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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高云会见中国农大
党委书记和校长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长费高云

在市行政中心会见中国农业大学党委
书记姜沛民、校长柯炳生一行，希望进
一步推进校地产学研合作，推动常州
现代农业加速发展。

中国农业大学起源于1905年成
立的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后由北京
农业大学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合并成
立，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

点大学，也是我国现代农业高等教育
的起源地。去年市领导曾带领40余家
农业企业拜访中国农业大学，推进产
学研合作。目前我市江苏立华牧业、江
苏正昌粮机、西银生物等多家企业已
与该校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副市长张云云和市政府秘书长徐
新民会见时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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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公布高考分数线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门获

悉，预计25日江苏考生可获知高考成
绩。24日，省教育厅官方微博(新浪http:
//weibo.com/u/3674007143，腾讯
http://e.t.qq.com/jiangsujiaoyu?
pgv_ref=im.WBlog.guest&pt

lang=2052)和省教育厅官方微信“江
苏教育发布”将在第一时间公布第一阶
段录取各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敬请关
注江苏省教育厅官方微博、官方微信。
届时，省教育厅也将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相关情况。 !月航 尤佳"

九洲创投制定五百战略五化战术
五百战略：管理资金百亿、组建团队百人、投资项目百个、培育百亿新企、争做投企百强
五化战术：投资小额化、选项前置化、投资本地化、管理一体化、激励预期化

创投不再是暴富工具

本报讯 “团队评估＋行业评
估＋经济周期把控”，对一个看似简单
的投资运行理念，九洲创投公司却演

绎出了令人瞩目的效应：10年间投资项
目26个，累计投资金额7亿元，而投资能
力达到36亿元；培育上市企业4家，百亿
企业1家。

“年内，九洲创投将从储备的50多
个项目中，再筛选5至10个项目投资。”
九洲集团董事长刘灿放本月17日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九洲创投要从单一
的股权投资向资本管理转型，实现“五
百”战略：管理资金百亿、组建团队百人、
投资项目百个、培育百亿新企、争做投企
百强。

本土伯乐
和其他创投公司跨地区投资的热情

相比，九洲创投的本土情结更浓。“寻求

具有行业领先地位的成长型、有培养价
值的创新型企业，帮助其走向资本市场，
成为优秀的上市公司，实现企业价值和
股东权益的最大化”，“为高科技为基础
的新创公司提供融资”，九洲创投以这样
的理念，按照自己的尺度标准，谨慎选择
项目，追求精品而不跟风，特别看重创新
点、成长性和创新的商业模式。

常州天合光能是九洲创投培育的第
一个大明星，始于10年前。天合光能曾
吸引了数十家风投机构的关注，可只有
九洲创投始终坚持合作与投资。2006年
12月底，常州天合光能在纽约证交所上
市，成为常州市首家境外上市企业。至
2011年，天合光能的销售超过120亿元，
2012和2013年连续两年入选财富中国

500强企业。仅仅3年时间，这个项目就
为九洲带来了数亿元的回报。

同样的造星策略下，九洲先后投资
了天晟新材等多家后来居上的明星企
业。迄今，在九洲投资的20多个项目中，
渐次形成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和
现代服务业等几大投资板块，在“高技
术、新兴产业、绿色环保”等热门创投产
业里奠定了话语权。

逆市前行
2013年，创投业第一次迎来寒冬：

最主要的退出变现渠道———IPO收窄，
风险增大。对于以往投资以上市为目标，
将上市视为退出和盈利唯一模式的创投
机构而言，无疑是重创，!下转A3版"

一村民接连扎进水下救出5命
一辆电动三轮车载着5个孩子急拐弯冲下河———

记者昨天获悉，一个骑电动三轮
车的女子载着5名孩子，不慎冲入河
中。危急时刻，50岁的村民冒瑞林跳
入河中，拼尽全力，将孩子一一救起。

女子耿某暂住在金城镇庄城村委
邓家坟村，有2个女儿、1个儿子。与她
住在一起的姐姐前段时间生病回老
家，2个女儿也托她照顾。20日下午4
时许，她骑电动三轮车去接姐姐家的
女儿放学，其余4个孩子一起上了车。
返回途经庄城公路至龚家路转弯路
口时，因转弯太急，耿某连车带人冲
入河中。

河水有2米多深，车上5名孩子
最大的8岁，最小的3岁，都不会自
救。耿某慌忙爬上岸，由于不识水
性，急得大喊救命。下班路过此处的
村民冒瑞林听到呼救，以最快速度
奔跑到河边，来不及脱掉鞋子衣服，
就一头扎进水中，一把抓住一个孩
子，抱到岸边。

耿某接过孩子，哭喊着说：“下面
还有！”

冒瑞林立即转身，接连几次扎进
水中，又连续救出3个孩子。

此时，他已筋疲力尽，正准备爬上
岸，耿某大声哭喊：“我儿子还在下面，救
救他！”

冒瑞林来不及多想，深吸一口气，拼
尽全力再次潜入水中。他摸索了一会儿，
终于抓到了水下的男孩，他使出了浑身
的力气，把孩子一点一点往上托起。

把第5个孩子救上岸后，冒瑞林顿
时瘫倒在地。

此时，附近村民已围拢过来。
最后救上来的男孩因溺水时间较

长脸色发紫，已无呼吸，村民们立即将
孩子倒提起来，挤压出肚子里的水，又
进行人工呼吸。一番抢救后，男孩终于
哭出了声。

5个孩子都得救了。
见此情景，冒瑞林总算长舒了一口

气，然后默默地离开了。
到家后，他才发现因急于救人，口袋

里的手机未拿出，已被浸坏，而钱包也不
知去向，身上则有多处划伤。在提起这些
时，他说，没什么。而面对耿某的感谢，他
连连表示不必客气：“谁碰到，都会这样
做的。”

