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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国境外输入新冠
肺炎病例数量持续增加，多地
相继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或无症状感染者，疫情防控形
势严峻复杂。常州体彩时刻
关注疫情动态，始终绷紧疫情
防控弦，确保思想不懈怠、行
动不松劲，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的各项工作。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关于进一步加
强体育彩票实体店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体彩字﹝2020﹞
305 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体
育彩票实体店疫情防控工作，
常州体彩第一时间开展线上
线下培训，将文件精神传达到
各网点，提醒一线销售人员务
必增强自我防护意识，科学规
范佩戴口罩，勤洗手，保持安
全社交距离；要求体彩实体店
严格落实防疫要求，做好室内
通风，定期环境消杀。同时，
还筹集资金采购了一批口罩、

酒精、84 消毒液、体温计等防
疫物资，并于近期发放到全市
体彩实体店，帮助广大业主做
好体彩实体店疫情防控工作，
确保为广大购彩者提供安全
的购彩环境。春节前，常州体
彩还将开展一次实体店防疫
工作大检查，切实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

疫情防控没有局外人，更
没有旁观者。常州体彩时刻
谨记“防控就是责任”，用实际

行动践行体彩人的担当，用爱
和 责 任 翻 开 2021 年 的 新 篇
章。

缇彩

防疫不放松，
常州体彩切实加强实体店疫情防控工作

挥别 2020，新年的第一缕阳
光如期而至。在此美好时刻，我们
谨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
协，向全市人民，向驻常部队和公
安干警，向在常州工作和生活的海
内外朋友，向所有关心、支持常州
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问候
和新年的祝福！

2020 极不寻常、极不平凡。
这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广大
医务工作者白衣为甲、逆行出征，
用生命守护生命，用真情战胜疫
情。我们见证了 500 万常州人民
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展现了守望
相助、同舟共济的人间大爱，凝铸
起伟大的抗疫精神，构筑起从容应
对惊涛骇浪的社会治理体系，疫情
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这一年，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
下行压力，我们主动作为、化危为
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落实“六稳六保”任务，
广大企业开足马力、抓紧生产，努
力把疫情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把疫
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降至最
低，预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超
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4.5%
左右，均居全省第一方阵，大战大
考交出合格答卷。这一年，面对错

综复杂的宏观形势，我们以高度的
战略定力，对标一流、争先进位，大
力实施工业智造明星城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发展动能加速汇聚壮
大；专班推进高铁新城建设、老城
厢复兴、长江大保护、“大板房”专
项治理等大事要事难事，经济稳的
基础更强、进的势头更好，“五大明
星城”建设亮点纷呈，“强富美高”
新常州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
果。常州位列2020中国地级市全
面小康指数第 11 位、国家创新型
城市创新能力第 16 位、先进制造
业城市第 17 位、城市综合经济竞
争力指数第 18 位，实现全国文明
城市“四连冠”、全国双拥模范城

“七连冠”。
2021 年是建党 100 周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起
步之年。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
眼“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
列”新要求，聚焦“国际化智造名
城、长三角中轴枢纽”城市定位，弘
扬“勇争一流、耻为二手”常州精
神，坚持不懈抓创新抓环境抓项
目，深入开展“重大项目攻坚突破
年”活动，强力推进五大明星城建
设，争创更多第一唯一，努力成为
全省现代化建设走在前列的一面

旗帜，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

2021，我们将坚持创新核心地
位，做强重大平台，培育重点企业，
把科技创新打造成为支撑城市发
展的“最硬核力量”。突出抓好智
能制造，建设国际化智造名城，着
力建设自主可控的先进制造业体
系。突出抓好城市能级提升，打造
长三角中轴枢纽，高水平建设高铁
新城，着力推动老城厢复兴，大力
发展创新型、服务型、总部型、开放
型和流量型等“五型”经济，把城市
潜力转化为发展实力。突出抓好
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

“八个更”，构建覆盖“人的一生”保
障网，让常州发展更有“温度”、民
生答卷更有“厚度”。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每一名常
州人都是这个伟大时代不可或缺
的主角，都是“常州故事”的书写
者。让我们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
干铿锵前行，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百年华诞！

