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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一珉 容书永）17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峥、党组成员
徐新民带队，赴天宁区、常州经开区调
研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调研组实地考察了常州经开区
常州天虹纺织有限公司和天宁区兰
陵街道工人新村一社区。在随后召
开的座谈上，调研组听取了市民宗局
等单位关于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作情况的汇报。近年来，我市深入
贯彻《城市民族工作条例》《江苏省少
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等法规，加强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在子女入学、生活救助、法律
援助等方面享受均等化服务，加快构
建互嵌式社区结构，推动全市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参

加调研的市人大民宗侨台专业代表小
组代表和少数民族群众代表提出了建
议，包括加快培育民族特色优势产业、
提高民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保护民族
文化、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

调研组肯定了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工
作。就做好下一步工作，调研组强调，在
氛围营造上突出认同，大力弘扬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策引导上突出融
入，大力宣贯中央、省、市有关民族工作方
针政策法律法规；在体系建设上突出服
务，共享数据、加强联动、形成合力。为在
常的少数民族群众提供无缝对接的精神
家园、生活空间、生产绿地，使他们工作有
品味、生活有滋味，凝聚少数民族智慧力
量，为常州实施“532”发展战略、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服务。

市人大调研我市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本报讯（蒋小萍 刘一珉） 20
日下午，市书法家协会召开成立40
周年大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
正春出席会议。

据介绍，1982年3月21日，常
州市书法工作者协会成立，1990年
10月更名为常州市书法家协会。
40年来，市书协成绩斐然，在册会
员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今天近
1800人，其中国家级会员125人。
在中国书法最高国家级荣誉“全国
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和“中国书法兰
亭奖”上，常州书法家表现不俗，无

论是作品的入选、入展、获奖数量，还
是作品的艺术质量，均居全省前列。

会上，市书协宣读了对215位“积
极贡献、成绩突出”个人进行表彰的决
定，其中阙长山获市书协首个“终身成
就奖”。大会宣读了常州青少年书法
院发出的《根植传统 守正创新——致
广大青年书法家倡议书》，举行了名师
带徒、地铁艺术厅、社区书法文化展示
厅、捐赠协议签字仪式，市书协成立
40周年特种纪念邮票首发仪式和“岁
月熔金 翰墨春秋——常州知名老艺
术家书法作品邀请展”开幕仪式。

市书协召开成立40周年大会

□本报记者 周洁

翻涌千年的大运河畔，如今是时尚
青年的逐梦街区；建于康熙年间的园林
之中，声声鼓点与科技灯控联袂引出曼
妙戏腔；代表半部常州史的青果巷内，
旧时白墙黛瓦讲述着今朝故事……

伴随“532”发展战略的全面铺排
开展，我市深入推进城市记忆工程，梳
理挖掘文脉资源，致力让典籍中的常
州、文物中的常州、遗迹中的常州，在
融通古今中活态呈现、焕发新生，擦亮
城市旅游名片。

汇古融今，传统戏曲焕新归来

为更好呈现传统戏曲精髓，给城
市旅游增加更多看点、亮点，今年，文
旅部门以重新创作编排、创新舞台舞
美、利用高新声光电技术等多重焕新
方式，生产出古今融通、文旅融合、多
元呈现的剧目。

仲夏六月夜，山水花木为幕，亭台
楼榭为台，拥有300年历史的锡剧与
350年历史的近园相遇，在现代化灯
光与舞美的助力下，常州首个沉浸式
园林演艺剧目——实景版锡剧《珍珠
塔》诞生。演出利用传声和光影技术，
创新采用一步、一景、一幕的演绎方
式，让游客跟随剧情穿行于庭院之间，
做到园中有景、景中有戏，将剧目的唯
美委婉推向极致。

青果巷内的原阳湖城隍庙戏楼正

在修葺，紧邻还将新建200—300座小
剧场，合为青果巷“演艺大观园”，让市民
游客未来在青果巷里有得逛、有得看、有
得听。还有香港老饭店的传统曲艺舞
台、运河五号街区的相声专场、古运河书
场的评弹评书，以及滑稽戏《陈奂生的吃
饭问题》、锡剧《烛光在前》、中篇弹词《邓
稼先》、民族管弦乐《守望乡愁》、音乐剧
《白云溪上》、锡剧《苏东坡》、滑稽戏《黑
皮书记》、儿童剧《草房子》等新创精品剧
目巡演……这些，仅是“常州有戏”IP打
造的开端。

互动互通，古迹文保活态呈现

为加快建设城景一体的新型旅游城
市，常州高标准实施总投资超百亿元的文
保修缮工程，整体打造前后北岸、大庙弄、
塔寺园、南港等更具辨识度、更有江南韵
味的旅游休闲街区，激活千年运河文化和
江南名城IP，构建城市旅游新空间。

