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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由工信部、中
国工程院主办，省经信委、常州
市政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研究院承办的 2017 年工业强基
工程现场会在我市召开。工信
部副部长辛国斌、中国工程院院
长周济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
蓝绍敏在会上致辞，市长丁纯代
表我市介绍常州实施工业强基
工程有关工作情况。

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是《中国
制造 2025》明确的重要战略任
务，工业强基工程是支撑制造强
国建设的五大工程之一。核心
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
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
基础（简称“四基”），是工信部工
业强基项目的主要突破对象。
大力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全面提
升工业基础能力，对于推进我国
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制造强国
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工业
强基，从体系建设、产业突破、企
业培育、政策服务、项目推进等
方面加快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并
以承担工信部工业强基项目为

契机，以点带面推动全市工业经
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据了
解，从 2013 年至今，我市共承担
工信部工业强基项目 10 个，项
目数量全国地级市中排名第二，
共获扶持资金 1.7 亿元。目前，
恒立液压“挖掘机专用高压柱塞
泵和多路控制阀”等 3 个项目已
竣工验收；联德电子“片式五线
宽域氧传感器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已申请验收。

丁纯介绍，我市 10 个工业
强基项目共取得专利 193 项，其
中发明专利 104 项，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 30 项。同时，10 个项目
累计开发新产品 13 项，解决了
我国部分重点工程和重大装备
产业链瓶颈问题，产品达到了国
际先进水平。强基工程项目的
实施，不仅给我市企业，也给国
内相关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
效益。

对于提升工业基础能力的
主要做法，丁纯谈到，我市首先
营造强基氛围，大力集聚各类要
素支持强基项目；其次，我市坚
持规划引导，2016 年以来，我市

先后出台《深化“三位一体”发展
战略 落实“中国制造 2025”常
州行动纲要》、《常州市工业强基
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年）》，
明确了工业基础能力建设的主
要目标、重点工作和保障措施，
明确了突破发展的重点方向；另
外，我市发扬“店小二”精神，对
入库项目做好服务推进，对正在
实施的工业强基项目加强协调
服务，对已竣工项目则指导企业
尽快完成竣工验收评价。

会上，中车戚墅堰所、广州
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湖南长高高
压开关集团介绍了项目进展、成
效和经验，辽宁省、上海市、安徽
省经信委也交流了推进工业强
基工程的主要做法。

昨天上午，在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蔡骏的陪同下，与会
人员还参观了工业强基工程成
果展，实地考察了恒立液压、中
车戚墅堰所、博瑞电力等 3 家我
市工业“四基”企业。副市长梁
一波和市政府秘书长杭勇出席
会议。

（常经信 郑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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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我市开展城镇燃
气安全检查，全面防范和遏制燃气责
任事故发生。此次检查是由市城乡建
设局、公安、消防、安监、质监、工商、交
通运输等部门自本月 7 日起联合开展
的。

昨天，联合检查队伍对钟楼区幸
福天年老年公寓、新北区社会福利中
心以及九龙大排档等涉及民生、人员
密集场所进行了燃气安全检查。本次
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燃气经营企业安
全生产责任落实，燃气安全宣传和入
户安检；储配站、供应站点、餐饮场所、
学校、敬老院等燃气设施巡查、检修、
维护、保养；餐饮场所单位安全隐患自
查和安全用气情况；泄漏报警器、消防
器材等使用情况，超量存储、钢瓶使用
情况；燃气储存场所的反恐怖防范，以
及非法存储瓶装液化气、向无证单位
或个人转供液化气、充装或使用不合
格钢瓶、违法充装、违法倒灌和违法运
输燃气等违法违规行为。

“整体情况较好，存在的问题主要
是大排档用气场所通风不良、未安装
浓度泄露报警装置等等。”常州燃气管
理站副站长吴欣宇介绍，对现场检查
出的安全隐患已要求被检单位（场所）
制定措施，定人、定责，限时整改。

