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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雨露 常水利

金秋，武进区滆湖公园内，树木葱郁，
湖水清澈，处处是景。“这里原本是一片荒
地，现在是生态乐园了，周围居民都喜欢
来这里散步、锻炼。”附近居民赵倩说。

滆湖是太湖的前置库，在太湖湖西
水系中有重要的缓冲作用，其污染控制
和水质净化对太湖水环境改善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滆湖纵跨武进区和宜兴市
两市（区），其中武进境内面积110平方
公里，占79.8%。

近年来，武进区积极开展滆湖汇水
范围内排污口排查整治，通过控源截污、
面源治理、湿地修复3项措施，成功让滆
湖水污染减负，逐步实现河畅水清湖美
岸绿。近期的监测数据显示，滆湖水质

改善明显，总磷和总氮同比分别下降
16.7%、20.3%。

摸清入湖污染底数，是武进区滆湖
水污染治理的首要任务。“排污口排查整
治是滆湖水环境质量改善的关键基础性
工作，也能够进一步压实各级党委政府
和相关部门流域水环境治理的职责。”武
进区生态环境局局长于乐说。

早在2019年，武进区就启动了滆湖
（太湖）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运用无
人机航测、人工徒步排查、专家质控式核
查等多种方式，让滆湖入河排污口排查整
治不留死角。至今累计排查排污口3553
个，基本实现“有口皆查，应查尽查”目标，
为滆湖生态环境做了一次深入“体检”。

此外，武进区对生活污水直排口开
展整治，投资约300万元对大寨河7个入

河排口，大庆河2个入河排口进行截污，
投资约50万元对漕溪浜（东龙桥）入河排
口进行截污纳管。目前，已完成相关排
口的整治工作，有效改善了河道水质。
下一步，计划重点实施中心城区污水直
排口综合整治，完成主城区“小散乱”排
查和整治工作，逐步推进老小区雨污分
流改造和企事业单位庭院排水整治。

在此基础上，武进区积极探索构建
立体保护体系，在入滆湖河道、支浜、河
塘等地实施生态湿地修复工程，建立生
态缓冲带，形成一道道生态屏障。根据
规划，2021年，武进区将完成生态湿地
修复1613.09亩，实现全区自然湿地保
护率达到53.6%。

湟里镇西鲁村紧邻滆湖，是一个水
系发达的村落，1.3公里的西鲁浜穿村而

过。今年年初，西鲁浜完成清淤，与“清
水廊道”——新孟河实现互通，两岸生态
护坡及亲水步道也相继建成。“现在，水
清了，环境好了，晚上吃完饭我们都会过
来走一走。”西鲁村村民路建芳说。

目前，武进区正在加快建设5万亩
滆湖“以渔控藻”生态修复试验区，通过
恢复区域水生生物种群规模，减轻水体
营养盐负荷，起到“生物坝”和“生态屏
障”的作用。同时，采取人工修复、增殖
放流等措施，逐步提升滆湖自净能力。

武进滆湖水污染治理出实招见实效

本报讯（郭曼茹 郑雨露）记者
昨天从市通用自来水公司获悉，西
石桥水厂因配合当地重大电力工程
建设而停电停产，10月22日6时至
19时，我市部分区域将会停水降
压，届时，也将暂时停止对金坛、皇
塘等地区的供水。

根据计划，此次停水降压范围
为：横山桥镇、郑陆镇停水；长江路
以东、怀德南路以南直供水客户供
水压力受影响；晋陵路以东、青洋路
以西、黄河路以南、河滨路以北区域
以及圩塘街道、龙虎塘街道四楼及
以上楼层直供水客户停水；丁堰街

道、潞城街道、戚墅堰街道三楼及以
上楼层直供水客户停水。

此次停水降压时间为：10月22
日6时至19时。市区二次供水客
户基本不受影响。

常州通用自来水有限公司友情
提醒，请停水降压区域的市民客户
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并相互转告；停
水期间请关闭水龙头，以免带来不
必要的损失。来电后，水厂将立刻
恢复供水，但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
水质波动，敬请市民谅解。如有疑
问 ，可 致 电 24 小 时 常 水 热 线
88130008进行咨询。

时间：10月22日早6点到晚7点

西石桥水厂配合当地重大电力工程建设停产

我市部分区域停水降压

本报讯（刘一珉 许德锋） 20
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
张耀钢调研挂钩联系的农业机械装
备产业链项目，市工信局相关负责
人陪同调研。

“今年的经营情况如何？”“企业
还有哪些急需解决的困难？”“近期
的限电对生产影响大不大？”在位于
武进区礼嘉镇的常发集团农机装备
生产基地，张耀钢察看了从零部件
加工到单、多缸柴油机总装以及大
中型农用拖拉机总装，边看边与省
人大代表、常发集团董事长黄小平
交流。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
取了行业发展、企业历程、项目进
展、技术升级等情况介绍，并围绕产
业发展趋势、产品智能化改造、突破
核心技术等展开了探讨。此前，张