“青果熙市”汇集非遗展陈，“青果有
光”上新国潮演艺，“赵元任音乐艺术节”
教我如何不想她……始建于明万历年间
的青果巷，是常州最具历史文化气息的古
巷。街区一期汇聚名士故居、非遗展陈、
文化场馆，成为“江南名士第一巷”的最佳
注解，将于年内开放的二期将进一步带领
市民游客体味常州文脉传承的底蕴。

目前，我市已完成文庙大成殿、意
园、近园、盛宣怀故居等20个重点文物
保护修缮工程，积极推进打造江南古典
园林群落，保护传承好金坛刻纸、乱针绣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进焦溪古镇联合
申遗，建设三星村遗址保护公园，完成常
州三杰纪念馆周边环境整治工程，积极
谋划大观楼、止园等历史经典建筑复建
等工作。城市历史文化已融入市民日常
生活，成为游客观览氛围。

生机勃发，工业遗存风采重现

近年来，常州将工业遗产保护与城
市更新、创意经济相融合，形成工业遗产
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常州经验”，变“老念
想”为“新地标”，让游客在斑驳的围墙、
爬满青藤的厂房中感受常州工业文化的
历史内涵与魅力。

灯火辉煌处，人间烟火间，近来，常
州三堡街不止一次登上城市热搜。宽5
米、长1200米的街面，每逢暮夜就热闹
非凡。以运河五号为中心，东起西仓桥，
西至西大王庙，华灯闪烁、七彩流光，行
人游客穿梭其间，叫卖声、嬉笑声伴随运
河水声，汇聚成城市夜游的欢歌。

“护其貌，显其颜，铸其魂，扬其
韵”。目前，我市拥有省级工业旅游区
11个，建设运河工商业文化展馆14处，
恒源畅厂、大明纱厂、戚墅堰机车厂都已
成为国家工业遗产。“运河五号创意街
区”在保留各时期工业建筑、设备及相关
档案超7万件的基础上，打造成集文化、
艺术、设计为一体的文旅集聚区；南港码
头休闲街区原是市交运南港装卸储运公
司所在，现为以集装箱装置艺术和音乐
艺术为特色的主题美食街区；常州梳篦

厂内的常州梳篦博物馆，以实物展出、图
文介绍、游客互动等形式，集中展示梳篦
的工艺与成就，是常州首个“工业旅游示
范点”；国光1937科技文化创意园，将老
车间打造成多功能产业园区，为工业遗
存注入文化内涵……

全域进阶，文化古城魅力焕新

6月，从省文旅厅传来喜讯：我市天
宁区、钟楼区入选第五批省级全域旅游
示范区及建设单位公示名单，常州将继
苏州之后成为全省第二个全市全域创成
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城市。

我市将2500多年历史文化资源提
炼为旅游资源，让文化以看得到、听得
到、摸得到的形式走到游客中间，同时令
城市文脉熠熠生辉。

近年来，我市旅游接待总人数、旅游
总收入恢复指数分别列全省第一、第
二。35个市级重点文旅项目完成投资
超69亿元，在全省率先入选国家文化和
旅游消费试点城市，环球恐龙城、青果巷
分别创成首批国家级、省级夜间文旅消
费集聚区，统筹1000万元资金，拉动文
旅消费提振回暖。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打响大运河、老
城厢两大 IP，推进旅游度假区提档升
级、文旅产品融合创新等五大工程47个
文旅重点项目，用好科技、数字两大创新
利器，升级建设城市文旅服务总入口、文
旅产品总出口，致力成为近悦远来的文
化会客厅和旅游首选地。

我市深入推进城市记忆工程

活化文化遗存 焕发城市魅力

本报讯（尤佳 毛翠娥 朱晨
宇）记者20日从市教育考试院获
悉，中招职业院校录取时间及招生
计划出炉，职业院校第一阶段报名
7月2日14:00起开始。

据了解，职业院校登记入学
填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为预登记入学阶段。考生可在职
业院校公布登记入学资格线后，
结合自身意愿和专业志向，在“常
州中招系统”上预登记。登记专
业共8个，比去年增加3个。第二

阶段为直接登记入学阶段。在预登
记入学阶段中未被职业院校录取的
考生可继续选择计划未完成的专业
直接登记入学，登记成功即被学校
录取，先登记先录取。

另悉，中考预约查分时间为6月27
日—6月30日。考生及家长关注“常州
教育招考”和“常州电信”微信公众号，
点击进入“预约查分”频道，提前录入考
生的准考证号，在中考成绩发布后，将
获得公众号推送的考试消息。每个微
信最多可预约3个准考证号。

7月2日14:00起——

职业院校第一阶段报名

本报讯（王淑君 赵雯婷）6月
20日上午，钟楼区永红街道体育花
苑居民徐芸作为单元楼道长，向街
道老旧小区改造指挥部加装电梯咨
询室递交、确认了既有住宅加梯补
助金10万元的所有材料。工作人
员核对后，该单元申请加梯的业主
将收到这笔补助资金。

