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到夜里阴转中雨 / 偏 东风 4 到 5 级 / 今 天最高温度 11℃ / 明 晨 最低温度 6℃ / 值 班 编委：羊文欣 / 责 任编辑：史水敏 / 组 版：蒋小平 / 校 对：徐曦

常 州 日 报 社 出 版 国 内 统 一 连 续 出 版 物 号 ：CN32-0012 www.cz001.com.cn

2022年1月4日 星期二
农历辛丑年十二月初二

今日12版
第13721号中共常州市委机关报

战略在基层战略在基层““532532””

□杨文静 郏燕波

2021年12月29日上午，江苏时代
LY5&6首条线产品下线暨量产仪式举
行。作为宁德时代全资子公司，江苏时
代在溧阳投资建设的四期项目达产后可
形成年产30GWh锂离子电池的生产能
力。这样一个百亿元项目，从签约到首
批产品下线，仅用363天。

时间最具说服力：2020年12月31
日，溧阳与宁德时代签署协议，江苏时代
四期项目落户溧阳。2021年1月28日，
项目正式开工建设；7月15日、25日，两
大车间分别封顶；9月25日，项目设备
设施陆续到厂安装；12月29日，首条线
产品正式下线。

“面对疫情频发等诸多不利因素，在
溧阳各级各部门的支持下，实现了当年
开工、当年投产的目标。”在量产仪式上，
江苏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
映明感慨道。

自2016 年溧阳牵手宁德时代布
局落子首个动力电池项目以来，经过
5年多时间的发展，溧阳动力电池产
业已集聚50余个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实现产值429亿元，纳税12.2亿元，分
别增长 112.6％和 281.3％，出货量占
全省50％以上。

“更高的效率、更优的服务，是溧
阳迈向苏南第一方阵的核心力量。”
溧阳市委书记徐华勤表示，溧阳要朝
着与苏南发达地区相匹配的城市能

级去自觉努力，有主动参与世界级城
市群产业分工、贡献产业力量的自觉
担当。

以效率优化营商环境，以速度推动
项目建设，溧阳正不断加速——2017年
5月8日，南航与常州市、溧阳市签署框
架协议；2018年4月9日，南航天目湖校
区一期工地开工；2019年9月5日，随着
2100余名师生的到来，南航天目湖校区
正式开学。2020年6月20日，超百亿元
项目莱赛尔纤维签约落户溧阳；同年11
月20日，项目在南渡镇新材料工业创新
区开工，实现了“当年洽谈、当年签约、当
年开工”。

近年来，溧阳始终坚持“效率就是生
命”，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通过刀刃

向内的自我革命，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溧阳高新
区首创的区域评估得到中央和省的充分
肯定，在全省率先开展的“信用承诺制”
试点实现“先建后批、批建同步”，企业开
办专区在全常州复制推广。2021年，新
增企业开办平均用时迈入“1”字大关，
逐步向0.5个工作日目标靠近；工业项
目领取施工许可证平均用时7.73个工
作日。

以迈向苏南第一方阵的崭新成果，
谱写生态创新绿色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为“532”发展战略贡献力量，为苏南现
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区创造绿色崛起的县
域样板，新的赶考路上，溧阳信心满满，
阔步向前！

一个百亿元项目从签约到首批产品下线——

363天！溧阳与“时代”加速
□凃贤平 宋婧 董逸

全球排名第一的瑞士SGS建
成10多条检线，全球排名第三的英
国天祥建成2条检线，国际知名的
德国TUV莱茵建成实验室，世界五
百强欧洲倍科电器加紧装修……越
来越多的欧洲企业，入驻中欧（常
州）检验检测认证国际合作产业
园。2022年，检验检测认证特色产
业集群正在天宁加快构建。

网络视听游戏产业园积极推进
首届中国网络视听国际传播大赛、
首届中国新闻作品和视听作品版权
保护主题论坛等活动，建立了第一
个全国性数字内容统一进出口平
台。目前，已与40多个国家（地区）
签约合作，已招引国广东方、视博
云、广科院落户。2022年，网络视
听游戏特色产业集群正在天宁加快
构建。

首创工业互联网“常州模式”，
聚焦行业平台、工业软件开发、智能
制造解决方案等产业，打造云制造
线上支持平台和线下综合服务载
体，吸引了航天云网、海尔卡奥斯等
行业龙头，集聚工业互联网生态企
业125家，累计营收超100亿元。
2022年，工业互联网产业集群正在
天宁加快构建。