耀钢详细听取了全市产业发展情况
报告，还赴钟楼区和溧阳市，走访了
亚美柯、布勒（常州）公司、正昌集团
等企业。

我市农机装备制造历史悠久，
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和较高的知
名度，是全国农机装备重要的产业
集聚区，相关企业300多家。2020
年全市农机装备行业规模以上企
业实现产值205亿元，约占全国的
15%。

张耀钢指出，要进一步加快我
市农机产业强链、补链、延链，特别
是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自主
研发能力，积极开展核心技术攻关，
通过绿色化、智能化、自动化、高端
化把产业做优做强，让农机装备这
一我市传统优势产业迸发新活力。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
全市农机装备产业链

本报讯（郑雨露 河长办） 10
月20日，副市长、澡港河市级河长
许峥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对澡港
河开展巡河督查。

许峥一行先后察看了澡港河钟
楼大红旗路段沿河垦种及非法扳网
等问题、澡港河天宁区支流前林庄
河水质问题、澡港河支流太湖河和
长沟河水环境提升工程、澡港河新
北区九号桥段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
搭建彩钢瓦结构房屋问题。

今年，澡港河常林桥断面被列
为水质省考断面后，新北区三井街
道开展澡港河支流水系水环境治

理，其中太湖河位于太湖路北侧，总
长1.02公里；长沟河位于汉江路南
侧，总长 1.07 公里，均为断头浜。
经过多轮监测，两条河道水质时常
出现劣Ⅴ类。针对以上情况，三井
街道今年对两条河道开展了综合治
理。目前，两条河道水环境情况稳
定，澡港河常林桥断面水质稳定达
标。

许峥充分肯定了新北区、天宁
区和钟楼区在改善水质、提升水环
境等工作中取得的成效，并要求各
地各相关部门继续推进整治工作，
确保按时完成年度整治任务。

澡港河市级河长巡河督查

行行
动动

打好碧水保卫战打好碧水保卫战

河
（湖）常州 长在

本报讯（郏燕波 贡雨家）10月18
日，位于溧阳市上兴镇的江苏友发钢管
有限公司举行投产庆典暨2021年度友
发集团合作伙伴大会，友发集团向上兴
镇捐赠100万元建立“友发阳光助学基
金”，用于资助困难家庭学生。

江苏友发钢管有限公司是天津友发
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友发集团是一家年
产量达千万吨级的钢管制造企业，产品国
内市场综合占有率长期保持第一。江苏
友发项目一期已于今年8月投产；二期计
划新增生产线近30条。项目全部建成
后，预计年产各类钢管550万吨，可提供
就业岗位近4000个，预计年销售收入可
超200亿元，税收2.5亿元。届时，将强力
助推集团公司问鼎全球管业第一宝座。

江苏友发举行投产庆典

捐赠100万元
资助困难家庭学生

本报讯（刘为民 黄智平）18日，江苏
华怡明都酒店集团成立并举行揭牌仪式。

1997年10月，常州明都大饭店开
业，从此立足酒店业、做中国酒店业知名
品牌。近年来，已从一家单体酒店发展
成拥有28家连锁酒店、115家团餐、物
业和18家战略联盟的酒店集团。

24年来，华怡明都坚持做高品质酒
店，始终秉承“勤劳创造品质生活”的理
念，处处践行“责任、实干、创新、荣誉”的
企业精神，加快推进集团做大做强做优，
加快推动集团成为行业的“领航者”、管
理的“引路人”、创新的“排头兵”、发展的

“新引擎”，全面开拓“新赛道”。
华怡明都酒店集团董事长沈益锋表

示，将坚持多元发展，围绕市场需求，兼
容并蓄、深度整合各类资源，5年内连锁
酒店达50家、团膳物业项目达200家、
营业收入突破10亿元，使华怡明都酒店
集团跻身全国酒店集团60强。

华怡明都酒店
集团成立

本报讯（高颖 陈珂 谢韵）昨天
下午，新北区春江街道东海慈善超市

“梦想公益护书岗”的小志愿者们在领
队赵云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东海社
区，对社区内的“强国公益书架”与“梦
想公益书架”进行日常维护。小志愿
者们仔细核对了图书的借阅记录，对
新入库的图书进行归类整理，并认真
打扫了农家书院，让前来借阅书籍的
居民拥有一个整洁、安静、美丽的阅读
空间。

