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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灰稳定化处理
我市成全国样板

昨天报道拟在新北区新建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举行听证会，其中涉及飞灰处理问题，
记者最新获悉———

本报讯 昨天本报报道我市拟
在新北区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举行公众听证会，详细说明环保安
全问题，其中有一项是关于飞灰处
理。记者昨天获悉，由常州市环境卫
生综合厂和同济大学共同承担的
“常州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配
套项目———飞灰稳定化组合处理技
术”，本月20日通过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科技示范工程验收。未来，不但
我市应用，还将在全国推广应用。

参与研究的同济大学教授何品

晶说，这将解决我国生活垃圾焚烧飞灰
管理难题，预期全国市场容量可达108
万吨/年，同时，节支额可达到4.3亿元/年。

我市2008年开始进行“生活垃圾
焚烧飞灰稳定化处理工程设计”研发
工作，2010年11月，作为常州市城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配套项目正式运行
至今。目前，该项目处理能力为32吨/
日，总投资592.6万元，综合处置成本
约600-700元/吨，处理产物增容率相
对水泥固化处理降低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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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查获酒驾$%起
市区!

本报讯 23日是全国酒后驾
驶统一整治行动日，同时又正值世
界杯如火如荼地进行。为此，市交巡
警部门组织开展整治酒后驾驶违法
犯罪行为集中统一行动。

以18：30至23时为重点整治时
段，交警分别设置了和平路、光华
路、青龙西路、关河路和西新岗、中
百岗、清潭岗、怀德岗、莱茵岗等18

条重点道路26个固定检查点。同时，
组织了10支巡逻小分队，严格查处酒
后驾驶违法行为。当晚，市交巡警共查
获酒后驾驶42起，其中醉酒驾车2起，
全部依法予以处罚。

市交巡警部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
者，在文明观战世界杯比赛的同时，一
定要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焦瑾 吴同品$

各批次录取时间
请所有高考生和家长留心———

提前录取!

文科类% 理科类提前录取本科院

校!7月8日-12日&

一本!

7月14日-18日&

二本!

7月20日-24日&

三本!

8月2日-6日&

第一批大专!

8月10日-14日&

第二批大专!

注册入学!8月16日-22日'

体育类、艺术类!

提前录取公办本科院校7月8日
-15日(其中艺术类分为3小批$&

提前录取民办及独立学院本科院

校7月16日-21日 (其中艺术类分为2
小批$&

体育类% 艺术类大专8月6日-10
日(其中艺术类分为2小批$)

最低控制分数线&'(分
艺术类校考本科录取!

本报讯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公
布，除31所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和
清华大学等13所院校以外的其他本
科院校校考专业的省最低控制分数
线：公办、民办均为文化175分/专业

合格。其中，取得音乐学(音乐教育)、
绘画(油画、版画、壁画)、中国画、美术

学(美术教育)、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
计、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校
考合格考生，还须参加省专业统考且
统考成绩达到155分。

31所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和
清华大学等13所院校艺术类本科专
业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由各校自行
划定。

石墨烯将推动
人造视网膜技术

并生产可持续交通系统轻便高效电池

!"个国家#$%多家机构和企业参与欧盟石墨
烯旗舰项目，未来经费投入将达#%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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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冲刺“双过半”
高新技术、工业和现代服务业进度较快

本报讯 时至年中，记者昨天获悉，
今年以来全市重点项目推进情况总体良
好。1-5月新建项目开工率比去年同期
提高13.5个百分点，明显好于往年；项目
投资进度比去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

且呈现稳步上升势头。
截至上月底，17个省级重大项目中，

16个实施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3亿元，新
建项目开工率为66.7%；166个市重点项
目中，162个实施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267.3亿元，新建项目开工率为60.9%。

这都为重点项目投资“双过半”积累
了底气。

从行业分布看，1-5月份我市高新
技术及工业项目进展最好，已完成年度

计划41.3%，高于整体进度3.3个百分点。
此外，现代服务业项目进展较快，农业产
业化项目进度尚可，与整体进度相比均
超出或基本持平。不过，基础设施、社会
事业项目进展相对较慢。

