全市戴盔率持续
上升，昨天各监测路口已达 90.1%。
统计显示，7 月 1 日至昨天，城区交通
事故数同比下降 31.8%，事故伤人数
同 比 下 降 25% ，亡 人 数 同 比 下 降
33.3%。 （下转A2版）

今天起，首次查到罚20元，第二次罚50元，第三次将抄告单位或推送社区

市区昨天监测发现：

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者已达90.1%

本报讯 受15日强降雨影响，苏南
运河常州站水位于 15 日 16 时左右达
4.98 米，这是该站点今年入梅以来出现
的最高水位。当天，省水利厅升级苏南
运河常州段为洪水黄色预警。

常州军分区、武警常州支队15日起
向长江（录安洲）、太湖、苏南运河、长荡
湖、滆湖、天目湖等目标水域预置队伍
2000余人。

市消防救援支队防汛抢险突击队近
百人已分散前置各地易涝区，中国安能
常州分公司落实200人防汛抗洪待命。

应急部门开展非煤矿山安全度汛专
项巡查，重点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物
资、队伍、预案就位情况。交通运输部门
出动水上执法人员 16 人次，累计巡航

78 公里，对京杭运河、锡溧漕河、新武宜
河、德胜河、武进太滆运河等重点水域开
展巡查。市公交公司成立防汛抗洪领导
小组，开展道路查看 12 次，向公交驾驶

员进行安全喊话 1359 人次。市城管局
检查了生活垃圾填埋处置中心防汛应急
响应工作情况。

（下转A2版）

军地紧密合作应对汛情

苏南运河常州段升级为洪水黄色预警

本报讯 7 月 15 日，由市委书记齐
家滨、市长陈金虎率领的常州市经贸代
表团，继续开展 2020 常州上海经贸活
动。

上午，齐家滨拜访了上海恒瑞医药
有限公司、翰森（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两家高科技药企高层，推进双方合作。

作为恒瑞医药的对外窗口，上海恒
瑞医药有限公司为恒瑞医药构筑一个面
向国内外的信息交流平台、人才聚集平
台、全面与国际接轨的生产经营和研究
开发平台。翰森（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是翰森制药在上海设立的具有投资功
能的地区性总部。翰森制药与子公司豪
森药业 2018 年在常州高新区生命健康
产业园区合资设立常州恒邦药业有限公
司，建设高端药品制剂生产基地，从事各
类化学与生物药物制剂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项目总投资30亿元人民币，目前
一期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二期将引
入生物医药研究院及产业化项目。

齐家滨感谢两家企业对常州的支
持。他表示，常州地处长三角几何中心，
区位优势明显，当前正在抢抓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机遇，推进产业升
级，重点推进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生物
医药和医疗器械等产业发展。常州拥有
很强的产业配套和技术创新能力，围绕
高铁新城建设，城市品质将迎来巨大提
升，也为企业来常发展提供更优环境。
常州各级党委、政府将全力支持项目发
展，也希望翰森制药进一步坚定在常发
展信心，将常州项目做大做强。

翰森（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钟慧娟表示，常州恒邦一期项目实现
了当年签约、当年开工、一年竣工投运，
令企业充分感受到了“勇争一流、耻为第
二”的常州精神，也对常州政府部门的工
作效率有了更深认识。下一步，将加快
常州恒邦二期项目建设，在常州研发生
产更多创新药物，为常州发展生物医药
产业作出贡献。

市领导周斌、方国强、梁一波参加拜
访。

当天下午，齐家滨一行还拜访了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临港新片区在适用自由贸易试验区各项
开放创新措施的基础上，实施具有较强
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鼓
励国际优质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养老、
文化体育、园区建设、城市运行等公共服
务领域。

在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临港新片
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朱芝松
的陪同下，齐家滨一行先后来到上海临
港海绵城市展示中心、临港新片区管理
委员会，考察新片区在打造开放创新、智
慧生态、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现代化新城
方面的做法。齐家滨表示，临港新片区
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
易园区，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开发
建设的先进经验值得常州学习。当前，
常州确立了“135”的总体思路，奋力推

动常州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全省前列，
狠抓项目、创新、环境，加快推动“五大明
星城”建设。希望进一步推动临港新片
区与常州新北区、天宁区的对接合作，双
方在制度创新探索、转变政府职能等方
面加强互学互鉴，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更有力支撑。

市领导周斌、方国强参加活动。
昨天，陈金虎在沪拜访了蒂森克虏

伯普利斯坦汽车零部件（上海）有限公
司、原能细胞科技集团、加拿大木桥集团
亚太区总部、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
限公司。

蒂森克虏伯普利斯坦转向系统是德
国工业巨头蒂森克虏伯集团汽车技术业
务旗下的主要事业部，在全球拥有17个
生产基地。蒂森克虏伯转向系统（常州）
有限公司2015年成立，主要生产管柱式
电子转向系统。2020 年 3 月，蒂森克虏
伯集团对其全球范围内转向系统生产基
地进行增资， （下转A2版）

市领导拜访多家在沪企业机构

我市在上海经贸活动全面推进

本报讯 昨天，全市统战系统
作风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全面贯彻落
实全市作风建设大会精神，部署开展
统战系统“五聚焦五深化”作风建设
提升行动。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科
教城党工委书记韩九云出席并讲话。

韩九云指出，要动员全市统战
系统掀起“比学赶超”热潮，推进思
想再解放、作风再提升、事业再发
展，以新姿态、新面貌、新风气、新成
绩，奋力开创统战系统作风建设新

局面，为推动“五大明星城”建设和
常州统战事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提供优良作风保障。

会上解读了《2020 年中共常州
市委统战部作风建设提升行动方
案》，机关干部签订了“十严禁、十带
头”个人承诺书。大家还观看了常
州市作风建设专题片。

市纪委监委派驻市水利局纪检
监察组组长马锁福出席会议。

（黄钰 统轩）

市委统战部制定作风建设提升行动方案

本报讯 14 日下午，我市在常州小
微金融服务中心举办防疫抗疫科创企业
路演，3 家科创企业向与会者展示了有
关防疫抗疫最新科研成果和产品。

这 3 家企业是格瑞智慧人居公司、
卓微生物科技公司、良福朗清生物科技
公司。它们分别展示了基于盐溶液技术
的五恒系统解决方案、新一代检测产品、
基于香菇酸除醛技术的室内空气净化产
品。

路演结束后，部分投资机构与企业
家进行交流。

路演由市创业投资者协会等共同主
办，在腾讯视频直播。（周燕婷 殷益峰）

防疫抗疫科创企业路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