“十四五”以来，天宁持续抢抓
机遇，聚焦以检验检测、工业互联

网、网络视听等为代表的“三新经济”
产业发展，加速培育产业地标、加快构
筑主导产业集群集聚优势，打造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全区已新
建5G基站692个；航天云网、海尔卡
奥斯等工业互联网国家级平台，国创
未来、华火电竞等行业标杆企业成功
落户。2021年，“三新经济”领域新增
企业106家，纳税销售突破500亿元，
闯出了一条以“三新经济”为特质的产
业立区新路。

“三新经济”在发展壮大的同时，
促进传统产业的加速转型升级，助推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1年，天宁
完成企业星级上云67家、两化融合贯
标66家、智能化改造110家，新增规
上企业282家，华立液压、纺兴精密等
11家企业获评国家、省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汉韦聚合物、视博云信息入
围全省潜在独角兽企业。

天宁区委书记许小波表示，2022
年，未来智慧城将瞄准“三新”定位，用
好用足云制造先导中心、汽车智能零
部件产业园等优质载体，持续深耕检
验检测认证、工业互联网、网络视听游
戏等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具有展示度
的“三新经济”核心区。同时，天宁将
启动常州数字经济集聚区一期建设，
超前布局云计算、人工智能、北斗导航
等前沿产业，加快发展工业设计、新型
显示、封装测试等高端产业，形成具有
区域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天宁“三新经济”聚合裂变

本报讯（周洁） 2022年元旦期间，
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运行平稳、安全有
序，为建设长三角文旅中轴、打造长三角
休闲度假中心开好新年“第一局”。

各大景区集中推出主题突出、特色
鲜明、精彩纷呈的活动，营造欢乐祥和的
节日氛围，推动全市文旅市场良好开
局。据统计，元旦期间，全市9家4A级
以上封闭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3.33万人
次，实现营收2993.08万元。其中，环球
恐龙城、天目湖旅游度假区、春秋淹城旅
游区3家5A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6.46
万人次，实现营收2643.35万元。

元旦期间
常州文旅开门红

□尹梦真 史晶

“我们刚完成了市新型研发机
构项目的验收答辩。此前，我们做
了充分的准备，对验收信心十足。”
江苏集萃安泰创明先进能源材料研
究院（以下简称“安泰创明”）副院长
张广强说。

元旦前一天，安泰创明的实验
室里，研究人员一如既往地埋头认
真做着实验；已经投产的车间里，工
人们正忙得热火朝天。2021年，专
注了三年研发的安泰创明开始尝试
将成果落地投产，小试牛刀就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这得益于常州国家
高新区近年来聚焦创新成果转化、
加速新型研发机构聚集发展的各项
支持和政策红利。

“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建设创新
引领、人才汇聚的现代化常州”是市
第十三次党代会擘画的创新蓝图。
常州国家高新区切实强化创新的核
心地位，全面落实“532”发展战略，
2021年以来，以深入推进“创新驱
动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建设和争先进位工作为主线，让创
新创造成为高新大地的滚滚热潮。

营造优质创新生态。2021年以
来，高新区“1+7+4”科技创新政策体
系和26个配套实施细则，打出优化
创新生态的“组合拳”。新政实施以
来，累计奖励高企培育及认定1.63亿
元、奖励企业研发投入3119万元，为
企业创新释放更多政策红利。

聚焦主导产业培育。实施“个
十百千万”科技企业培育工程，

2021全年组织申报高企632家。全
年新建区级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8家、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4家，
新增省级工程中心21家、院士工作站
1家，规模以上高企研发机构覆盖率
达85.1%。全面加强与省产研院对接
协作，推进太平洋电力、汉森机械等与
省产研院共建联合创新中心达10家，
数量位居全市第一。

增强集聚创新“承载力”，双创平
台加速创新要素集聚。全年新增省级
孵化器2家、众创空间4家、加速器1
家，数量居辖市区第一。构建产学研
合作平台，“名城名校合作行、创新创
业赢未来”大连站、上海站活动对接项
目29项，签订产学研项目19项，签约
总金额达6.4亿元，位居全市第一。

作为全市为数不多的新型研发机
构生力军之一，2021年安泰创明完成
了首轮融资1.03亿元，实现了技术与资
本的融合。目前，安泰创明围绕“新能
源材料与应用技术”，在储能材料、节能
材料和发电材料等领域，承担着多项国
家和省部级重点研发项目，并取得了多
项国内外领先的工程化成果。

