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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全市今天阴有

大到暴雨，东南风转
偏北风 3 级。今天
最高温度24℃，明晨
最低温度19℃。

习近平对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把民营经济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
更好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汪洋出席全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会议并讲话

习近平致电祝贺菅义伟当选日本首相
李克强向菅义伟致贺电

（详见B3版）

本报讯 昨天上午，2020世界工业
与能源互联网暨国际工业装备博览会在
我市隆重开幕。国内外工业与能源互联
网、国际工业装备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业
界精英齐聚常州，围绕“新工业、新能源、
新基建、新动能”主题，交流成果、分享思
想，洽谈合作、共话未来。

工信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
会会长李毅中出席大会。江苏省副省长
陈星莺宣布大会开幕，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齐家滨致欢迎辞，市长陈金
虎主持开幕式。

工信部信息技术发展司一级巡视员
李颖，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总会
计师、党组成员刘传东，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王益民，中国工业互联网
研究院院长徐晓兰在开幕式上致辞，展
望工业与能源互联网领域发展的美好前
景，表示将全力支持常州工业与能源互
联网创新发展。

本次大会由江苏省人民政府、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指导，由常州市人民政府、江苏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江苏省能源局、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中
国科学院南京分院、江苏省产业技术研
究院、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航天云网科技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
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大会共包含开幕式、世界工业与能源互
联网线上云展，大会主峰会和工业互联
网、能源互联网、先进制造技术、智能制
造、智慧城市等十项系列专题活动。

齐家滨在致辞中表示，5G 时代、万
物互联，工业与能源互联网成为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器，催生大量新经
济、新模式、新业态。近年来，常州主动
顺应发展大势，把工业与能源互联网作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大力推
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大力发展
智能制造、智慧能源，加快建设工业智

造明星城。
发展工业与能源互联网，常州有工

业基础的“强支撑”。常州制造业基础雄
厚，工业体量居于万亿级，始终以制造业
为“立市之本、强市之基”。丰富的应用
场景、完备的产业链条、浓厚的创新氛

围，为发展工业与能源互联网孕育了天
然的产业生态。

发展工业与能源互联网，常州有志
同道合的“朋友圈”。从新基建看，常州
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七大门类齐备的地级
市，交通、能源、信息“三张网”优势明

显。从工业互联网看，常州发展综合性
赋能平台、行业级应用平台、企业自建平
台和专业领域服务 APP，构建起多层次
综合性赋能体系。从能源互联网看，常
州是国内最大的特高压输变电设备制造
基地和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光伏生产基

地。在常州，发展工业与能源互联网
可以找到志趣相投的创业者，碰撞思
想、协同创新、共逐梦想。

发展工业与能源互联网，常州有
万物互联的“用户端”。常州是制造大
市，5 万多家中小企业正处在转型升
级、创新发展的突围关口，亟需通过工
业与能源互联网智慧互联、赋能提
升。常州正着力培育十大高品质、高
知名度、高美誉度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更需要通过信息化，实现装备数字化、
核心技术自主化、产业基础高级化、产
业链现代化。万家企业、万亿产业，是
海量数据的富矿。谁掌握数据，谁就
能拥有美好的未来。

发展工业与能源互联网，常州有
宜居宜业的“好生态”。常州地处长三
角几何中心，正着力打造长三角中轴
枢纽城市和“美丽常州”，将进一步放
大区位优势，“绿水青山与办公室只隔
一块落地玻璃”正在成为现实。常州
坚持用户思维，注重客户体验，着力营
造一流营商环境，每年引进高校毕业
生等各类人才 8 万多人，“龙城金谷”
快速成长，将为创新创业提供充足的
阳光雨露。

齐家滨表示，“十四五”是常州抢
抓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国家
战略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的关键期、攻坚期。常州将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住工业
与能源互联网这一“新机”，对标国内外
一流水准，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行业标识
解析二级节点建设， （下转A3版）

新工业 新能源 新基建 新动能

2020世界工业与能源互联网暨国际工业装备博览会开幕

2020世界工业与能源互联网暨国际工业装备博览会昨天开幕。 陈暐 朱臻摄

本报讯 昨天下午，作为工博会
系列活动之一的 5G 场景融合应用主
题论坛在常州高新区举行。市政协主
席白云萍和中国科学院院士、超导电
子学家吴培亨出席活动。

白云萍在致辞时表示，近年来常

州着眼“上云”“用数”“赋智”，全市累
计有 7000 余家企业实现业务系统云
化改造或向云端迁移，上云设备超过
50000 台套，集聚大数据中心相关企
业近30家，建成了江苏省大数据产业
园，相继建设省级智能车间100个、市

级智能车间 243 个，跑出了智能转型
的“常州速度”。常州高新区围绕“两
特三新”产业，坚持以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为引领，推动信息技术
与信息产业突破发展，为广大制造业企
业注入了新动能。 （下转A3版）

5G场景融合应用主题论坛举行

本报讯 昨天下午，5G开启“智
造”新时代主题论坛在武进区举行，
各方共同探讨 5G 时代的制造业创
新、数字化工厂建设、民企智能制造
实践、5G+云+AI赋能制造等课题。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蔡骏，副市
长、武进区委书记李林出席活动。

论坛上，特邀嘉宾、中国工程院
院士沈昌祥作《开创智能化升级主
动免疫新生态》演讲，为 5G 时代网

络安全防线建设提供新思路。由蜂
巢互联联合华为、博世等合作伙伴，
以及武进区制造企业共同成立的武
进工业互联网生态建设启动，将聚
焦汽车及零部件、机械装备、轨道交
通等重点领域，系统解决企业转型
升级难题。

