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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实施“532”发展战
略的重要一环。为了更好地汇聚人
才、服务人才，常州市出台了一系列

“人才新政”，将在5年内财政投入400
亿元、带动社会资本形成2000亿元投
入创新领域，并计划引进50万名人才。

德国制造业之强，与企业拥有的
创新能力密切相关，创新能力的培养
则与创新治理息息相关。学习借鉴先
进经验，把科技创新治理体系作为常
州成就人才、推动创新的有力举措。

一、高标准打造稳定而持续
的创新基础

（一）人才培养。首先，在技能人
才方面，德国职业教育体系覆盖350
多种职业，使德国拥有充沛的高技能、
专业化的产业工人队伍。其次，在创
新人才方面，德国实施了“卓越大学计
划”，大幅增加高等教育投入，提升大
学的创新人才培养能力。再次，双元
制职业教育体系，打通了高等教育、职
业教育和企业之间的联系通道，使理
论教学与实验实践相结合、学校实验

室与企业车间相结合、学
历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
合。

（二）创新投入。德国
政府通过签订协议，保证
研究经费增长不低于
3%，这一政策使研发人员

数量快速增长。另外针对重大项目，
额外进行投资开发，这样既保障了科
技创新的持续性，又能适应时代发展
的新需求。

（三）平台建设。针对重点打造的
一个专业领域，建设研究所、孵化器、
实验室、培训中心，培育新专业、新方
向，配备最新设备，通过政府资金引导
社会资本投入，调动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等多方力量共同开展科技创新。

二、高标准打造协同发力的
混合治理结构

（一）主体职能。德国的国家创新
体系结构完整，各主体各司其职、分工
明确，其中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相对
突出，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促进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合作，形成合作伙伴
关系，提高科技创新和科技转化能力，
形成了一批行业领域的“隐形冠军”。

（二）协同发力。为了促进创新主体间
的交流合作，实现创新体系的衔接互补，促
进创新要素和生产要素的有机融合，德国
政府重视打造合作网络和创新联盟，定期
举行由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方
代表的会晤会谈，对重点创新议题进行交
流研讨，成立科技创新联席会议制度，统筹
协调创新资源，使创新主体间的合作更具
战略性和计划性。

（三）组织构架。为了使创新主体之
间、创新主体与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德
国的间隙性组织机构十分发达，各种组
织机构扮演了成果转化、法律服务、投资
业务、销售业务、人员招聘、教育培训、会
展支持等全方位中介角色，链接国内外
供需、上下游配套，让创新主体的注意力
集中在科技创新上面。

三、高标准打造完善优越的创
新制度环境

（一）分类管理。为了适应不同创新
主体的异质性，采用不同的经费分配和
管理方式。非营利机构的高校和科研院
所，科技创新人员经费全部由政府提供，
针对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的仪器设备采购
等费用，鼓励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共同
承担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由政府和机构
按比例共同分担。

（二）评估制度。构建了由国内外
专家构成的项目评估、定期评估和长期
评估体系。项目评估主要负责重点科
技攻关项目的选择，以及对项目承担者
的全方位评估和风险研判；定期评估主
要对高校、科研院所等由政府出资管理
的创新机构进行系统评估，并根据评估
结果进行相应的调控，激发创新机构的
活力；长期评估主要负责评估标准和评
估制度的制定，保证各项评估工作的健
康运行。

（三）创新保护。通过法律法规，保

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和知识产权保护
策略，维护员工技术创新收益，促进形成
机构和员工双赢的体制机制，使创新性
员工有获得感、优越感。

四、高标准打造繁荣活跃的创
新文化氛围

（一）工匠精神。打造一支有理想守
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新
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研究推广《职工技
术创新专项集体合同》，引导产业工人爱
岗敬业、乐于创新、敢于创新、勇于创新，
让“勇争一流、耻为二手”的常州精神融
入创新文化。

（二）终身学习。时代的发展、科技
的进步，意味着学习必然要贯穿于人的
整个生命周期，为满足多元化的学习需
求，需要构建学习型社会，营造想学习、
爱学习、能学习和会学习的社会氛围。

常州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 李春平

全方位健全科技创新治理体系 高标准打造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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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唐文竹 王琴） 10月
27日下午，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

“百姓名嘴”风采展示活动决赛在武
进区实验小学花园分校举行。16
名选手围绕“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
程”主题，创新理论宣讲方式，讲述
党史故事。

