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常州经开区产业发展
成绩单，一个个重量级项目相
继落户，一个个崭新载体平台
加速打造，不断刷新产业能
级。如今，常州经开区的产业
结构正悄然改变，一个更具竞
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在形
成。

总投资超 600 亿
元，发展高地强势崛起

近日，2019年武进区第二
次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暨信承
瑞轨道交通智能管理装备项
目奠基仪式在经开区举行。
当天，常州经开区共有12个重
点项目开工，总投资 46.6 亿
元。这些项目为区域发展注
入了强劲动能。

此次集中开工，是经开区
推进项目建设的一个缩影。
自成立以来，常州经开区始终
把项目作为发展生命线，大力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增强
建设发展后劲。

常州经开区成立 4 年来，
累计招引产业项目89个，总投
资 609.5 亿元，其中成功招引
超百亿元项目 1 个，超 10 亿美
元项目1个，超5亿美元项目1
个，超 30 亿元项目 4 个，超 10
亿元项目 14 个。常州经开区
有6个项目被列入江苏省重大
项目投资计划，其中 5 个为产
业项目，包括坤泰汽车七速双
离合变速箱项目、星源涂覆隔

膜项目、信承瑞轨道交通智能
管理装备项目、凯迪车辆驾驶
智能辅助系统项目、欣盛超微
电路载带芯片项目。这些都
是打造常州经开区特色产业
的支柱项目，深刻影响着经开
区的产业格局。

产值超千亿元，特
色产业“强筋壮骨”

早在 2017 年，常州经开
区就启动建设8个特色专题园
区。如今，轨道交通产业园、
新材料产业园、智能电力装备
产业园、绿色家居产业园等沐
风而长，被打造成为招商引资
新载体、产业发展大平台和区
域经济增长极。

以中车戚墅堰公司、戚墅
堰所、今创集团、日盈公司等
企业为引领，先进交通装备制
造能力持续提升；以中天优特
钢、星源新能源材料、华通焊
丝、长海玻纤、强力电子、晨光
金属涂料等企业为依托，功能
新材料生产研发持续加快；积
极打造神力电机、雷利电机、
祥明电机等本土品牌，持续推
动智能电机产业创新发展；全
力提升佳饰家、贝尔地板、卫
星装饰、洛基木业等企业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水平，传统家居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18年，
四 大 特 色 产 业 产 值 1271 亿
元，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达64.1%。

转型提档，激活产
业生命力，发展后劲持
续增强

常州经开区工业基础雄
厚，产业特色明显，汇集企业
13000余家，个体工商户21000
多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603
家。以传统产业起家的三镇三
街道，面对汹涌的产业转型浪
潮，如何激活产业生命力，是经
开区产业发展所要面临的一个
重要课题。

“我们将突出新旧动能转
换，创造更富活力的发展后劲，
坚持存量挖潜、增量扩张，深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新
动能挑起大梁，旧动能焕发生
机，为创建国家级经开区积蓄
强劲的发展动力。”经开区经济
发展局副局长任义权表示。

在全力攻坚重点项目的
同时，常州经开区加力淘汰落
后产能。实施工业企业效益
综合评价，确保有限资源向优
质企业集聚。持续巩固“散乱
污”企业治理成果，严防“散乱
污”企业死灰复燃。

同时，常州经开区深入实
施“三位一体”工业转型升级
战略，鼓励优势企业围绕转型
抓技改、换装备，不断提升智
能化、自动化生产水平，新华
昌、今创、博瑞、日盈等一批智
能化工厂涌现；加快新业态融
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融合，形
成优质增长点和结构性力量。

戴彩莲 刘吉林 吕洪涛
图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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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运动龙城大联赛——
常州市传统武术展示活动近日在
清潭体育中心举行。本次展演活
动是 2019 年常州市政府购买公
共体育服务项目之一，由市武术
运动协会承办。活动吸引了来自
全市近 60 支代表队 1300 名武术
爱好者参与，其中年龄最大的 77
岁，最小的仅 5 岁，这也是该活动
连续举办 4 年来，首次实现全龄
化覆盖。

较往届以中老年为
主，今年新增了少儿武术

活动中，32 式太极拳、18 式
木兰拳、长拳、少林连环拳等 20
余种徒手武术项目轮番上阵，动
作环环相扣，刚柔并济；太极功夫
扇、木兰盘花棍、42 式太极剑、八
卦鸳鸯钺等近 10 种器械武术项
目纷纷登场，“刀光剑影”间，招式
如行云流水。丰富的武术项目展
示，充分体现出我市武术人积极
昂扬的精气神，以及中华传统武
术的博大精深。

