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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

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
4 到 5 级，雷雨阵风 8 到 9
级，今天最高温度 31℃

（室外体感高温33℃），明
晨最低温度25℃。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长丁纯主持
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
话精神，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

丁纯指出，“7·26”重要讲话，习总
书记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深刻阐述
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深刻阐明了未来一个时期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
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

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具有很强的思
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为开好党
的十九大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思想
基础和理论基础。

丁纯要求市政府系统把学习好、宣
传好、贯彻好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迅速
掀起学习贯彻热潮。要把深入学习、深
刻领会讲话精神，与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衔接起来，与学习

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结合起来，紧
密联系常州发展实际，真正做到融会
贯通；要切实增强维护核心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坚决有力的行
动落实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确保
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统筹抓好各
项重点工作落实， （下转A6版）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

学习贯彻“7·26”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建
设宁杭生态经济带，为我市带来新的发
展机遇。昨天，市委书记费高云赴溧阳、
金坛两地，专题调研宁杭生态经济带建
设工作。

围绕生态经济主线，溧阳近年来着
力打造绿色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产
业。费高云一行深入普莱德汽车新能
源电池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等，实地了
解有关情况。普莱德项目主要为新能
源汽车提供配套，一期工程已建设两
条自动化生产线，二期将增加 8 条，实
现 5GWH 年产能，并打造江苏新能源

汽车电池研发中心。总投资 50 亿元
的璞泰来项目，一期月泉隔膜项目下
月就将建成试生产，达产后将形成年
产 7. 2 亿 平 方 米 多 功 能 微 孔 隔 膜 能
力，预计实现销售收入 32 亿元。费高
云对溧阳以高科技、绿色、环保为主
题，推进先进制造业不断转型升级的
做法表示肯定，希望通过政府服务能
力提升和产业集聚效应增强，吸引越
来越多的绿色制造企业落户，使“产业
美”成为溧阳发展的新名片。

在金坛，儒林镇工业集中区重点承
载以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汽车配件、

医疗器械为核心的科技含量高、投入产
出比高、发展前景好的成长型企业，通过
集约节约开发，园区主要经济指标呈现
较快增长，与长荡湖旅游度假区共同形
成支撑儒林经济社会发展的双翼。费高
云希望金坛依托相关园区，加快产业结
构调整步伐，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的生态
经济。

宁杭生态经济带贯穿江苏西南部和
浙江西北部，除了经济实力较强，生态、
旅游资源是该经济带最大的优势。为此，
溧阳聚焦“建设宁杭生态经济带最美副中
心城市”目标，大力实施全域旅游开发，重

点打造全长300公里的特色旅游公路，
把景区和乡村旅游景点串联起来，力争
今年国庆节前贯通。费高云一行在沿
途的蛀竹棵村、翠谷山庄等地，详细了
解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情况。

金坛着力将自然资源与当地文化
相结合，发展独具特色的旅游产业。坐
落于茅山旅游度假区的东方盐湖城，一
期核心项目茅山盐泉小镇年接待游客
量达 150 万人次，下一步将打造集主
题型农业休闲体验、复合型休闲文化
展示和多元型旅游住宿体验于一体的
综合型营地度假区； （下转A6版）

费高云赴溧金两地专题调研

在宁杭生态经济带建设中找准产业定位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长丁纯主持
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集体学习政府信
息公开法律制度解读，审议通过《市政府
关于深化学前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

（2017－2020）》等。
该《意见》以公益公平、普惠于民，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科学规划、创新驱动，
优质均衡、内涵发展为原则，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建成广覆盖、保基本、有质
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意见》明
确“市级统筹，以县（市、区）为主”的学前
教育管理体制，按照每 1 万左右常住人

口设置 1 所幼儿园的标准，规划布局教
育设施，明确按照师生比1：15的教师配
备标准，足额配置保教人员，全面提升学
前教育质量和水平。

会议指出，当前学前教育仍然是整
个教育事业的薄弱环节，“入园难”“入园

贵”问题还未解决，各地各部门要认清
学前教育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
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教育部门
要发挥牵头作用，积极与相关部门沟
通衔接，形成齐抓共管、分工协作的良
好局面。各辖市区作为责任主体，要
加强统筹规划，细化配套政策，制订推
进措施，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的责任机制，推动各项改革落到实处。

会议还审议了《“健康常州 2030”
规划纲要》《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储备
工作的若干意见》等。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曹佳中，副
市长方国强、梁一波、许峥和市政府秘
书长杭勇出席会议。部分市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受邀列席会议。 （宋婧）

师生比配备标准1：15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深化学前教育改革意见

每1万常住人口建1所幼儿园

本报讯 顺泰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本月 17 日与天合光能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鼎力助推光伏项目。至此，这家成
立5年的全市首个国有控股融资租赁公
司已投放25亿元助力实体经济发展，而
且从未发生一笔逾期和坏账。

新模式解决大难题

融资租赁，是银行信贷之外的一种
重要融资方式，由融资租赁公司根据承

租人的要求，出资向供货商购买租赁物
件后，出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则分期
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金。

5 年来，顺泰租赁公司在常州引入
这种融资新模式，为东风汽车、天合光
能、同和纺机等近 80 家实体企业，投放
资金 25 亿元，占到该公司 5 年放款总额
的近一半。其中，不少贷款为企业解了
燃眉之急。

