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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有时阴，有分
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
4级。今天最高温度34℃，明
晨最低温度27℃。

常州展

江苏展

扫描二维码，就可参观“百年征
程 初心永恒——中国共产党在江苏
历史展”和“党旗飘扬 龙城奋进——
常州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主题展览”网上展馆。

扫描二维码
云上看展览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本报讯 至 7月 20 日，全市市场
主体总量突破 70 万户，达 70.03 万
户。其中，各类企业23.38万户，个体
工商户 46.34 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0.31万户。

记者从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
到，2017年12月底，我市市场主体总量
突破50万户。此后短短3年半时间，我
市市场主体总量接连攀上60万户、70
万户台阶。

市场主体总量大幅增加，一方面是
因为我市创业者大幅增加，一方面也得
益于我市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据了解，
我市“企业开办”平均用时从2018年的
2.81个工作日、2019年的 1.85个工作

日，逐步提升至2020年的1.28个工作
日，到今年上半年仅用0.67个工作日。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
市常住人口近528万人。

（常市监 殷益峰）

总数70万户中有各类企业23.38万户、个体工商户46.34万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0.31万户

常州，创业之地掀起新的创业热潮

3年半：全市市场主体增加20万户！
本报讯 昨天，市疫情防控应急

指挥部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指
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动员全
市上下进一步细而又细、严而又严、实
而又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强化问题
导向，抓薄弱、补短板、堵漏洞，织密扎
牢疫情防控网，尽快尽早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盛
蕾主持会议并讲话。

在听取近期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和
下一步对策建议后，盛蕾指出，针对当
前疫情防控严峻形势，我市已制定有
针对性的措施，并发布相关通告。各
地各部门要绷紧“一根弦”、下好“一盘
棋”、织密“一张网”，迅速、严实、精准
落实各项工作举措，突出快、狠、严、
扩、足，即响应快、管控狠、措施严、精
准扩大排查范围、备足隔离场所，确保
应急响应和处置措施跑在病毒前面，
坚决防止省内省外疫情输入和倒灌。

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头
等大事、第一要务毫不放松、持之以恒
抓紧抓实抓到位，坚决杜绝侥幸心理
和麻痹思想，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坚决切断疫情传播链条，以实际行动
实际成效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要提效组织指挥。强化市、县、
乡、村四级联动机制，确保指挥系统高
效运转，上下同频共振。加强值班值
守，规范信息报送，发现异常情况做到
第一时间报告、核实、处置，严格执行
24小时值守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

要织密防控网络。管源头，加强对空港水港口岸、进口货物的全链条管
控，做到“人物同防”。管人头，按照不同风险等级分层分类实施闭环管理，控
增量、减存量、防变量。管落地，严格落实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居家隔离观察、
居家健康监测各项管控措施。管道口，全面加强高速公路、国省道道口交通
防控排查，做到逢车必查、逢人必验。管场所，针对不同类型场所落实不同管
控要求。管防护，定期开展培训，切实加强重点岗位、重点群体个人防护。

要强化各项保障。提高集中隔离能力，各隔离点要严格按照“三区两通
道”标准设置，配备充足工作人员和防疫物资，强化垃圾及废弃物封闭转运
处理。提高核酸检测能力，抓紧完善信息采集、现场采样、样本转运、检测结
果反馈等各环节工作。提高医疗救治能力，做好应急准备。提高物资储备
能力，做到能收尽收、应储尽储。切实关心关爱一线人员，提供好后勤保障，
加强后备力量储备。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坚持引导、疏导、倡导相结合，争取
市民的最大理解和支持。

市领导梁一波、陈正春、杭勇和市政府党组成员陈志良、市政府秘书长
周承涛出席会议。 （韩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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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常州经开区在全省经济开
发区中位次再度上升。记者7月28日
获悉，根据省商务厅通报的2020年度全
省经济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评价
情况，常州经开区以301.19的总得分，
在92家省级经济开发区综合排名中列
第4位，比成立时上升56位，比上一年
度再进2位。

据了解，此次综合考核中，位列前3
位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分别为南京浦口经

济开发区、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南京化
学工业园区。

本次综合考核共分经济发展、开放
水平、创新驱动、生态集约、统筹协调5
大类指标。常州经开区在经济发展单项
排名中，已连续两年位列省级开发区第
1名；创新驱动单项排名位列第2，开放
水平单项排名位列第9。