“这真是个惊喜，我们的电梯是
2019年申请，2020年就安装使用
了，没想到不仅能享受到改造带来的
便利和房价升值，还能享受补助资
金。党和政府真是为老百姓办了一
件大实事。”徐芸高兴地说，她们楼栋
是整个小区第一个加装电梯的单元
楼，如今也是首个拿到补助资金的加

梯单元楼。
钟楼将首批发放加装电梯财政补

助共185万元，涉及电梯19部，目前
全部进入最后审定发放阶段，金额和
数量均居全市第一。

根据《常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实施办法》第三十条及《钟楼区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财政资金补助规定》，采取
先建后补的原则给予财政资金补助。
对经批准实施的加装电梯项目，六层
及六层以上住宅每台补贴10万元、五
层住宅补贴9万元、四层及以下住宅
补贴8万元。

“每台加梯补助金都可以根据其
实际情况，提交分配方案。”钟楼区住
建局工作人员杨斌表示，该政策适用

于补助办法出台后实施的加装电梯项
目，也适用于办法施行前经批准已实
施投入使用的每一台电梯。

更令人惊喜的是，钟楼将加装电
梯作为老旧小区改造中的重要一环，
在小区环境改造中，就对加装电梯需
要的通信、广电、电力、燃气、供水、排
水、照明等专业管线进行迁移、预留。
涉及管线迁移的所有事项，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都由政府部门统筹协调相
关单位现场勘查，进一步节省老旧小
区居民加装电梯的成本。

今年以来，钟楼区进一步开展加梯
审批工作，已发放25张加梯项目备案
书。对标“开工44台、竣工44台电梯”
的年度目标，后续将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力争年内开工44台、竣工44台

钟楼区把加装电梯作为老旧小区改造重要一环

发放首笔185万元加梯补助金

本报讯（牟丹 陶新峰）6月20日上午，由常州市互联网信息中心、常州日报社主办，常州市小记者协会承
办，常州经开区小学协办的“E常清朗 E起成长”2022常州青少年网络举报主题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常州经开
区小学举行。

启动仪式现场，常州经开区小学的常报小记者代表宣读了《网络有害信息举报倡议书》，号召全市青少年积极
开展网络不良违法信息举报。常报小记者还在《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上郑重签名，并一起宣读文明公约。

据悉，2022常州青少年网络举报主题教育活动将分阶段推出多种形式的活动，主要有网络有害信息举报
主题书画活动、网络有害信息举报知识广场宣传活动、网络举报主题教育走进学校等。 胡平摄

E常清朗 E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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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2”补录报名
“3+4”“5+2”补录结果查询
职业院校第一阶段报名
职业院校第一阶段录取结果查询

公布职业院校未完成计划专业的登
记入学资格线，考生登录查询

职业院校第二阶段直接登记入学

7月2日8:00—7月2日11:00
7月2日13:00后
7月2日14:00—7月3日17:00
7月3日20:00后

7月4日8:00—11:00
7月4日13:00—7月5日12:00

职业院校录取时间表

本报讯（崔岑 吕亦菲）6月18
日上午，有迈体育2022夏季新品发布
会暨“有迈159”开业典礼在常州大数
据产业园“有迈159”举办。省体育局
副局长熊伟、副市长蒋鹏举出席活动。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打磨，有迈
体育正式推出同名新零售品牌“有
迈”，并发布了“商务运动”和“精英
运动”两大系列9款新品。同时，有
迈体育首个集专业运动培训、健身
运动餐饮、亲子运动体验、新零售旗
舰店等功能于一体的运动一站式空
间“有迈159”同步开业，并正式挂
牌共青团“青年之家”。

有迈新零售服务将构筑十字产

品矩阵，横向发展跑步、电竞、健身、瑜
伽、户外、足球等多种运动项目；纵向构
建包括智能硬件、运动服装、轻食、辅助
训练器械，以及运动周边商品在内的产
品，以此把运动人群本身作为原点，持
续挖掘运动和生活两大场景，形成外延
更加丰富的运动生态。同时，有迈将依
托“有迈159”，为广大常州市民继续提
供专业的文旅体育服务，为常州打造长
三角文旅中轴贡献力量。

2022年初，有迈成为2022年江
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唯一服装合作企
业。本次发布会还进行了关于江西省
省运会的全套系服装的正式签约和服
装走秀。