常州市同和纺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是我市一家智能装备制造业企业，其研发、
生产的纺织成套设备售价少则上千万元、
多则上亿元，意向客户往往因为难贷款而
不能采购其产品。该公司有一家宁夏的客
户，有意购买26台同和纺机，可只有500
万元资金。客户在本地贷不到款，常州银
行想支持同和促成生意又有属地限制。最
终，还是顺泰租赁公司解决了难题，采取厂
商租赁的方式，让同和成功出售了26台纺
机，而宁夏公司只需首付500万元，随后分

期支付租金。
5年来，顺泰租赁共向近100家企

业累计放款40亿元，其中对高新区企
业的放款达到25亿元，对实体经济的
资金扶持占总量近一半。5 年累计利
税达2.1亿元，上缴税金7000多万元。

新方向大力助富民

此次顺泰租赁携手天合光能，助
推的项目是发展家用光伏，不仅可以
支持天合光能做大家用光伏市场，还
能帮助农民增收。

一个农村家用光伏电站投入 5-
20 万元。有了顺泰租赁公司的加
入，农民只要出 30%的钱，6 年后就
可以领取家用光伏电站并网发电的
补贴。以屋顶电站投入 5 万元为例，
农户出资 1.5 万元，屋顶电站建成后
6 年内发电上网的补贴用于支付租
金， （下转A6版）

从未发生一笔逾期和坏账

顺泰租赁公司：

已投放25亿元助力实体经济

青春文艺公社首届星巢音乐节
27 日在殷村举办，由青春音乐公社近
30 名新锐原创音乐人组成的星巢大
乐团演绎了民谣、摇滚、流行、爵士等
原创作品，朴树、陈粒、鹿先森、项亚蕻
等嘉宾受到欢迎。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科教城党工委书记徐光辉与乐迷
们一起欣赏演出。

昨晚，学员颁奖典礼举行。今年
青春文艺公社大师训练营也落下帷
幕。徐光辉和副市长方国强出席活动
并为学员颁奖。

陈荣春/文 张海韵/摄

青春文艺公社大师
训练营落幕

星巢音乐节
在殷村举办

“为企业服务是银行的天职，
我们要回归金融机构的本源，积
极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同时，在传统业务的
基础上守正出奇，在发展和风控
间做好平衡。”日前，江苏银行常
州分行行长、党委书记蒋敏接受
采访时表示。

顺势作为 聚焦制造业发展

蒋敏介绍，今年以来，货币市场
流动性放缓，银行信贷投放规模逐
步偏紧，市场资金成本不断走高，

“原本预估的‘资产荒’成了现实中
的‘负债荒’。”

在这一背景下，今年伊始，江苏
银行常州分行就将“贷款总体投放、
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持、对绿色金融
产业的支持、对上市公司和新三板
企业的支持”列入全年考核重点。

一方面，该行向总行积极争取
信贷资源；另一方面，主动调整信贷
结构，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释放信
贷资源，通过压降贴现增加实贷，聚
焦资源投向制造业，支持实体经济。

截至发稿，该行今年新增实体贷
款投放52亿元，新增投行类实体信贷
投放近 59 亿元。其中，通过“产业引
导基金”创新模式支持实体企业融资
14.4 亿元，不仅在全市同业中排名领
先，还超额、提前完成了系统内的年度
指标。

精准服务 切中企业痛点

前段时间，蒋敏带队参加了经开
区某银企对接活动。“我们当场看中某
企业，隔天就带着由前、中、后台人员
组成的团队上门拜访。”该企业属于轨
道交通相关的高端制造业，发展前景
良好，目前对生产性流动资金及保函
的需求较大。蒋敏表示：“只要企业材
料齐备，一周就能放款。”随后，该企业
如期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获得信用贷
款5000万元。 （下转A8版）

——访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行长、党委书记蒋敏

回归本源 守正出奇

本报讯 昨天起，钟楼经济开发
区经济、建设、国土、规划、财政等 5
个部门办公地址迁到邹区镇，在会灵
东路 7 号（邹区镇政府西侧）办公。
这标志着钟楼开发区西进战略迈出
坚实一步。

（下转A6版）

“西进战略”迈出坚实一步

钟楼开发区5部门办公场所迁到邹区
重大项目提升重大项目提升年年

在现在现场场金融金融

本报讯 经过 6 个比赛日的角
逐，第十三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决
赛昨晚在天津市人民体育馆落下帷
幕，江苏队3：0战胜上海队，以全胜
战绩顺利夺金。

这是江苏女排时隔 38 年再次
进入全运会决赛，也是江苏女排历
史上首次捧起全运会冠军奖杯。

昨晚，市委、市政府向征战第十
三届全运会的江苏体育代表团发去
贺电。

2014 年，在省体育局关心下，
江苏女排创新组织模式，按照省
市联办思路，引入江苏中天钢铁

集团，三方共同组建成立江苏中天
钢铁女排俱乐部，成为国内第 3 家女
子排球俱乐部，也是我市首个职业
体育俱乐部。

3 年来，江苏女排一步一个脚印，
一年一个台阶，竞赛成绩和队伍建设
取得较快发展。在 2016 年里约奥运
会上，江苏女排队员惠若琪、张常宁、
龚翔宇入选中国女排阵容，并作为主
力队员助力中国女排时隔 12 年再次
夺得奥运会冠军。在 2016-2017 赛
季全国女排联赛中，江苏女排连战连
捷，首次摘得联赛桂冠。

（谢秋萍 杨杰）

市委市政府发出贺电

省市联办再结硕果

江苏女排首夺全运会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