今年以来，市委宣传部启动实
施《常州市“红帆领航”新时代文明
实践理论宣讲三年行动计划》，通过
理论宣讲传播阐释新思想新理念，
计划全市每年组织开展1000场理
论宣讲，征集100部理论宣讲微视
频，组织一场不同主题“百姓名嘴”
风采展示活动，三年内推选出30个
基层理论宣讲示范队、30名基层理
论宣讲带头人，建立具有示范引领
作用的50个基层理论。今年，全市

1500多名基层理论宣讲骨干依托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深入机关学
校、厂矿车间、田间地头、楼道亭院、
公园菜场等，创新运用四式联讲，开
展理论宣讲。

今年4月起，市委宣传部根据省
委统一部署，在全市开展以“永远跟
党走，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百姓名
嘴”风采展示活动，全市广大基层党
员干部群众积极支持、踊跃参与，共
有2600名选手报名参加，通过预赛、
初赛和半决赛等层层选拔，16名选
手进入决赛。最终，代表天宁区茶山
街道参赛的李晨瑞获得一等奖。

据了解，我市“百姓名嘴”风采展
示活动已连续举办六届，通过培养选
拔更多优秀理论宣讲员，真正让党的
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理论宣讲进基层
“百姓名嘴”展风采

□本报记者 汪磊 通讯员 莫国强

游客醉酒落水、女子因感情纠纷跳
河……老民警杨松明在水门桥派出所红
梅公园警务站工作的22年里，救起的游
客超过20人。

杨松明是盐城人，1979年应征入
伍，在常州武警支队服役。1999年从部
队转业后，被分到水门桥派出所，天天在
红梅公园上班。今年1月，常州市公安
局旅游警察支队成立，杨警官佩戴上了
新的“旅游警察”袖标。

现在的杨警官，对红梅公园的每一
个角落都了然于胸。在公园西双桥，他

指着桥下的水面说：“这条河近2米深。
2010年元宵节，我差点把自己交待在这
里。”事发当晚10点，一名年轻女子在这
里跳河轻生。杨松明脱了警服下水救
人。下水后才发现，河水真深，双脚踩不
到底；冬天的河水真冷，手脚在刺骨的水
里会慢慢地麻木。花了10多分钟，老杨
才艰难地把女子拉到岸边，救上岸来。

比2010年更危险的是2007年早春
的一个凌晨。“在听松楼南面的那片湖
里，我游近一名轻生女子，她一把搂住我
往下按，我被呛了好几口水。”老杨说，当
时他以为自己要“光荣”了。“也就在这一
刻，我想起当兵时武装泅渡的动作要领：

与敌人在水下缠斗时，要想脱身，自己需
顺势下潜。于是，我憋着气潜下水去，那
女子松开了抓住我的手，我顺势从她背
后一招锁喉，将她拖到了岸边。”

22年来，杨松明天天在公园里巡逻，
处理了无数特殊求助警情。2018年3月
15日下午，杨松明驾车在公园附近巡逻，发
现一名骑电动车女子进入公园时，后座的
男童突然摔倒，全身抽搐并呕吐。“不好！
是癫痫病发作。”老杨立即把孩子抱上警
车，朝儿童医院疾速驶去。医生说，孩子被
呕吐物堵塞了气管，幸亏送得及时。

2014年7月，年近六旬的市民蒋国
伟在公园散步时突发癫痫，全身抽搐翻

白眼。巡逻中的杨松明为防止老人咬破
舌头，将自己的手指塞进老人嘴里，并火
速将老人送医。

来自四川的一名中学生，躲在公园附
近的桥洞下生活，有些劣迹人员唆使孩子
偷东西。老杨在巡逻中发现后，主动和他
聊天，带他吃饭，把他送上了回家的火车。
两个月后，孩子从四川老家给老杨寄来了
一封感谢信，告诉老杨他已回到了学校。

从部队到警营，杨松明在做好本职
工作的同时，捕捉警营的闪光点，用业余
时间创作了大量反映基层民警精神风
采、一线公安工作新貌的诗歌、散文、小
品，被公安部网络刊物录用50余篇。

——“旅游警察”杨松明素描

在红梅公园至少救过20位游客

本报讯（郏燕波 孙艳）“左侧来
车注意安全，左侧来车注意安全……”
昨天，在溧阳南山大道东墟路口，“道
路交通安全警示系统”（又称“哨兵系
统”）正式投入运行。该系统由侦测雷
达、爆闪警示灯、全景摄像机、高音喇
叭等设备组成，可以通过声光方式对
道路左侧来车情况进行提醒，减少视
线盲区带来的安全隐患。