芮伟芬 张国俊 汤汉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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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拟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昨天举行公众听证会，详细说明二噁英、飞灰处理等环保安全问题

在滨江经济开发区龙港三路以东、龙港二路以西、338省道以北———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我市计划
在新北区再建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
项目总规模为日处理城市生活垃圾
1500吨，一期投资4.19亿元，日处理垃
圾800吨，年均处理垃圾29.2万吨，发
电1.02亿千瓦时。

目前，市区垃圾产生量每天在

2800-3500吨，年增长约10%。我市现有
3个垃圾处理终端。一个位于遥观，“光大
环保”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均处理1050吨；
一个位于牛塘，“绿色动力”垃圾焚烧发
电厂日均处理1350吨；还有一个是夹山
垃圾卫生填埋场，2013年平均每天处理
500吨。今年5月份以来，生活垃圾增长较

多，新北区每天达到了600吨，全市每天
进入填埋场的垃圾达到1000吨以上。

为实现垃圾全量处理目标，我市计
划在新北区再建一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该项目拟选址滨江经济开发区，龙港
三路以东、龙港二路以西、338省道以
北、港区南河以南区域，占地约81.3亩。

该项目设计总规模为2台400吨焚
烧炉，日处理垃圾能力800吨，可实现生
活垃圾无害化、简便化、资源化处理。

据悉，该项目由光大国际和常高新
集团共同投资成立的光大常高新环保能
源（常州）有限公司采用BOT模式建设。
项目建成后， !下转A8版"

5个 活 探 头
———灵台村创新全村化工企业环保管理办法很灵验

武进区前黄镇灵台村通过发展化
工，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然而，由
化工污染引发的矛盾，一度也闹得沸
沸扬扬，镇、区环保部门几乎每天都接
到举报。为此，今年3月村里成立了热
心村民周荣生等5人组成的环境督查
小组，并公布5人的手机号码和责任
区域，将环保关口前移。两个多月过去
了，走进灵台村已很难闻到以前那股

化工臭味，督查小组有时候几天也接不
到一个投诉电话。

57岁的周荣生是灵台村村民，在一家
机械公司上班，此前一直很关注环保，发
现问题经常会向环保部门举报。3月16日，
他正式成为环境督查小组一员，负责灵
西、巷头两个村民小组的信息收集工作。

“3月和4月，我的电话几乎成了热
线。”周荣生笑着说，3月下旬他一天能

接到好几个电话，都是举报化工臭气的，
每一个电话他都会到现场核实，“到了就

闻是什么味道，判断哪个厂的。开始时我
也搞不清楚，后来闻得多了，就能分辨
了”。3月27日，他接到另一名督察员的
电话赶到庙头村，还没进村就闻到一股
浓浓的化工味，20多位村民情绪激动，
把他们团团围住。他们分成两组，一组安
抚群众，一组排查嫌疑企业。很快，他们
发现是由于一家企业加料工人操作失误
导致的，马上向企业负责人反映，使问题
得到了解决。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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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孩子面对镜头#抑制不住大难获救后的感激之情$

中国南方喀斯特二期
申报世界遗产获成功

作为一期拓展不占名额

包括桂林山水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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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环球恐龙城旅游区整体发展需要，中华恐龙园将于

6月 28日启用新大门，原有大门暂停使用。届时，请广大

市民改行至河海东路经迪诺水镇商业街市进入中华恐龙

园景区。

常州恐龙园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6月24日

关于中华恐龙园启用新大门的公告

中国曲艺“牡丹奖”
武进赛区颁奖演出
本报讯 第八届中国曲艺“牡丹

奖”全国曲艺大赛武进赛区（评弹滑稽
类分赛区）比赛21-23日举行。昨晚在
凤凰谷大剧院举行武进赛区颁奖仪式
暨“送欢笑”惠民演出。记者获悉，由市
曲协和市曲艺团报送的中篇弹词《江
南第一燕》获节目提名奖，张怡凭常州
小热昏《卖梨膏糖》获表演入围奖，市
文联获组织奖。

市委书记阎立会见了中国文联
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前光，中国曲艺
家协会主席姜昆一行。阎立感谢大家
对常州发展的关心和参与。他表示，
常州文脉悠长，历史文化灿烂，近年
来着力推动文化惠民利民，积极开展
群众性文化活动，把满足需求同提高
素养结合起来，努力丰富群众精神世
界。希望中国文联一如既往关心常州
文化事业发展。

李前光对常州文化给予高度评
价，充分认可武进赛区各项工作，希望
双方共同努力，加强在人才培养、文艺
创作、惠民演出等方面的合作。

颁奖晚会上，姜昆、戴志诚、王汝
刚、籍薇、盛小云、张志宽、刘全利、刘
全和、孙涛、邵峰、唐爱国、尚大庆等曲
艺名家登台表演。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缨出席
活动。

两年一届的中国曲艺牡丹奖，是
经中宣部批准，由中国文联、中国曲艺
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曲艺专业奖项，和
电影金鸡奖、戏剧梅花奖、电视金鹰奖
比肩。

本次大赛共分4个赛区，武进赛区
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省文联、武进
区政府联合主办，主要承担评弹、滑稽
和小品类复赛，近50个作品参赛。担任
评委的有王汝刚、曲江华、巩汉林、毕
康年、陈峰宁、石国庆、赵福玉等曲艺
名家。

武进赛区共评出7个节目提名奖、
3个创作提名奖，7人获表演提名奖，4
人获新人提名奖。此外，还评出一批入
围奖。

!下转A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