在储能材料领域，从加拿大引进
的“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团队，经
过3年的技术攻关，已建成我国首条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生产
线，年产能500吨，打破了该类产品
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在节能材料
领域，建成了我国首条宽幅超薄纳
米晶合金带材的连续化生产线，经
中国金属学会鉴定，该技术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成果获评2021年冶金
科学技术特等奖； （下转A4版）

让创新创造成为
高新大地滚滚热潮

本报讯（黄洁璐 朱涵烁 谢
颖）记者昨天从铁路常州站获悉，
2022年春运将于1月17日开始，至
2月25日结束，共40天。根据火车
票15天预售期安排，2022年春运
首日火车票已于昨天开售。

据悉，根据以往出行规律，春节
前一周火车票最为抢手。今年没有
大年三十，除夕为腊月二十九，即1
月31日，根据火车票15天预售期
的安排，1月11日可以购买1月25
日的火车票，1月17日，即春运首
日可购买1月31日（除夕）的火车
票。

根据放假安排，今年春节假期为
1月31日至2月6日，共7天。旅客在
1月23日可购买2月6日（正月初六）
的返程火车票。2月11日可购买2月
25日春运最后一天的火车票。

常州站、常州北站及戚墅堰站火
车票起售时间相同。旅客可通过
12306铁路官网、12306手机客户端
及拨打订票电话（95105105）等方式
购买车票。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铁路常州站
对进京旅客实行100%“北京健康宝”
健康码查验，健康码正常且持48小时
核酸阴性证明才能进站乘车。

春运火车票昨日开售

本报讯（龚励 商轩）新年伊始，全
市消费市场运行良好。市商务局的统计
数据显示，元旦小长假，我市重点监测的
50家大中型零售/餐饮企业、9家城市综
合体共实现销售额35803.7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7.4%；凌家塘批发市场实现
销售额42273.2万元，同比增长5.1%。

元旦小长假：

59家重点商贸企业
总销售额近3.6亿元

本报讯（吴燕翎） 1月3日上午，一
箱箱贴有“新北岚皋疫路同行”“卫健携
手风雨同舟”“岚皋加油安康加油陕西加
油”的防疫物资，由新北区卫健局交由物
流公司运往岚皋。驰援岚皋！新北区在
关键时刻助力岚皋筑牢“外防输入”的疫
情防线，两地同心战疫情。

当前，西安的疫情正处于关键阶段，
岚皋县在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的同
时，重点严把“外防输入”关口，全力确保
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新北区作为岚皋县
的对口帮扶伙伴，对于岚皋县此次遭遇
的严峻疫情挑战感同身受。对口帮扶联
络组联系区卫健局，捐助了价值3万元
的防疫物资，包括一次性医用口罩3箱
共9600只、N95口罩1箱1200只、防护
服10箱共500套。

与此同时，西安同胞的生活状况也
深深牵动着新北人民的心。考虑到西安
市民的蔬菜供应紧张，常州诚铭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石伟丰立即通知设立
在岚皋的安康苏陕诚铭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紧急采购了一批物资，包括4158斤白
菜、1360斤包菜、660斤胡萝卜、1180斤
白萝卜、1360斤洋葱、150斤香菇、1950
斤西葫芦等蔬菜，已于2021年12月31
日晚交由岚皋县义工联合会统一调配运
至西安，用于保障封控小区内居民的生
活。“我们仍将继续关注疫情发展态势。
我们相信：大家携手，定能战胜疫情。”石
伟丰说。

苏陕同心合力战疫情

新北驰援岚皋

本报讯（记者姜小莉） 2021年
12月29日，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全国总决赛上传来喜讯，来自
金坛区江苏鑫瑞崚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的参赛项目——“基于半导体
大规模集成电路之7N级超高纯铜
电子材料研发”获得总决赛成长组
一等奖。这是我市在全国创新创业
大赛中获得的首个一等奖。

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在广
州举办，由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

中央网信办、全国工商联等单位共
同指导，全国37个赛区共有33289
家企业报名参赛，约1500家优秀企
业最终入围全国赛，按生物医药、新
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
保、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
行业分别进行比赛。最终，21家企
业分获本届大赛一、二、三等奖。

我市创新创业大赛至今已成功
举办6届，作为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和“创业江苏”科技创业大赛下的地

方赛事，常州赛区累计向省赛和国赛
推荐参赛项目近2000项，获三等奖以
上奖项20余项。

在2021年的比赛中，我市共有
10个项目晋级省赛决赛，并获一等奖
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7项，晋级
数、晋级率均位列全省第二。经省赛
平台推荐，我市共有21个优质项目入
围全国赛，经过国赛行业赛的选拔，最
终，4个项目进入全国总决赛。