“哨兵系统”的工作原理是：通过

设备搭载的2个毫米波雷达，分别对
主路和支路的车辆与行人实施侦测，
当雷达检测到主路方向150米范围
有来车，同时，支路30—50米范围有
车辆、行人接近时，系统自动启动爆
闪灯警示、LED显示屏闪烁显示（支
路方向）、高音喇叭警报，提醒支路的
车辆和人员注意左侧方向来车并注意
安全。

今年9月，溧阳市公安交警大队

分别在南山大道东墟路口和239省道
钱家圩村路口试点安装了2套该设
备。两个路口是典型的流量较大、无
灯控路口。经过一段时间测试，“哨兵
系统”能起到较好的安全预警效果，明
显压降了路口的交通事故，最大程度
保障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据悉，溧阳交警部门将申请专项
资金采购10余套设备，近期在溧阳各
镇（区、街道）推广应用。

智能交通“哨兵系统”亮相溧阳

本报讯（吴燕翎 钱里阳） 记者昨
天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获
悉，常州恐龙谷温泉有限公司RCXK-1
地热井省级绿色矿山申报项目近日顺利
通过省矿业协会专家组评估审查，成为江
苏省首家通过专家评审的地热类矿山。

今年以来，新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分局邀请专家对新北区绿色矿山创建工
作进行现场指导，制订绿色矿山创建工
作攻坚计划，指导全区矿山企业做好经
营环境、矿容矿貌、标识牌设置、管道铺
设、安全设施、污水排放6个方面创建工
作，从而提前完成新北区绿色矿山创建，
实现全区绿色矿山创建完成率100%的
目标。

此前，新北区高露达饮用水有限公
司二号深井绿色矿山创建申报率先通过
专家评审，成为江苏省首家地热、矿泉水
类省级绿色矿山。常州恐龙谷温泉有限
公司RCXK-1地热井省级绿色矿山申
报顺利通过省矿业协会专家组评估审
查。两项目均属省内先例。

新北区两项目
创全省先例

本报讯（宋婧 龚青轩）10月27
日上午，“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主题团
日活动暨全市青年学习社线路打卡游
启动仪式，在张太雷纪念馆举行。

在张太雷纪念馆，团员青年走
进“惊雷·回声”青年学习社线路，通
过红色朗读、时空对话、角色扮演、
密室逃脱等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
活动，实现与先辈们的时空对话。

据悉，“惊雷·回声”青年学习社
线路是团市委联合天宁区委宣传
部、江理工团委、常州三杰纪念馆共
同打造的青少年红色教育阵地。该
线路依托“张太雷纪念馆”“张太雷
故居”“太雷青年信仰空间”等实境
课堂，挖掘张太雷鲜为人知的成长
经历与奋斗故事，让张太雷走出历
史书本，与青少年产生共鸣。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常
州共青团将全市785家“青年学习
社”连点成线，特别是结合青少年党
史学习教育特点，打造了“觅渡·追
光”“惊雷·回声”“与党同行路”等红
色主题学习社线路。

从现在起到明年，团市委将组
织10万青少年前往“惊雷·回声”

“觅渡·追光”“1号公路”“穿越智
造”“国学之旅”等10条精品学习社
线路打卡学习，通过开展红色故事
会、互动情景剧、古今大穿越、技能
PK台、青春剧本杀等学习活动，解
锁党史学习新模式。

同时，团市委还依托“常州青
年”微信公众号、“我的常州”APP
等新媒体，为团员青年量身开发网
络版“青年学习社”精品线路。

解锁党史学习新模式

我市启动青年学习
社线路打卡游活动

本报讯（刘一珉 魏巍）27日，
市人防办组织“常防—2021”天宁
区战时城市人口疏散与接收安置带
部分专业队行动演练，以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防空工
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第七次全
国人民防空会议精神，切实加强我
市人民防空军事斗争准备，提高人
民防空组织指挥与保障能力。