据了解，本次共有26家国家级经济
开发区和92家省级经济开发区，以及张

家港保税港区参加考核评价，常州经
济开发区在总排名中列第24位，同时
位列年度经济总量10强，排第8位。

成立6年来，常州经开区在全省
经济开发区中位次始终保持上升势
头。2020年，常州经开区共完成地区
生产总值864.27亿元，按照可比价算
增长4.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5.93
亿元，同比增长1.5%，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5%； （下转A2版）

常州经开区再进2位

在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中跃居第4

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汇聚
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向全社会发
出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最强音。我
们要努力将常州打造成为全国青年创
新创业最向往的城市，进一步扩大全国
营商环境评价指标标杆城市的影响力，

以更广阔的干事创
业平台、更精准的政
策举措、更优质的创
新环境，让天下英才
近悦远来，为常州高
质量发展提供更强

大的支撑。
常州历来是一座人才辈出、群英

荟萃的城市。100 年来，在党的领导
下，无数优秀人才为这方热土的革命、
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奉献和牺牲。
改革开放初期，在来自上海等大城市

“周末工程师”的技术指导下，常州乡
镇企业迅速崛起，开创了著名的“苏南

模式”。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市持续 15
年开展“科技长征”，实施以“龙城英才
计划”为核心品牌的人才计划。尤其
是“十三五”以来，我市累计引进各类
人才 39 万人，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项
目 239 个，多项人才指标在全省乃至全
国位居前列，抒写了“万类霜天竞自
由”的时代画卷、常州画卷。

有什么样的人才，城市就有什么
样的竞争力、有什么样的未来。当前，
常州正站在全新的历史起点上。打造

“国际化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枢纽”，
是要靠人才拼出来的；努力成为全省
现代化建设走在前列的一面旗帜，是

要靠人才闯出来的。今天的常州，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人才，也更
能成就人才。我们要持续在平台建设
上下功夫，集聚优秀的科研机构、科技
企业在常州发展，提高城市承载力，让

“英雄有用武之地”；要聚焦重点产业、
重点区域，细化完善人才工作政策，加
大实施力度，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创
新链有机衔接；要推出“动真格”的举
措、最贴心的服务，进一步加强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快建设长
三角青年创新创业港、人才公寓、创客
空间等载体，让广大人才心无旁骛地
在这里勇攀高峰。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评论员

更加渴求人才，也更能成就人才

2020年7月31日，江苏常州滨江经
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春江街道办事处、
魏村街道办事处分别正式挂牌，标志着
滨开区行政区划正式迈入“一开发区两
街道”的新阶段。一年来，滨开区、春江
街道、魏村街道坚持开拓创新、真抓实
干，“1+2”体制下各项工作均呈现高质
量发展良好态势。

体制机制焕发新活力。建立健全
统筹联动机制，实行园街联席会议制、
经费预算包干制、联合督查问责制，探
索联动事项首问负责制，助推区域高质
量发展。

长江大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累
计签约关停化工企业47家、安全拆除
32家；出台新材料产业园转型升级发
展规划，成功引进“东方碳谷”“创新药
谷”等产业项目17个，帮助15家化工
企业实施高质量转型。在全省率先建
成工业遗址式长江大保护展示馆，实现
沿江 300米景观连片，复绿总面积超

2700亩，占地450亩的省庄河生态湿
地公园基本建成，新龙生态林核心区建
成开园。先行先试走在前列，在全国率
先发布化工企业安全关闭两项地方标
准，成功获批全省唯一化工用地腾退置
换改革试点项目，累计置换土地 240
亩。在去年10月召开的全省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议上，省主要领
导对常州市长江大保护工作成效给予
高度评价。

区域经济迈上新台阶。今年上半
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97亿元，
同 比 增 长 46.3% ，两 年 平 均 增 长

12.4%；规上工业总产值404.6亿元，同
比增长36%，两年平均增长11%；规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1%。完成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211.9亿元，同比增长
46.2%，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双过
半”。重大项目强势突破，1—6月成功
签约高质量项目21个，完成全年目标
的116%。41个省、市、区重点项目快
速推进，5个项目成功入库市重点项
目，提前完成全年指标。滨开区连续
四年入选“中国化工园区30强”，2021
年排名第14位，较上年上升3位；全省
开发区高质量考核排名第49位，上升

