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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我市在万帮新
能源投资集团召开青年企业家座谈
会，14 位青年企业家与大家分享成
长体会。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徐晓，
团省委书记王伟，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科教城党工委书记徐光辉，副市
长梁一波出席，并为常州市青年商
会新会标揭牌。

我市近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企
业发展的政策，团市委也针对青年

企业家发展的痛点，连续两年实施
“常州青商企业铸星计划”。

徐晓在深入调研常州青年创业
企业，零距离走进青年企业家，面对
面倾听青年企业家的发展情况和问
题诉求后，希望常州青年适应经济
新常态，做创新创业的弄潮儿；树立
发展新理念，做中国智造的先行者；
履行社会责任，做和谐中国的推进
者。 （秋冰 龚青轩）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徐晓
听我市青年企业家谈体会

本报讯 本月15日起，常州滨开区
（春江镇）展开为期 3 个半月的“小散乱
污”企业专项清理整顿，切实解决影响经
济社会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
问题。

所谓“小散乱污”企业，是指不符合
产业政策、产业布局规划，污染物排放不
达标，以及土地、环保、工商、质监等手续

不全，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符合区域
工业布局规划，不符合环保、安监、消防
等监管要求，不符合土地、住建、环保、市
场监管等审批要求的企业（加工点）。重
点包括有色熔炼加工、金属前处理加工、
木材加工、喷涂加工、废塑料加工、石材
加工、食品加工、小化工、小电镀、小印
刷、废品回收、使用燃煤锅炉的小洗浴、

小服装加工及提供集中式干洗、水洗
服务等行业。

对列入整治清单的企业（加工
点），一律按照“两断三清”（断水、断
电、清除原料、清除产品、清除设备）标
准，坚决予以关停取缔；属于整治提升
的，要求限期整改到位，逾期达不到的
予以关停取缔。 （下转A2版）

对弄虚作假推进不力单位和干部严肃问责

常州滨开区（春江镇）彻底整治“小散乱污”企业

对列入清单者一律断水断电

本报讯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完善
水治理体系、保障水安全的制度创新。昨
天下午，市委书记费高云专题察看我市河
长制工作情况，要求全市各地各部门加强
配合，建好用好河长制，形成合力，统筹推
进，形成岸上岸下联动的工作态势，并将

“一河一策”方案制订好、实施好，力争3年
实现全市四级河道生态大提升。

我市已建立市、辖市（区）、镇（街
道）、村（社区）四级河长体系，落实市级
河长 12 名、县级河长 168 名、镇（街道）
级河长 818 名、村级河长 1178 名，各项

工作已经稳步开展。
费高云一行首先来到主城区中部的

双桥浜。这是一条具有排水功能的河
道，由于部分河床吸附能力较差，加之附
近交通工程封闭施工，无法换水，导致目
前水质较差。市建设部门计划实施双桥
浜水体整治工程，启动外援污染控制、水
动力改善、补水、水体复氧、水质强化、水
体生态修复等6大工程，预计年内完成，
届时双桥浜会彻底告别黑臭。费高云指
出，上月我市已经通过主城区“畅流活
水”工程方案，下一步，水利及各相关部

门要将断头浜治理作为工作重点，尽量
将具备条件的断头浜全部打通，形成活
水循环，不具备条件的也要采取相应措
施，确保水质达标。

在经开区横林镇，芦花沟整治工程
已经基本完工。今年3月开工的这项工
程，采用河道清淤、生态护岸、污水截流
等措施，对芦花沟河进行整治，概算1400
万元。每周，这条河的河长都会定期巡
河，并签发河长制工作报告表。费高云
肯定了芦花沟的整治成效并指出，河长
制网络体系已经建立起来，每一位河长

也已经行动起来，关键要通过责任落实
和强化监督，确保每一位河长履职尽责。

费高云还强调，河长仅仅管河还远
远不够，确保河道水体生态的根本还是
在岸上，有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做好污染
物源头管控，做好截污工作，强化部门联
动，形成治水合力。

费高云一行还察看了新沟河查家桥、
粮庄桥段，澡港河东支，澡港河等地，了解
我市河长制度建设、各级河长履职等情况。

副市长许峥陪同察看。
（唐文竹 朱琳娇）

费高云专题察看指出——

建好用好河长制 岸上岸下要联动

一座美好的城市，是建出来的，更是
管出来的。

从提升城市容貌，到“9313”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从专项治理，到城管长效规
范化管理；从餐厨废弃物集中收运，到推
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从市民找差
和城管专业找差，到“公众参与、全民城
管”民本化管理⋯⋯常州城市管理迈上
了一个新台阶。