由中国农业银行常州分行捐赠的

两个爱心图书角——“强国公益书架”
和“梦想公益书架”，9月26日在新北
区春江街道东海社区揭牌，这是新北
区首个投入使用的“强国公益书架”。

东海社区农家书屋建于 2014
年，于2018年挂牌成为五星级农家
书屋，为基层党员群众提供了多样
化、便捷化的学习平台。中国农业银
行常州市中心支行将“强国公益书
架”捐赠活动列为今年党史学习教育
和“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发动
支行全体力量，共筹集图书21箱820

本，全部捐赠给东海社区农家书屋。
两个书架设置在社区办事大厅内，平
时，居民来办事等候的时候能看看
书，也有居民下午没事会来这里坐
坐，看看书。

为更好地维护两个爱心图书角，
东海社区携手东海慈善超市同时成立
了“强国公益护书岗”和“梦想公益护
书岗”两支志愿队伍，由社区党员和圩
塘中学的学生组成，负责定期整理书
架书籍，协助社区开展各种形式的全
民阅读活动。

新北区首个“强国公益书架”投入使用

本报讯（童华岗） 20日上午，
2021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
动周常州分会场暨常州健康医疗数
据开放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启动。

7月初，常州健康医疗数据开
放创新应用大赛面向全社会公开招
募“智慧医疗”“辅助决策”“产业服
务”三个赛道的参赛队伍，最终筛选
出资质符合大赛要求、方案切合赛
道、数据需求符合实际情况的67支
参赛队伍，其中不少参赛队伍是拥
有项目孵化与合作需求的医疗健康
企业。

此次大赛旨在进一步提高政府
数据开放能力，推动医疗与健康大
数据创新应用，促进学术科技创新
发展，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
力。庞大的开放数据规模是本次大

赛的最大亮点。大赛提供了诊疗项
目、服务设施、处方用药、医疗用费
等信息和医保消费信息等共45亿
余条医保数据，涉及近500万人。
这些数据脱敏后，在钟楼区国家健
康医疗大数据（常州）中心封闭环境
下供参赛队伍使用。

大赛奖金池共计75万元，优胜
团队将有机会入驻常州市大数据产
业园或相关园区，享受专业孵化服
务、云计算资源奖励，加速产品开发
运营和项目落地。

常州健康医疗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大赛火热开启

45亿条数据
向67支参赛队开放

本报讯（吴斐 谢韵）全国第十
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将于
10月22日在陕西省开幕。在本届
残运会中，共有16名常州籍运动员
参加轮椅击剑、游泳、田径、特奥游
泳、轮椅舞蹈等比赛。

每四年一届的全国残运会暨特
奥会是国内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
综合性残疾人体育盛会。第十一届
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
克运动会共设45个比赛项目，其中
夏季残奥听奥项目19个、冬季残奥

听奥项目 6个、大众比赛项目 11
个、特奥会项目9个。

值得一提的是，特奥会游泳项目
和轮椅舞蹈项目江苏代表队由省残
联委托常州市残联负责代训参赛。
接到任务后，市残联高度重视，认真
挑选教练员、运动员，组队集训。

在已经结束的轮椅击剑比赛
中，我市选手薛心怡获得女子佩剑、
重剑团体两枚银牌、女子B级佩剑
个人第五、女子B级重剑个人第六
名的好成绩。

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将于
10月22日在陕西省开幕

16名常州籍运动员参赛

（上接A1版）
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湾实验室

常务副主任吴云东，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士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鲜学福，重庆
大学、西南大学等14所高校的就业、
创业部门、科研部门领导、院系书记、
研究生导师以及硕博研究生代表，以
及10余家当地主要媒体参加推介会。

推介会通过介绍短片形式介绍了
常州最新的人才和创新政策。重庆大
学物理学院与中科院物理所长三角研
究中心签订“科教融合”合作协议。多
癌种AI早筛项目、亲环素抑制剂新药
研发项目、超高标准长效除磷填料及
装备制造项目等12个人才创新创业
项目、产学研合作项目及招商项目现
场签约，标志着重庆与常州的合作进
一步加深。

作为常州“人才新政”创新的亮点
之一，我市首次向包括重庆大学、西南
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在内的重庆10所
高校相关人员，发放“引才专员”聘
书。北京理工大学博士、麻省理工学
院药理学博士后苏壮，重庆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组部国家级青年人才、
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仉文岗作为人才
代表发言，讲述了他们对常州良好创
新创业环境的感受。

推介会前，陈金虎会见了与会嘉
宾，希望加强与重庆高校的产学研合
作，引进更多人才来常创新创业。

当天下午，陈金虎带队赴重庆
大学开展产学研对接，与重庆大学
党委书记舒立春开展座谈交流，并
参观重庆大学校史馆、机械传动国
家重点实验室、输配电装备及系统
安全与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今
年上半年，溧阳市与重庆大学共建
重庆大学溧阳智慧城市研究院，建
设集人才培养、高端培训、成果转
化、企业孵化等为一体的校地合作
平台，目前8个研究中心首批100余
名师生已经顺利入驻。