据了解，市传统武术展示活
动已经连续举办了 4 届。市武术
协会会长杨国大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相较往届人员以中老年
为主，且项目单一的不足，本届活
动首次做到了全龄化、广地域覆
盖，项目展示方面更加丰富，包括
少儿武术、中青年散打，还有非遗
项目阳湖拳和溧阳史式八卦掌

等，“可以说，本次活动，对于推动
武术运动在我市的普及发展起到
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市民武术运动参与
度正日趋上升

“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国大
说：“武术是项全民运动，不论年
纪，皆能参与。小朋友可尝试少
儿武术；青少年可根据喜好选择
项目；中年后，可练习太极拳、木
兰拳、功夫扇等，长期坚持，身体
素质将得到大大提高。”

据悉，常州武术运动协会成
立于1982年，至今已走过37个年
头。杨国大告诉记者，从当初的几
十人，到现在参与人员遍布全市，
武术这项运动的普及度正日趋上
升，各项目水平也在稳步增强，整
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未来，
市武术运动协会将在发扬传统武
术的基础上，继续挖掘整理阳湖
拳、溧阳史式八卦掌等本土武术文
化，同时将专业散打等新鲜血液融
入其中，为市民提供武术运动的广
阔空间和条件保障，满足广大群众
日益增长的多元健身需求。

常体 郑雨露 图文报道

我市传统武术展示活动落幕，首次实现全龄参与

1300名武术爱好者“武”动龙城

本 报 讯 6 月 11 日 至 17
日，中国 2019 世界集邮展览
今在武汉举行，展览主题为

“繁荣互促、和平互信、文化互
鉴、生态互助”。记者从常州
邮政获悉，为方便广大邮迷挑
选购买，本次邮展我市参展邮
品将同步在常州邮政官方淘
宝店“驿品轩”上架销售。

据了解，本次世界集邮展
览精心筹备了开幕日、“一带
一路”国际交流日、荆楚文化
日、相约军运日、闭幕日等 7
个主题日，期间还将组织开展
邮票首发式、珍邮展、主题邮
局展、邮票鉴赏交流、学术论

坛等主题活动。邮展期间除
中国邮政发行“2+1”枚有武
汉元素的邮票和小型张外，
今日还将发行主题为“2019
中国世界集邮展览”特别版
小全张，该小全张已被列入
联合国邮票发行计划，由联
合国邮政纽约、日内瓦、维也
纳三地邮局联合推出，这在
国内尚属首次。同时，邮展
将展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发 行 过 的 1300 多 套 、4500
多枚邮票，还有民国和清朝
时期的众多珍贵邮票首次展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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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集邮展览在常州举
办，常州邮政积极组织展览，于
邮展上集中展示了我国各方面
取得的辉煌成就。本次武汉世
界邮展，常州邮政积极参展，精
心策划并挑选出独具常州城市
文 化 特 色 的 邮 品 如《运 河 水
韵》《青果巷 2019》《手绘常州》
等，于场馆内展示销售。为了
弥补部分邮迷无法前往武汉世
界邮展现场的遗憾，常州邮政
把在武汉世界邮展场馆内展示
销售的邮品同步上架官方淘宝
店“驿品轩”，供广大邮迷挑选
购买。

（杨成武）

2019世界集邮展览今日在武汉开幕

我市参展邮品在常州邮政网店同步上架

征集“常州城乡社区治理与服
务典型案例”工作，是常州市民政
局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
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和

《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
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在全
市城乡社区开展的征集活动。

本次征集活动的征集内容包
括：优秀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优
秀社区工作法以及“微自治”典型
案例，要求案例文字稿控制在
2000 字以内，同时须附 1 至 2 张
现场图片。要求主旨清晰、结构
完整、层次分明、资料翔实。征集

时间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至 7
月 15 日。请将稿件发送至邮箱
617982448@qq.com，或扫码下
方二维码投稿。

入选典型案例之稿件，由市
民政局汇编成册，以发挥其在社
区建设和治理中的示范作用。同
时 ，择 优
给予一定
鼓励。更
多 信 息 ，
请关注中
国 常 州
网。

征集城乡社区治理与服务典型案例

常州经开区轨道交通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已基本实现核心部
件国产化及全产业链配套

常州市传统武术展示活动在清潭体育中心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