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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常州市台协会
新时代新机遇新发展系列活动启
动暨第七届理监事就职仪式在武
进区举行。市长丁纯、省台办主任
练月琴出席活动并讲话，市领导韩
九云、方国强、陈建国、陈正春、卢
明康出席活动，与各地友会会长、
台湾嘉宾及会员企业代表近600人
欢聚一堂，畅叙友情，共谋发展。

丁纯指出，新时代是中华民族
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也是两岸同
胞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他表示，
我市将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继续推进常台各领域交流合作，同
台湾同胞分享常州发展机遇，推动
常台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为台资
企业在常发展提供更多机遇和更
广阔空间，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
青年来常州学习、生活、就业、创业
提供更多便利。他希望市台协会

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谐发展，用真
心、动真情，服务好广大台商台胞，
继续发挥联系台商台胞、沟通政府
的作用，协同政府部门解决企业的
实际问题。

常州市台协会第七届理监事
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选举产生，新
任会长角本清代表新一届理监事
会发表就职感言。据悉，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市台协会将紧密围绕

“新时代新机遇新发展”要求，不断
增进常台经贸交流，团结凝聚广大
会员，为推动常台融合发展贡献力
量。

市台协会成立于 1999 年 1 月
18日，今年正值20周年。20年来，
市台协会始终遵循“沟通政府，服
务台商”的宗旨，秉持“两岸一家
亲”的理念，推动我市经济发展和
常台经贸交流与合作。目前，常州

累计设立台资企业1351家，总投资
102.2 亿美元，协议注册台资 65.1
亿美元，总投资 1000 万美元以上
项目 272 个。我市常住台商超过
1500 人，有 20 家台湾上市、上柜公
司在我市投资了 29 个项目。2018
年常州台企完成外贸出口 16.55 亿
美元，占常州出口 7.5%，吸纳就业
3.22 万人，新批台资企业注册资本
1.66 亿美元，实际到账台资 1.44 亿
美元。

活动还通报表彰了 2018 年度
税收、出口十佳台企，光宝华东营
运中心、大茂伟瑞柯车灯有限公司
等 10 家企业获评“2018 年度税收
十佳台企”，光宝华东营运中心、常
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
业 荣 获“2018 年 度 出 口 十 佳 台
企”。

（张燕 刘懿）

2018年常州台企完成外贸出口占全市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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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中华全球
和平华人联合会副理事长傅慰孤
带领台湾半导体芯片企业家一行
来常参访，市长丁纯在武进区会见
了参访团。

丁纯首先欢迎参访团的到来，
感谢台资企业为常州地方经济发
展作出的积极贡献，并介绍常州下
一步发展计划。他表示，常州将以
更加开放、积极的态度，服务保障
好台资企业发展，凝聚更多合力助
推常州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希望
参访团借此机会，在常州多看看、
多走走，为常台两地交流合作给予
更多支持和帮助。

傅慰孤表示，两地拥有共同的
中华民族文化特质，他对两地在复
杂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进一步实现
合作共赢充满乐观；参访团要把更
多见闻带回台湾，做好宣传，让更
多台商朋友了解常州，吸引更多力
量来常助推发展。

据了解，参访团中的常州欣盛
微结构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
国仁将先进的半导体芯片技术带
到了常州，其项目团队拥有芯片材
料和光刻技术等多项专利，填补了
国内空白，打破了日本垄断。项目
在常落地后，目前第一条产线已量
产，2020 年底全部达产后，产能规

模可达 3.6 亿颗/月，占全球市场约
36%，年营业额有望超 300 亿元。
欣盛微结构项目入选江苏省重大
产业项目，并被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大基金）评鉴为符合国
家“十三五”战略集成电路产业重
要项目之一，其投资建设对我市乃
至大陆地区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
的发展意义重大。此外，参访团中
的市台协会执行会长刘中兴还在
常投资设立了一家注册资本1亿美
元的企业。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韩九云会
见时在座。

（张燕 刘懿）

丁纯会见台湾半导体芯片企业家一行

岁末年关，农历二十
四节气的最末两个：“小
寒”已来，“大寒”也不远
了。“小寒”走向“大寒”的
期间，正是中国大地上一
年中最冷的时间段。

因为冷，人们愈发愿
意聚在一起，期待以集体
的温暖驱散周遭的寒意。
这大约也是即使年味淡
了，仍有很多人盼着过年
的一个原因吧。

2018 年，我们周末关
爱栏目组的全体同仁，走
访了我市 40 多个社区，采
访了解这些社区的困难群
众都有什么愿望和要求，
并在每周本报“温暖常州”
版面上将他们的情况介绍
给读者，2018 年共有 400
多名困难户通过这个途径
收到了来自社会各方力量
的捐助和关爱，这些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主动伸
出援手，给予了这些困难
户温暖和帮助。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
会的支持，回报社会也是