创新，环境治理出实招

楼道内堆放杂物问题，一直是城市
管理中的“老大难”。现在，当天就能解
决。对环卫设施脏乱、违规乱张贴、乱涂
写，整改仅需2小时。这，得益于我市由

原来的小城管模式，通过创新机制供给、
协调部门职责等手段，转变成为多部门
联动方式，构建了大城管体制，在顶层设
计上形成全域工作格局。

对 照 省 标、市 标 和 民 标 ，我 市 从
2006 年起对 108 条城市主次道路实施
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现已基本实现“路
畅、街美、景优”目标。从提升城市容貌
到在全市建成区范围内实施“9313”城
市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解决了城市环境
薄弱地段脏乱差问题，提高了城市基础
设施承载能力、城市环境和管理水平，实

现城市生态、绿色、文化和宜居品质新提
升。

在城区，所有 3.5 万伏以下供电杆
线及弱电杆线均改造为入地走线，其他
供电杆线统一移至道路两侧绿化带内均
匀走线，净化了城市空间；对城市道路市
政、交通、环卫设施统一进行维修、出新、
配套和完善，全面提升城区道路黑色化
改造，有效提升城区道路质量，增强城市
服务功能。在主城区，采取街头绿地、连
续绿带、开敞空间绿地等方式，因地制宜
增设绿化小品，让有限的土地资源发挥

出最大的生态效能。
为降低扬尘，改善市区环境质量，环

卫作业推行“一把扫帚扫到底”工作机
制，在市区道路保洁实行市场化作业及
12-16 小时保洁机制的基础上，严格落
实“统一作业要求、统一考核标准”，将标
准化作业范围由城区延伸至市区乡镇街
道的重点区域周边及主要道路，推进“同
城同质同考核”；实现路面干净、整洁、见
本色，实现了检查与不检查一个样，节假
日与平时一个样，白天和晚上一个样。
到目前为止， （下转A8版）

深化文明城市建设新突破（（33））

城市管理：机制到位了，市容天天俏模样

新兴产业经过培育期后，就进入了
成长期。在这一时期，我市各级政府的
角色也从“保姆”变成了“保安”：一是从
供给侧入手，支持创新；二是从需求侧入
手，支持创新成果应用。从而，推动企业
走向成熟。

常州二维碳素公司是国内石墨烯产
业的“拓荒者”之一。

2011年，掌门人金虎带着两个实验
室出来的样品，落户石墨烯科技产业园
后，走上了以应用产品为导向的技术研
发路线，开发石墨烯产品。

从全球首款手机用石墨烯电容触摸
屏的研发成功，到推出世界首款石墨烯
压力触控传感器、国内首款石墨烯压力
传感器应用产品“中医诊脉手环”，再到
石墨烯高导电复合膜新品，二维碳素依
靠品质沉淀赢得了行业知名度，也获得

了手机等行业更深层次合作的“入场
券”。

“创业发展 6 年，企业在资金、平台
等方面遇到不少突如其来的变化。每当
这时，政府总是给予我们有力支撑，这让
我们能够安心研发。”该企业负责人说。

政府当好新兴产业成长期的“保
安”，一方面守护新兴产业健康成长，另
一方面不让新兴产业受到不利因素的干
扰和冲击。这当中的每一项做法都是实
实在在的——

政策推进。在市发改委牵头下，产
业链各主管部门分别制订具体推进计
划，分析产业现状，明确年度目标、发展
方向、重点任务，定期召开产业链例会，

解决矛盾和问题。
专项扶持。设立“三位一体”专项资

金，从 2014 年起连续 3 年，市、辖市区财
政每年安排 6 亿元，用于支持包括新兴
产业链企业在内的设备投入，提升智能
制造装备水平。

招商引资。面向特定区域、特定产
业和特定对象，瞄准终端类、整机类项目
以及各产业链重点环节、高端环节，各产
业链主管部门引进领军人才和创新型企
业。

成立智库。发挥专家超前谋划、科
学论证、决策咨询作用，促进产业链各项
重大决策。

由此，促进了我市新兴产业走向壮

大。
目前，我市依托新医药产业链已发

展成为全国知名的医疗器械大市，骨科
植入物、外科手术工具、卫生材料及一次
性耗材、康复器材等 4 大优势医疗器械
位列全国前三；智能电网产业链成为全
国最大的特高压输变电设备制造基地；
太阳能光伏产业实现新突破，亚玛顿 4
毫米厚双玻单晶硅高效组件成为世界最
轻组件，亿晶光电、宝丰新能源等企业通
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光伏发电产品领跑
者认证计划。