同名体育服装新品首发
有迈跨界体育新零售业务

（上接A1版）学校负责教练员队伍
建设管理、训练计划制订等，金坛
区负责为运动队伍提供训练场地
及后勤保障。

据悉，江苏省第二十届运动会
将于 8 月 28 日在泰州正式开幕，6
月 20日起部分项目提前开赛，9月
5日正式闭幕。本届省运会竞赛项

目设青少年部36大项、高校部甲组
17项、乙组15项、职工部9项比赛，
还将举办群众体育先进表彰大会等
活动。

常州代表队首日收获一金四银

（上接A1版）秉持“好看、好玩、好逛”
三大亮点，市集招募50余家潮流店
铺，为市民提供网红手作、健康饮食、
环保与文创有关的产品与服务，为城
市青年提供高品质“夜生活”，传递人
与自然美好共生的生活态度。

今年以来，我市围绕进一步唱
响常州菜、挖掘常州美食文化、民间
味道、地标食材、品牌餐厅、网红店
等，全力打响“食美常州·江南美食
之都”品牌。6月10日启动的“江
苏味道、食美常州、味在新北”生态
美食促消费主题活动，在引导放心
消费、点亮品质消费、引领绿色消
费、彰显文明消费、创新数字消费、
协同融合发展六方面共同推进，不
断擦亮“食美常州”金字招牌。

百货零售方面，各大商场超市通

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加大促销力
度。常州大润发年中大促，推出3000种
商品每满199元立减100元、2000种商
品每满99元立减30元等大幅让利促销
举措，有效提升市民到店购物的热情。
市供销总社还组织常州名优特、老字号
产品，打卡美丽乡村，“乡约幸福常州”。

与此同时，记者从中国邮政常州市
分公司了解到，随着疫情防控形势不断
向好，进入6月以来，全市邮政快递行
业持续高速增长。常州邮政“6·18购物
节”首日收件量28.8万件、投递量45.8
万件，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51%和
67%，体现出市民消费的强劲复苏。“各
营运网点近期从运行安排、人员保障、
设备效率、作业规范和生产安全等多方
面进行优化部署，开足马力应对年中寄
递高峰。”常州邮政副总经理陈进表示。

常州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向好

（上接A1版）
三是加快“智改数转”赋能，产业数

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双向发力。率先打造
工业互联网新高地，超1.3万家企业使
用云服务，1093家企业获评江苏省星级
上云企业。全面推进智能制造示范区建
设，已争创国家级智能制造专项及标准
化试点示范项目4项，建成省级智能工
厂15个、省级智能车间165个，获评省
级首台（套）重大装备及关键部件项目
160个，数量全省领先。

四是强化“专精特新”引领，提升企
业主体支撑作用。秉持“专精主业”的工
匠精神，培育了一批把专业做到极致的

“专精特新”企业乃至隐形冠军，拥有
200多家细分行业的隐形冠军，其中国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4家、位居全省
第一；打造创新型企业矩阵，拥有高新技
术企业2915家，独角兽（含潜在）企业
31家、瞪羚企业201家，建成13家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锻造上市企业“联合舰
队”，83家上市企业中73家为制造业龙
头企业。

五是推动绿色安全发展，深化产
业绿色低碳转型。近年来，我市围绕
国家碳达峰行动部署，深入实施“263”
专项行动方案，加快推动传统优势产
业“四新”改造，积极抢占绿色产业新
赛道，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制造体系。
其中，全市动力电池产业产值规模国
内第一，份额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全省
的三分之二；以理想和比亚迪为龙头
的新能源整车产值和产量均居全省第
一，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游企业数量
达到 3440家，居全国首位；独角兽企
业星星充电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充电桩
运营企业；以天合光能为代表的太阳
能光伏产业规模全国最大，市场份额
全球第一。

（上接A1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民生，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不断做
大做好蛋糕、切好分好蛋糕，让改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打造“六
个常有”民生名片。

打造长三角交通中轴，是建设能级
更高、支撑更强现代化常州的破题之
举。督查中，陈金虎、盛蕾一行来到常州
经开区南沿江城际铁路配套工程现场，
其中，G312常州横林至湖塘东改扩建
项目道路全长12.8公里，全线将采用一
级公路兼顾城市快速路标准建设。长虹
东路（G312）与南沿江城际铁路交叉段
同步实施工程，将采用主辅分离形式穿
越在建的南沿江城际铁路、G4221沪武
高速，目前项目进展顺利。市领导要求
项目建设方，抢抓国家全面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重要窗口期，全力加快项目实施
进度。

天宁区淮都金属智慧物流园项目预
计今年10月完成竣工验收，项目建成后
园区年金属吞吐量达500万吨，成为长
三角地区最大的金属交易市场之一。陈
金虎、盛蕾指出，要依托常州日益凸显的
区位优势、交通优势，突出抓好全市域物
流布局的调整优化，加快发展现代物流
产业，坚持引进和培育并重，集聚一批全
国物流头部企业、培育一批本地物流骨
干企业，高标准打造长三角现代化物流
中心。

抢抓机遇狠抓大项目
比学赶超决胜上半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