企业的社会责任。
过去的 9 年，常州市

餐饮商会的广大会员和餐
饮业同行，坚持给企业所
在地的孤寡老人、残疾人、
特困户等弱势群体送年
货、请吃年夜饭、送过年红
包、上敬老院慰问，不知不
觉，已成习惯。

本周起，常州市餐饮
商会继续和常州晚报携
手，开展以慈善帮困为目
的的“温馨年夜饭”活动。
广大爱心企业和人士，我
们期待着你们的加入。

胡艳

“温馨年夜饭”活动启动

本报讯 近日，我市“阳光社
保”零距离社保综合服务点在新北
区奔牛镇人社所揭牌，标志着“阳光
社保”基层零距离服务全面启动。

为努力打造“家门口”的社保
服务点，将社保经办服务向偏远
地区延伸，从中心大厅移至基层
平台，市社保中心综合考虑地理
位置、服务需求、办公条件等因
素，首批确立奔牛、郑陆、邹区、孟
河、春江等离市中心较远的五个
点试行开展零距离服务日活动，
选派若干名业务骨干，临时增设
窗口，现场受理经办社保转移接

续、养老一次性待遇申领等16大
类市中心权限业务事项。

奔牛镇于 2015 年从武进区
划转至新北区管辖，目前镇内参
保单位共 457 家，单位参保人数
8000 余人，居民养老参保人数
1.47 万人，居民医保参保人数
2.7 万人，社保经办服务需求迫
切。“阳光社保”零距离服务品牌
的推出，意味着今后更多的社保
业务当地居民不用再赶到市里
去办理，真正实现足不出镇就近
享受更全面的社保经办服务。

（常人社 吕洪涛 图文报道）

市社保中心在奔牛等五个点

试行“阳光社保”零距离服务
常州市各辖市区餐饮商会（协会）会员、常州市餐

饮业同行：
关爱弱势群体、弘扬慈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美

德。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回报社会也是企
业的社会责任。过去的九年，商会广大会员和餐饮业
同行积极响应商会倡议，心系企业所在地区的孤寡老
人、残疾人、特困户等弱势群体，积极开展赠送年货、请
吃年夜饭、送过年红包和上敬老院慰问等丰富多彩的
献爱心、送温暖活动。

2019年春节将近，经商会会长会议协商通过，商会
将继续和《常州晚报》一起，开展以慈善帮困为内容的

“温馨年夜饭”活动，希望市、区商会（协会）联动，会员
企业和餐饮行业有识之士共同参与，并主动与民政局
和所在地区的乡镇（街道）、社区联系，力所能及地帮助
企业所在地区的困难群体吃好年夜饭，共同度过一个
平安、祥和、欢乐的春节。《常州晚报》也将一如既往地
做好活动的宣传报道工作，各单位参加活动形式可以
不拘一格，时间也由各单位自行决定，确定后请报我
会，以备统一协调和报道。

常州市餐饮商会
《常州晚报》周末关爱栏目组

2019年1月7日

商会电话：0519-89620267
商会邮箱：changzhoucy@126.com
商会联系人：蒋雪礼，电话：13372257186
周末关爱联系人：胡艳，电话：88066289

“温馨年夜饭”活动倡议书
龙城讲坛·市民课堂

2019年第一讲
（总第382讲）

主题：腾飞，中国！——邮票述
说改革开放40年

主讲人：林耀中 江苏省青少年
集邮工作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体育集
邮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常州市
集邮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常州
专题集邮沙龙召集人，长期研究和组
织邮票文化交流活动，参与编写《常
州集邮史》。原常州市第一中学退休
教师，现为常州老年大学特聘讲师，
主讲《集邮与文化》、《旅游与集藏》、

《中国世界遗产赏析》等课程。
时间：2019年1月13日（周日）

下午2∶00
地点：市行政中心浩然厅
领票时间：2019年1月7日
取票方式：
一、现场领取：
1. 常州市图书馆门卫（联系电

话：88104468）
2. 常州大剧院售票处（联系电

话：85226666）
二、网络订票：

“青果巷部落”微信公众号
主办单位：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

为困难群体奉上暖心一宴

欢迎爱心企业和人士来做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