从辖市区情况看，钟楼区、天宁区投
资完成情况最好，截至5月已分别完成
年度计划的43.5%、42.5%，金坛市、新北
区、戚区、武进区完成情况也较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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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摆出来 措施跟上去
我市通报评议党政班子民主生活会情况

本报讯 昨天上午，我市召开党政
班子民主生活会情况通报会，对市委常
委会、市政府党组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聚
焦“四风”，开展个人对照检查和相互批
评的有关情况进行通报和评议。

省委督导组组长孙燕丽，市委书记
阎立、市长费高云等市四套班子全体领
导参加会议。

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市委常委
班子在对照检查中，集中查摆了6方面
32条具体表现，包括正确政绩观没有
牢固确立、思考谋划战略性问题偏少、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有所懈怠、改革创
新力度不大等。

市政府党组班子对照检查中查摆了
8方面21条具体表现，包括GDP政绩导
向比较严重，调查研究不深不透，精神状
态安于现状，勇于攻坚担当不足等。

孙燕丽在点评中表示，常州市委、市
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照镜子、
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和“四查四治”
的总要求，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以焦
裕禄精神为标杆，用整风精神深入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严肃认真对常州近年
来的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了一次大排
查、大检修、大扫除，是加快常州科学发
展的一次思想大解放、理念大提升。

阎立表示，下一步将以群众满意为

标准，整改“四风”方面突出问题。一个问
题一个问题整改，一项制度一项制度建
立，问题解决不到位必须返工重来，工作
推进不得力必须倒查责任，确保取得群
众满意的实际成效，并将适时公示整改
方案和落实情况，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阎立表示，要把教育实践活动与经
济建设发展工作有机结合，解决好发展各
方面的问题；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切实把
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期盼、解决群众的
问题放在具体的工作中。市委常委会、市
政府党组及其成员将不负众望，坚持从自
身做起，以身作则，在政治坚定、求真务
实、联系群众、清正廉洁、民主团结等五个

方面，为全市党员干部作好表率。
正市级老同志和近五年退出领导岗

位的副市级老同志，各辖市区党政主要
领导，市各部委办局、公司、直属单位党
委（党组）主要负责人，部分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普通党员群众代表等近500
名与会代表，对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党组
及个人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情况进行了民主评议。(宋婧 马浩剑$

7"个文化项目获822万元
偏重贴息形式并强化绩效管理

今年市级文化产业引导资金确定

本报讯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
2014年度市级文化产业引导资金
拨付工作会议获悉，36个项目获得
总计900万元市级文化产业引导资
金。据市委宣传部文改办透露，今年
市级文化产业引导资金偏重贴息形
式，将强化绩效跟踪管理。

今年市文化产业引导资金主要
使用范围为4个类别：文化与科技
相融合，促进传统文化产业提档升
级，扩大企业生产规模的重大技改
投入项目；面向我市文化产业发展
需求，构建文化产业公共平台项目；
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
务出口项目；借助文化创意和设计
服务，有助于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的项目。其中，第4个类别是今年首
次设立的市级文化产业引导资金扶

持的重点方向。
本次市级文化产业引导资金总额

为历年之最，项目包括吟飞科技、环太
湖艺术城、常州历史报刊数据营销平
台等。

市级文化产业引导资金自2010
年设立以来，相继资助了一批成长性
好、自主创新能力强、有市场竞争力的
文化产业项目。2010-2013年共资助
项目95个，扶持金额累计2545万元，
带动项目总投资超过600亿元，有效
发挥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逐年递增，最
新数据显示，已由2010年的70.15亿
元提高至2013年的231.02亿元，文化
产业增加值占比由2.3%提高至5.3%，
连续3年位居全省第三。

(朱少杰 何嫄$

武进万达就是来洗牌的
市场格局变了，竞争主体多了———

万达在全国的扩张版图中，很少会
在一个城市造两座“城”。而在常州，万达
却一南一北布局了两个项目。

两年多来，新北万达沿着预期目标
一路奔跑，销售、客流量不断上升。去年
总销售达到10亿元，客流总量1700万人
次，演绎了“万达所至，繁华所向”。

随着对最初承诺的兑现，新北万达
让常州第一次直面接触到城市综合体这
一概念时，也令曾经在区域商圈中缺乏
话语权的新北区瞬间华丽转身，一跃成
为人气最旺的核心商业区。