5位。
产城融合构筑新高地。常泰过江通

道、龙江路高架北延等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快速推进，百馨西苑五期、星河时代、

“新潮”人才公寓等工程稳步实施，文体、
酒店、康养等城市业态推动高品质产城
融合区初见雏形。

新的起点，聚焦区委提出的“城市新
中心、创智新高地、滨江宜居城”崭新定
位、争当全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先行
区奋斗目标，滨开区将精准发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下转A2版）

区划调整一周年——

常州滨开区呈现高质量发展良好态势

本报讯 记者7月29日从常州
海关了解到，今年1—6月金坛区实
现外贸进出口总值 120.6 亿元人民
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7%，比2019
年同期增长 37.18％。自 2020 年 1
月起，该区进出口连续18个月实现
同比正增长。

该区锂离子电池产业链完整，已
经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板块链，1—6
月锂离子电池出口总值17.6亿元，同
比增长2倍。

今年1—6月，该区一般贸易进出
口总值104.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0.7%。其中，出口80.7 亿元，增长
20.1%；进口23.8亿元，增长23.8%。
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 12.1 亿
元，增长41.8%。其中，出口9.3亿元，
增长43%；进口2.8亿元，增长37.8%。

今年以来，金坛区民营企业发挥
生产经营自主灵活优势，敏锐捕捉市
场机会，不断增强市场开拓能力，迅速
响应国内国际市场需求，展现出更足
的外贸发展活力和韧劲。全区有进出
口实绩的民营企业416家，同比增加
55家，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同比增长59.8%。1—6月，

全区416家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80.1
亿元，同比增长24.5%。

（袁莉萍 赵鹤茂）

全区外贸进出口总值连续18个月正增长

金坛上半年锂离子电池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倍

7月31日，机械二村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对居民加强防疫宣传，并组织
网格员摸排相关信息。 夏晨希 朱丽敏图文报道

本报讯 7月30日上午，7月份溧
阳市10个重大项目在溧阳经开区（上
兴镇）集中开工，总投资62亿多元，涵
盖重大产业、民生保障、基础设施建设
等领域。其中，总投资35亿元的长盈

精密新能源产业华东基地项目，主要
生产锂动力电池结构件、PACK结构
件等产品，全部达产后预计年增产值
超过60亿元、税收超过3亿元。

据悉，溧阳“十四五”期间将打造

动力电池、高端不锈钢2个全球有影
响力的千亿级产业集群，以及智能电
网、智能装备2个全国有特色的五百
亿产业集群。

（郏燕波 贡雨家 史茵杰）

总投资62亿多元溧阳10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 为迅速传达贯彻落实
中央、省、市关于疫情防控有关要求，
7月31日下午，新北区召开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
责任，全面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市委常委、常州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新北区委书记周斌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强调，现阶段的疫情防控
工作一要紧，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紧起
来、严起来、实起来，原则上非必要不
出常，非必要不举办重大活动。二要
防，外防输入，特别是机场、港口、海
外仓、综保区、企业进口物资五个方
面要做到严防死守，从中高风险地区
来的货物，采用与进口货物同样消杀
程序。三要控，控住企业、小区、工
地、商超四道门，开展网格化联防联

控工作，实现宣传到位、排查到位、检
查到位、信息报送到位、责任落实到
位。四要能，严格按照疫情防控指
南，强化人力、物力保障，确保各项措
施严格落实到位。五要急，备好“应
急之策”，有针对性地完善突发疫情
防控应急预案。

下阶段，全区疫情防控工作将重
点做好十个方面：积极开展疫情防控
应急处置演练；加强大数据研判、核
酸检测、基层管理、疫苗接种“四支队
伍”力量；做好医废收集处理；利用互
联网建立数据库；对大企业、大商超
实行集中管理；落实好疫苗接种和核
酸检测；应对好网络舆情；加强第三
方单位管理；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开学
前准备工作；做好一线工作人员生活
保障。 （吴燕翎 佳妮）

新北区围绕10个方面抓好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