近年来，我市加速培育本地工
业和能源互联网创新平台。在工业
互联网领域， （下转A3版）

5G开启“智造”新时代主题论坛举行

本报讯 昨天，以“共筑新基建，培
育新动能”为主题的 2020 新基建数字
赋能高峰论坛开幕。作为 2020 世界工
业与能源互联网暨国际工业装备博览
会十项系列专题活动之一，本次论坛云
集了倪光南、张平等数百名国内外专
家、学者、企业代表。市委书记齐家滨
出席并致欢迎辞。

齐家滨在致辞中表示，新基建作为
加速数字经济、抢抓新机遇基础保障受
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是崭新的“比学赶
超”赛道，也是广阔的新兴产业蓝海。常
州是长三角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工业
体量居于万亿级，产业门类齐全，垂直整
合能力一流，发力新基建有坚实的基础
和广阔的空间。同时，在 5G 网络、大数

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
领域实施了一批优质项目，推动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引领带动
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一
级巡视员李颖，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学同，中国工业互联
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分别致辞。

论坛发布了长三角基础制造业一体
化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规划

（2020-2022 年），并启动平台建设。该
平台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大力支
持下，依托常州市“一横多纵百云”工业
云基础，由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航天
云网江苏公司等 11 家联合体单位携手
打造。平台的落成将有利于打破区域行
政划分和市场壁垒，实现区域内创新要
素资源集聚和共享；有利于长三角工业
互联网空间布局优化、科技协同创新、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有利于
增强区域制造业创新力和竞争力，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下转A3版）

新基建数字赋能高峰论坛开幕

长三角基础制造业一体化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开建

本报讯 昨天，作为2020世界
工业与能源互联网暨国际装备博览
会分论坛之一，大数据融合创新发
展论坛在钟楼区大数据产业园举
行。浪潮集团执行总裁王柏华、北
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入通等工业和能源互联网
领域的行业专家出席活动，围绕“大
数据融合工业互联网新模式驱动智

造新发展”主题，交流成果，洽谈合
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梁一波
出席论坛。

本次论坛主要介绍大数据前沿
技术、发展趋势及在工业互联网中的
应用，分享常州工业大数据云平台基
于人工智能及大数据计算能力的

“制造执行大脑”，通过深度学习模拟
生产管理者思维模式，（下转A6版）

大数据融合创新发展论坛举行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纪委监委
召开派驻（出）机构工作推进会，围绕
各项工作目标，对派驻监督各项工作
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摸底数，找短板，
补不足，促发展，进一步提升派驻监督
工作质效。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

监委主任张春福出席会议并讲话。
张春福指出，深化派驻机构改革，

本质上是加强党的领导，通过上级纪
委监委代表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
进行监督体现“派”的权威，通过常驻
不走就近监督权力运行和公职人员履

职尽责情况体现“驻”的优势。今年以
来，我市派驻监督工作总体质效取得
了明显进步，但与中央、省和市委的要
求以及改革初衷、形势发展、群众期盼
相比仍然存在差距。

（下转A3版）

市纪委监委召开派驻（出）机构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专题会议昨天下午召开，会议
对标高质量考核体系，研究部署了我市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近期重点工作。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涛出席并讲话。

副市长、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正春主持。
陈涛指出，当前，中央、省委对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
准和要求，我市老城厢建设工作也与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紧密相关。在更高
层面上谋划推进全市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工作，一方面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

不移、贯彻落实、抓细抓实省委省政府
的各项任务要求，结合我市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工作的重点与亮点稳步有序
积极推进；另一方面，要聚焦核心重
点，紧扣目标、扎实推进当前及下一阶
段我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的各项
环节和任务。 （下转A3版）

我市召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

精准打造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核心样板

本报讯 昨天，2020 常州智能
制造合作创新对接洽谈会暨 AI 闪
耀工业智联时代论坛在常州科教城
举行。与会嘉宾聚焦人工智能技术
创新与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
围绕人工智能技术与工业数字化、
智能化相融合发展趋势展开研讨。
市长陈金虎出席并致辞。

本次论坛由常州市政府主办，
科教城管委会、科技局和武进区政
府承办。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积丰、
沈学础、陈洪渊，中国工程院院士倪
光南，俄罗斯自科院院士燕红，中科
院合肥研究院党委书记黄晨光等嘉
宾以及市领导韩九云、杭勇出席。

陈金虎在致辞中说，智能制造
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和
必然趋势，以5G、大数据中心、人工

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
基础设施，孕育着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新动能，也是推动产业升级的重
要动力。希望与会院士和各位专家
一如既往地关心指导常州发展，并
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带到常州，为常
州相关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数
字化产业集群培育、传统产业数字
化改造升级提供重要支持。全市广
大企业要不断加大创新投入，深化
与高校院所的产学研合作，抢占发
展制高点，为“常州制造”加快向“常
州智造”转变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倪光南在发言中指出，人工
智能是常州市重点推进的十大产
业链之一，已形成了以机器人为
主、人工智能并行的良好产业发
展格局。 （下转A3版）

智能制造合作创新对接洽谈会
暨AI闪耀工业智联时代论坛举行

本报讯 常州地铁 2 号线 15 日启
动三角场站—丁堰站动车调试，“蓝精
灵”地铁在正线区域开跑。

动车调试主要是根据设计的功能要
求，对地铁信号、车辆、站台门等涉及行
车的相关系统进行逐项测试，通过动车
调试验证系统功能的完整性，确保列车
能够平稳安全运行，为乘客提供舒适安
全的乘车环境。

动车调试需要约100天时间。
据了解，地铁 2 号线将于 2021 年开

通。 （沈琳 唐文竹）

动车调试约需100天

地铁2号线
将于2021年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