在产业规模上，全市太阳能光伏和
智能电网产业年产值均已超过 500 亿
元。 发改轩 孙东青

发展壮大新兴产业，政府担当什么角色（（22））

成长期当好“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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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 5 年

据 人 民 日 报 8 月 14 日 报 道
（记者 赵展慧） 战略性新兴产业
正在迅速崛起。国家发改委副秘
书长费志荣近日在首届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表示，预计
到 2020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比 重 将 达 到
15%，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
5 个 10 万亿元级规模的新支柱，并
在更广领域形成大批跨界融合的
新增长点，平均每年带动新增就业
100 万人以上。

据了解，“十二五”以来，我国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总体呈现
出“快、高、优、活”的特点。

“快”——产业规模快速壮大。
2016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部分
增加值同比增长 10.5%，比规模以
上工业增速高 4.5 个百分点；服务

业部分收入增长 15.1%，也好于服
务业整体水平。

“高”——产业水平迈向中高
端。一些关键领域实现了群体性突
破，部分产业已具备较强国际竞争
力。自主设计的大飞机C919、长征
新一代运载火箭、中国标准动车组
相继问世，国产钻井平台实现可燃
冰首次成功试采，核电、新能源汽车
等产业均取得突破。

“优”——整体效益优。今年
1— 5 月，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行业
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15.3%，利润率
由 去 年 同 期 的 7.8% 提 高 到
8.1%。 （下转A7版）

它们是：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
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

5个10万亿元级新兴产业来了

记者昨天获悉，《朱林好人》一
书已完成编写和印刷，连日来正在
发往该镇各基层党支部、企业和其
他单位。到昨天，已发出600册。

为了更有效地弘扬正能量，深
化全镇文明建设，金坛区朱林镇党
委决定编印《朱林好人》一书。

据该书执行主编、金坛作家协会
主席韩献忠说，《朱林好人》全书15.8
万字，超过150幅图片，集中呈现了
近年来朱林镇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

的27位劳动模范、中国好人榜人物、
全国孝亲敬老明星、科技创新明星等
先进典型，其中有中国好人榜人物严
清华、全国最美基层兽医徐洪庆、全
国最美家庭杨振海家庭以及 3 个国
家级先进集体的事迹。韩献忠说，这
些人物都是这个时代的新乡贤。

搜集、筛选、整理、编辑，历时不
到 1 个月，首批 1200 册《朱林好人》
已 印 好 ，近 日 内 将 全 部 发 出 。

梅家乐 陈玉婷

《朱林好人》27人事迹结集传播

文明建设看乡镇·朱林篇

一个镇涌现出6个全国模范

（详见A8版）

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白人至上
团体势力越来越弱——

为什么现在有反弹？

武进区礼嘉镇充分挖掘利用本
地乡贤文化资源，推动新时期全镇
文明建设。这是该镇布置的乡贤文

化展馆。它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参观
者，一些家长还在暑假里特地带着
孩子前来接受教育。张海韵 摄

我市不断美化环境，促进文明建设，有市民反映，一些新建的公园都不认识了。这是本月12日记者在翠竹公园所见。该
公园位于虹景花园小区旁。 胡平 摄

给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病患老人配
备志愿者，是许多地方推行的关爱工
程。然而，性格差异、年龄差异、文化差
异致使志愿服务善始不得善终的现象时
常发生。记者昨天在金坛春风社区了解
到一种创新做法，由25名空巢老人认领
了25名志愿者。

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社区有 256
名志愿者供老人选择，社区不指定人员，
只提供相关信息，但要求一对一服务、心
贴心服务。社区不抛“绣球”，让志愿者
和空巢老人“双向选择”，这从根本上解
决了“配送制”带来的弊端。

今年80岁的空巢老人万金娣，因患
病每天要吃好几种药。她选择春风二村
13 栋 308 室的 56 岁居民朱阿娣作为自
己的志愿者，原因很简单，两人门对门，
方便照应。朱阿娣每天上班前要做的第
一件事是敲门问安，如果有人应声，聊上
几句，她放心上班；如果没有回话，便要
打电话询问，了解去向。朱阿娣不仅陪
聊，还陪护，每次老人到医院看病，都是
她跑前跑后照顾，平时油米和各种日用
品购买也由她代劳。 （下转A7版）

记者见闻

空巢老人
“认领”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