上午8点半，在天宁区青龙街
道广信悦动广场，200多名疏散演
练人员集结于此。

整队报告完毕后，随着防空信号
发出，指挥员下达疏散命令，大家立
即有序乘车赶往郑陆镇牟家村人防

疏散基地，沿途有导调兵指路和接
应，途经的郑陆镇卫生院有专人处置
突发伤病等情况……整个演练在团
结、紧张、高效、有序的氛围下进行。

此次演练，按照“备战打仗、备
战练兵、备战人防”的目标要求，在
抓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进行了防
空警报信号发放、城市疏散人口的
编组(集结、输送、接收安置)、道路
交通抢险抢修、随行通信保障、治安
保卫、交通组织、后勤保障等多课题
防空袭演练，既是我市人民防空准
备工作的成果展示，也是把人口疏
散体系建设融入城市应急管理体系
建设的探索和尝试。

我市举行多课题防空袭演练

本报讯（黄洁璐 常交轩）“以前填
表填断手，特别是个别字忘了怎么写，急
煞人。现在一张表，打勾就行，真是方便
太多了！”26日，市民王先生到市政务中
心交通窗口办理车辆年审业务，简化后
的申请材料让他连声称赞。

记者从我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从
10月下旬开始，市政务中心交通窗口进
一步简化行政审批申请材料，按业户和
车辆分别整合了年审、换证、注销、变更
等高频事项表格，全面推行普货业务“一
表通办”。

“一表通办”减少了6张申请表单，
办件人资料提交减少了20%以上，实现
多个事项一表通办、一次办结。同时，申
请表单删除了大部分填写内容，并将事
项由填写变为勾选。

“一表通办”实施以来深受办件群众
认可和好评，窗口“扎堆填表”现象也迅
速减少，群众等候办件时长有效缩短，窗
口办件速度明显提升。

交通窗口推出“一表通办”

一次减少
6张申请表单

本报讯（郑雨露 时立群） 10
月22—23日，2021年全国文物职
业技能竞赛在山东曲阜举行，我市
3名选手入选江苏省代表队参赛并
获奖。

来自19个省份的152名选手参
加此次竞赛，在古建筑木作、古建筑

瓦作、古建筑彩画作、瓷器文物修复、
书画文物修复、考古勘探6个项目中
展开比拼。来自我市江南古建筑工
艺传习所的木作匠师龚进华、方家明
和他们的徒弟陈思文入选江苏省代
表队参加竞赛，分别获得古建筑木作
组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全国文物职业技能竞赛：

我市3名古建筑匠师获奖

（上接A1版）公寓以“金牌管家”理念
为人才提供个性化、多样化、全方位
服务，在运营管理上着力提升信息化
管理水平，真正实现“线上办理、拎包
即住”。溧阳市人才公寓综合服务中
心项目作为高端人才公寓，已出租
4100多套，主要面向各企业高管、研
发人员及关键岗位人才，打造“一站
式、酒店式、保姆式”服务。陈金虎、
盛蕾指出，实施“532”发展战略，需
要一支规模庞大、结构合理、素质优
良的人才队伍，推进人才公寓建设
就是一项重要举措。要通过建设人
才公寓，在全市进一步树立尊重人
才、爱护人才的理念，健全完善求才
聚才的机制，在构建全方位、全要素、

全周期的人才服务生态上持续加力，
真正让常州成为人才汇聚之地、价值
实现之地，成为年轻人创新创业最向
往的城市。

督查中，陈金虎强调，重大项目是
经济发展的“压舱石”，“532”发展战
略的实施需要有一个又一个重大项目
来带动。各地各部门要紧扣“国际化
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枢纽”定位，狠
抓重大项目攻坚突破，聚焦我市重点
产业的核心部位、缺失环节、关键节
点，积极开展链式招商、资本招商、以
商引商。抢抓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
略，新能源产业处于“风口”机遇，推动
相关产业加快做大做强。要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倡导“店小二”“急郎中”式

服务理念，擦亮“畅通办”服务品牌，着
力打造全国营商环境最优城市，真正
让市场主体、老百姓满意。

市领导梁一波、季培东、蒋锋、杭
勇、乔俊杰、方国强、张耀钢、许峥，市
政府党组成员陈志良，市政府秘书长
周承涛参加活动。

今年1—9月，我市28个省重大
项目完成投资207.3亿元，完成年度
计划的92.8%，高于序时进度17.8个
百分点，位列全省第二、苏南第一。
1—9 月，全市重大产业项目共 279
个，其中结转项目193个，新增入库项
目86个，共完成投资746.8亿元，完成
年度目标的 86.3%，高于序时进度
11.3个百分点。

为实施“532”发展战略注入强劲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