陈金虎表示，重庆大学学科特色
鲜明、师资力量雄厚、科研实力强劲，
特别是拥有“先进制造”“智慧能源”

“新型城镇化”三大学科群，与常州智
能制造、新型电力装备、新能源、新材
料等优势产业关联度大、吻合度高、
合作空间巨大。这次重庆之行，常州
诚意满满，收获满满，对未来信心满
满，期盼满满。真诚希望与重庆大学
携手，共建创新平台，全方位开展深
化合作。常州将全力当好“店小二”

“急郎中”，倾力支持重庆大学在常州
的发展。

舒立春说，双方前期的合作充分
显示出常州效率、常州魄力、常州实
力。重庆大学将围绕常州经济社会发
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充分发挥学
校学科和人才优势，进一步谋划开展
校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
依托常州雄厚的产业优势，在科研协
同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
等方面创新合作模式，鼓励、引导、支
持更多优秀人才到常州发展。

重庆大学内，我市举行的“名校优
才”校园专场招聘会场面火爆，共有
47家企事业单位带来了2100多个就
业岗位。陈金虎逐一询问企业招聘情
况，了解学生就业需求，祝大家招聘顺
利。“同学你是哪里人，对常州有兴趣
吗？愿不愿意来常州工作？”在常州市
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展
位前，陈金虎与一名辽宁籍学生攀谈
起来。得到她的肯定答复后，陈金虎
笑着说：“这家企业发展前景不错。欢
迎你选择常州，选择未来！”他同时叮
嘱相关部门，要搭建更多就业平台，大
力推介最新人才政策，发出人才招引
最强音。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市委
秘书长、市总工会主席方国强，市政府
党组成员陈志良参加活动。

“名城名校合作行 创新创业赢未来”走进重庆

（上接A1版）储永宏希望在后续建设中，
结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城市高质量发
展目标，以文化为引领促进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富强新村聚焦“一老一小”，用改革
创新的思路破解城乡治理的难题，是我市
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缩影。储永宏
对此予以充分肯定，希望常州在老旧小区
改造中，多听群众意见建议，切实把好事
办好、实事办实，让老百姓受惠、满意。奔
牛镇东桥村史陈家村是集农、商、文、旅于
一体的特色田园乡村。储永宏希望该村
进一步优化规划设计，积极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美丽乡村建设，打造文旅农旅结合、
独具特色的乡村新业态。

市政府党组成员狄志强和市政府秘
书长周承涛参加活动。

省领导来常调研推进
挂钩联系省重大项目

（上接A1版）
市委常委、武进区委书记、武进国

家高新区党工委书记乔俊杰在致辞中
表示，武高新将按照市第十三次党代
会“建设国际化智造名城，打造长三角
中轴枢纽”的号召，聚焦“532”发展战
略，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功
成不必在我”的胸怀、“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的干劲，向最高峰攀登、向“领头
羊”挑战，为武进争做全市智造名城主

引擎、争当全省现代化建设排头兵、高
质量书写“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
前列”的武进答卷贡献力量。

奋进“十四五”，武高新将全力推
进创新引领、产业跃升、城市秀美、生
态焕颜、民生普惠和营商创优六大工
程，力争到2025年，园区地区生产总
值突破800亿元，工业开票销售突破
24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60
亿元，培育高新技术企业900家，综合

实力迈进全国国家级高新区前30强。
大会对武高新“最美创业者”“最

美建设者”“最美奉献者”“最美共产党
员”进行了表彰，并举行《勇立潮头》赠
书仪式。

刘志彪作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主
旨演讲。

大会还开展了艺术党课。
会前，与会领导参观了武进国家

高新区25周年图片展和创新成果展。

武进国家高新区举行高质量发展大会

（上接A1版）“宽出”，自愿终止协议，未申
请贷款或贷款已还清的，可随时终止缴存
协议，自由退出住房公积金缴存，并可提
取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的资金；转移
互换灵活，在我市灵活就业缴存户与单位
缴存户的不同身份之间，以及在与外省市
缴存之间的异地转移，均可方便办理。

最大程度体现公平性。我市试点的
《实施方案》最大的特点就是住房公积金
使用政策一视同仁，充分体现了对灵活
就业人员的“同权”思路。

最大程度体现传承性。一方面，在
全面总结我市个人缴存探索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试点工作继承了协议缴存、资金
统筹使用等已有的良好做法，保证了个
人缴存向试点工作的稳妥过渡；另一方
面，试点工作又在上述灵活性、公平性方
面进行了政策优化，增强了政策的吸引
力，有利于推动试点工作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