衷心祝愿常州的发展一年更
比一年好！

衷心祝福全市人民新年快乐、
幸福安康！

中共常州市委书记 齐家滨

常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陈金虎

勇争一流再出发 奋力开启新征程
努力成为全省现代化建设走在前列的一面旗帜

本报讯 2020年12月
31 日，全市“重大项目强
化攻坚年”活动画上完美
句号。当天，在福建宁德
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总部，江苏省中关村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宁
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共同签署《宁
德时代长三角基地新增产
能投资项目协议》，双方将
在江苏省中关村高新区投
资建设江苏时代动力及储
能锂电池研发与生产项
目，总投资不超过 120 亿
元，建设 12 条全球先进锂
离子大电芯生产线及相应
模组、电池包生产线。宁
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副
董事长黄世霖、总裁周佳
等参加签约仪式。

宁德时代是全球领先
的动力电池系统提供商，
宝马、奔驰、大众、通用、丰
田等国际一线品牌及国内
自主品牌车型的核心供应
商，在全球汽车电池市场
占有 30%以上的份额，装
机量持续保持世界第一。
早在 2016 年，宁德时代就
在江苏省中关村高新区投
资建设了宁德时代锂离子
电池长三角基地项目，设
计产能 50GWH，目前已
完成厂房、办公及研究院
面积 100 万平米，24 条电
芯线、15 条模组线、8 条
PARK 线陆续建成投产，
并且与上汽集团强强联手
在溧合资建设生产基地，
与中科院物理所深化合作

建强创新链，截止 2020 年
底已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超过 140 亿元，实现销
售120亿元。

据了解，此次宁德时
代在溧阳投资建设的新项
目，新增用地 944 亩，新建
厂房 70 万平米，设备及固
定资产投资 90 亿元，建成
后 预 计 新 增 产 能
40GWH，新增年销售 250
亿元，宁德时代在溧阳累
计 总 投 资 将 超 过 300 亿
元，成为宁德时代全球战
略布局中的“桥头堡”，溧
阳全市锂离子电池产能也
将随之突破 126GWH，成
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储能
产业生产科创基地。

近年来，溧阳市以“勇
争一流、耻为二手”的奋斗
姿态不断加大高质量项目
攻坚，坚持“一切围着项目
转，一切围着项目干”的鲜
明导向,高质量项目的持
续投入，激活了溧阳经济
发展的新动能，带来了全
新变化及活力，“十三五”
期间连续摘得七个百亿项
目。“十四五”期间，溧阳将
牢牢把握市委十二届十一
次全会提出的“坚持不懈
抓创新、抓环境、抓项目”
的决策部署，持续项目攻
坚热潮，围绕先进制造、高
端休闲、现代健康和新型
智慧“四大经济”接续发
力，着力让重大项目攻坚
突破成为践行“争当表率、
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最
生动实践。 （是伟）

溧阳将加快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
储能产业生产科创基地

宁德时代在溧阳再投百亿元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溧阳市卫
健局获悉，2020 年，溧阳增加百岁
老人 34 人，百岁老人总数达 227
人，再现长寿之乡的幸福魅力。

当前，溧阳百岁老人中，男性
69 人，女性 158 人。其中年龄最
大的是别桥镇浪圩村的张爱英老
人，今年109岁。

溧阳百岁老人逐年的大幅度
增长，得益于良好的宜居环境、孝

亲敬老的人文底蕴和尊老敬老的
政策保障。

近年来，溧阳市委、市政府把
健康经济列入“四大经济”范畴，
出台老龄事业“十三五”发展规
划、养老服务评估办法、提高养老
机构服务质量、养老服务体系方
案等一系列养老尊老敬老政策。
加大养老补贴，采取应保尽保；老
年 人 合 作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率 达

100%，免费建立健康档案和实行
免费体检；创办了 285 个老年活
动中心（室），镇区（街道）老年学
校实现全覆盖，老年人受教育人
数占老年人口的 50%以上；建成
18 家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的如
意小食堂，为全市近 2000 户老人
在家中安装了视频监控，赠送幸
福手环。

（王田夫 沈庆康 李金堂）

溧阳百岁老人达227人

——2021年元旦献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