下阶段，我市还将进一步会同教
育、民政、商务等部门，重点针对学校
以及餐饮等用气场所进行专项巡查，
督促用气单位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排
除用气场所安全隐患，营造安居乐业
的良好环境。 （金成 汤怡晨 文摄）

我市开展城镇燃气安全检查

全面防范和遏制燃气责任事故发生

本报讯 9月11日下午3
点，一批重 500 吨、货值 21.5
万美元的越南碎米到达常州
港，这是自今年8月10日常州
港获批进境粮食指定口岸以
来首次进口粮食类产品。

常州检验检疫局港口办
业务科副科长梁小松介绍，集
装箱到达口岸以后，检疫人员
现场核对箱号和封号，在对集
装箱内进行有毒气体检测并
合格后，实施开箱查验。检疫
人员现场对碎米进行抽样和
倒包检疫，同时抽取一定样品
进行实验室检疫，如果发现昆
虫数量大、危害重，失去使用
价值，则会实行退运或销毁。

11 日下午 4 时多，经检验
检疫合格，该批越南碎米已运
往企业。据悉，该批越南碎米
的主要用途是加工成食用酒
精。这批越南碎米之后，预计
今年还有大豆、高粱等谷物进
口。今后，进口粮食可直通常
州，无需再从外地办理流转手
续，直接降低物流和时间成
本，预计每吨粮食可节约物流
成本30元。

据了解，常州港进境粮食
指 定 口 岸 于 2015 年 开 始 建
设，按照国家质检总局功能区
划、防疫管理、现场查验、防疫
监管等标准，制定了泊位接
卸、短驳运输、集装箱堆存、查
验、仓储等规划。此外还投资
100 多万元建设高标准植物
检疫实验室，设有昆虫、杂草、
线虫、病害等功能区，并配备
了体视显微镜、有害生物远程
鉴定系统、集装箱桥吊、集装
箱翻转机、无害化焚烧炉等集
装箱粮食查验鉴定设施。这
也是继 2016 年 7 月常州机场
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口岸
通过验收后，我市第二个通过
审核的指定口岸。

据悉，今后常州港将集
“关检合一共同查验、口岸信
息集中申报、区港联动直通放
行”等多重功能于一体，对进
境粮食实施高效查验，快速核
放，引导国外优质粮食进口，
促进常州粮食储运、饲料生
产、畜牧养殖等产业发展，服
务常州农业现代化建设。

（马丽娜 钱路 董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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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常州晚报
记者从天宁交警大队获悉，9
月 16 日~12 月 31 日，大明北
路部分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

天宁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王云松说，为保障施工期间的
交通安全与通畅，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大明

北路（沪蓉高速往北 200 米处
至景阳路段）、大明北路（青龙
东路往北150米处至西河四号
桥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
期间禁止车辆、行人通行。过
往车辆、行人可由青洋路高
架、富阳路、工业大道、景阳
路、青龙东路、武澄西路等道
路绕行。 （焦静 何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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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早晨局部

有雾，偏北风3到4级并逐渐增强
到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8℃～
29℃，明晨最低温度20℃。

告别了连绵秋雨，昨天，
常州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本
以为天气会一直这么好下
去，但是，“秋台风”要来敲门
了。

明天，常州也要受到台
风“泰利”外围影响，风力有
所增大，偏东风 4 到 5 级；后
天可能有阵雨。由于“泰利”
的动向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
性，加上海上又将生成一个
新的台风，很可能和“泰利”
形成“双台共舞”的局面，所
以未来一周的天气也是变化
多端。

在很多人看来，七八月
是台风生成“旺季”，但现在

已经九月了，台风仍然不断，
而且都是奔着登陆我国的方
向来的。秋台风为何如此频
繁？

专家说，这是因为夏秋
过渡之际，太阳直射点由北
向南移动，导致海温偏暖，提
供给台风的能量也就更大；
而且秋台风更容易遇到冷空
气，可以激发出更强的降水。

不过，常州地处江南，位
置相对靠北，秋台风登陆的
地点一般都是南部沿海地
区，秋台风至多给我们带来
点刮风降雨，不会有太大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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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聊天）“秋台风”组团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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