（下转A4版）

来自金坛区的鑫瑞崚公司为我市创下历史最好成绩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我市横山桥、
郑陆等地有在农历
腊月里做腊肠迎新
春的习俗，火红的
腊肠象征着新年各
项事业都红红火
火。1月2日，记者
在常州经开区横山
桥镇阿林食品加工
厂看到，工人们正
忙着赶制腊肠。据
悉，他们生产的腊
肠刚刚被评为省名
特优产品，部分已
经销往美国、日本
等地。 丁伟 董心
悦 高岷图文报道

新年到
腊肠俏

□周茜 周博建 周昕媛

获评第十一批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2021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
亿元镇，常州市花海驿站创业服务平台
有限公司入选《全国农村创业园区（基
地）目录（2021）》，跃进村成为第二批常
州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最近一段
时间，“花木之乡”嘉泽镇喜讯连连。

从花木破题，嘉泽积极探索拓展
“三产融合”服务链的新业态、新模
式、新路径，花农、花匠、花市、花园、
花境……朵朵“金花”各美其美。以嘉
泽为核心区，武进区充分发挥资源禀
赋优势，正全力创建国家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打造城乡融合新样板，
绘制共同富裕新图景。

超前半步，夯实产业兴旺
“底子”

“去年龙胆特别俏。我们种了1
万多棵，已经卖得一棵不剩，今年还得
扩大种植规模。”种植苗木30多年，加
上经常外出考察，西太湖花木专业合
作社前项分社负责人苏志明对花木市
场的行情有着超前半步的敏锐判断。
近两年，通过尝试盆栽种植欧洲木绣
球、火焰南天竹等新品种，他带领合作
社成员不断拓宽园艺市场。

超前，也是嘉泽花木产业的写照。

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到如今，嘉
泽花木种植面积达7.8万亩，占种植土
地面积的95%以上；带动周边花农15万
户，专业花木销售经纪人2万多人；花木
专业合作社18个，大型苗圃、盆景园和
大树基地200多个，各类花卉苗木企业
500多家。

其中，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夏溪花
木市场，集聚2500余户稳定商户，内联
40多万亩种植基地，外联全国20多个
省市的花木主产区，年均销售额近200
亿元，自主打造一站式花木交易平台“苗
易宝”，推广行业价格指数、主流产品标
准体系和诚信评价体系等做法，持续领
跑全国同类市场。 （下转A4版）

——武进争创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花木”为笔绘新图

□本报记者 赵鹤茂

初冬时节，站在金坛区西城街道
方边村头向外看，东南、西北两角，一
样的塔吊林立，河海大学常州新校区、
金坛高铁枢纽站两个建设工地一片繁
忙。

“两处征地加起来超过 1200
亩，村民们都以国家重点建设工程
大局为重，没有发出不和谐的声
音。”2021 年 12 月 19 日，方边村党
总支书记田松青说，一切为了群

众、一切依靠群众，就能做好基层
农村工作。

此前，田松青作为代表，在南京参
加全省“百名示范”村（社区）书记座谈
会，聆听省委书记吴政隆的勉励，更坚
定了他进一步依托“平安前哨”贴近群
众、服务群众的信心。

去年11月，方边村先是被认定为
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市同
批仅4个；接着是“党建+5”优化乡村
治理工作法入选首批全省乡村治理典
型案例，全市唯一。这样的“双喜临
门”，与方边村率先建设“平安前哨”直
接相关。

“全省各地都在摸索建设‘平安前
哨’，但像方边村这样规范化、实质性
运行的村级‘平安前哨’还不多见。”刚

卸任金坛区司法局局长的何云华说，提
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打造祥和
美好、安全稳定的现代化常州，是“532”
发展战略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示范区的重
要内容。农村稳则社会稳，前不久，金坛
区在方边村召开了“平安前哨”建设现场
会。

田松青领着记者走进“平安前哨”办
公区，一一介绍：“民情哨”，锤炼感知风
险第一触角；“法治哨”，建设化解矛盾第
一阵地；“先锋哨”，筑牢守护平安第一防
线；“服务哨”，打造服务群众第一窗口。
在村里，“四哨”联动，人在格里走、事在
网上办，形成“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
的基层治理机制，达到行动及时、品牌响
亮、工作高效的目标。

（下转A4版）

金坛方边村：“平安前哨”保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