今年8月8日，武进万达也将亮相。
尽管市场竞争主体多了，市场环境发生
了变化，但武进万达依然如新北万达入
常时那般高调：武进万达就是来洗牌的，
而且会延续“第一”的精彩。

万达的算盘
作为一个超级庞大的产业王国，万

达的扩张之路一直备受关注。掌门人王
健林曾表示，万达有钱但不傻，不会盲目
投资。

常州有了一个万达，再来一个，这有
着怎样的考量呢？

万达的回答是：两个万达的布局，无
论是单体还是规模总量，都要实现“第
一”，做到常州城区商业全覆盖。

新北万达广场的商业体量达21.8万
平方米，其中万达金街有3万平方米。以
新北万达为圆心，按辐射5公里范围计
算，正好至北大街。

而在建的武进万达广场商业体量也
有20万平方米，其中武进万达金街近6

万平方米。以其为圆心，同样辐射5公里
范围，至南大街。南北相连，契合了常州
“一体两翼”的大发展格局。

事实上，万达重视“钱”景，更看好武
进的“前景”。作为常州南部的经济核心
区域，武进的区域性地位不断提升。而万
达广场所处的花园街，则是这一区域的
商业核心着力点，这些，都催促万达再携
巨资与武进实施战略合作。

品牌的王者
做“常州年轻、时尚、潮流的购物中

心标杆”，武进万达定位在“家庭欢聚的
中心”。

这一理念下的品牌取舍异常清晰。
比如，新北万达开业时，50%的招商品牌
为常州首次现身，特别是6个国际快时尚

品牌阵容，其销售总额如今做到了区域
市场第一，像ZARA，月销售达8万多元。

相形之下，武进万达却不见一个快
时尚品牌，而是引进大量国际二线品
牌。“除了一网打尽传统百货中的国际
二线品牌，还有更多国际上新晋的，以
品牌的王者姿态截留武进的消费。”万
达如此解释。

对于众多百货品牌的排列组合，武
进万达也赋予新的想法。比如，利用广场
内宽阔的场地，设计了服装类体验型组
合店、旗舰店，这样的改变，不仅让品类
更为集中、减少服装单店，对消费者也是
一种更完善的购物体验。

精品的体验
(下转A7版$

一本：文科777 理科79(

二本：文科723 理科73%

一本比去年高&分和'分
二本比去年高!分和持平

!%#$江苏高考录取分数线

文科类 理科类
体育类本科(公办、民办)

(文化*专业)

艺术类本科+美术,

统考(文化*专业,

艺术类本科(音乐,

统考(文化*专业,

本一 本二 本一 本二

男生 女生 公办 民办 公办 民办

分数线 333 301 345 312 219/107 219/107 235/180 220/170 190/220 180/210

文科%83分
理科72%分

文科比去年高!分，理科持平

!%#$高考第一阶段
填报志愿资格线!

本报讯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24日公
布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
各批次省最低控制分数线。

1、文科类、理科类考生必测科目要
求为4C1合格，选测科目等级符合院校
的要求，文科类总分在291分以上、理科
类总分在302分以上，可填报第一阶段
高考志愿 (报考高水平运动员、飞行学
员、定向培养直招士官、少数民族预科班
和华侨大学“侨台生”预科班的除外)。

2、体育类、艺术类考生7门必测科目
等级中D级不超过3门，体育类文化209
分/专业97分以上、美术省统考文化210
分/专业160分以上、音乐省统考文化
170分/专业200分以上、艺术校考文化
165分/专业合格 (报考31所独立设置本
科艺术院校和清华大学等13所院校艺术
类本科专业不受此限制)，可填报第一阶
段高考志愿。

类别 分数线 必测科目选测科目

文科 291
4C1合格 等级符合

院校要求理科 302

体-

文化*专业 209/97

7门必测
科目等级

中D级不
超过3门

音-

文化
*

专业
170/200

美-

文化
*

专业
210/160

艺术校考
文化*专业165/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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