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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全 市 今 天 多

云到晴，偏南风 3
到 4 级。今天最
高温度23℃，明晨
最低温度10℃。

本报讯 昨天，我市召开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全省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和最新部署要求，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与
疫苗接种工作相统筹，加快推进我市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确保如期完成阶段性
疫苗接种目标任务，着力构建人群免疫屏
障，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和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副书记、市
长陈金虎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金虎指出，实行全民免费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各地各部门要统一思想认识，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疫苗接种工
作的政治责任，将其作为科学精准常态化
疫情防控的头号任务来抓，精心精细、安全
稳妥、全力以赴加快推进，不断巩固拓展疫
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

要组织推进有力。各地各部门要按照
“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切实提高工
作组织化程度；要把疫苗接种工作作为“一
把手”工程，主要领导靠前指挥，分管领导
具体负责，确保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都
落实责任到人，做到定人、定责、定进度，确
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落实。

要服务保障到位。要迅速提升接种能
力，建立相对固定的大型临时接种场所为
主体、常规预防接种门诊和上门接种服务
为补充的疫苗接种服务体系，进一步挖掘
场地资源、做好人员物资储备，满足大规模
人群接种的需要。要做好疫苗供应调度，
及时与省对接做好疫苗配送保障工作。要
规范疫苗接种服务，及时向社会公开预防
接种单位信息，分类施策、优化服务，严格
遵守“三查七对一验证”原则，确保安全、规
范接种。要加强异常反应监测和救治，派
驻有经验的急诊急救人员，确保接种工作
安全有序。

要加强宣传引导。要做好示范引领，
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和党员干部要率先接
种，倡导广大党员带头接种、带动家庭、带
动群众，鼓励各行业单位积极打造“安心商
超”“安心菜场”“安心小区”等接种示范品
牌。要扩大面上宣传，把接种政策、注意事
项、接种流程及时间节点等关键信息，用喜
闻乐见的形式送到群众家门口，宣传接种
疫苗对维护群众健康的重要作用，提升接
种意愿。要继续倡导少聚集、戴口罩、勤洗
手等良好卫生习惯，引导受种人员落实个人防护。

要抓牢常态防控。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构建人群免疫屏障的长期性
和复杂性，特别是清明、五一假期即将到来，决不能放松疫情防控这根弦，继
续抓紧抓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措施，确保全市保持低风险，以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的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梁一波通报了全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情况。
市政府秘书长周承涛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设主会场，各辖市、区和常州经开区设

分会场。
昨天下午，市四套班子领导及机关干部带头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在医

务人员指引下，参加疫苗接种的人员有序出示身份证明材料，登记相关身份
信息，接受医护人员询问，了解接种注意事项并签订《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
苗接种知情同意书》。在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后，由医护人员逐个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并按要求留观30分钟。

据了解，目前全市88个疫苗接种点全部向市民开放。个人预约接种有
两种途径，一种是单位集中预约（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一种通过省平
台育苗通APP，预约成功后生成二维码，到接种单位出示即可接种。

（韩晖 舒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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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炮火纷飞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常武地区有一支热血青年组成的地方革
命武装——苏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活跃
在前黄、运村、漕桥一带，开展抗日游击
战斗，带给日寇和伪顽军沉重的打击。

位于前黄镇的新四军吊桥村突围战遗址
纪念碑，记录下了那些大小战斗中最悲
壮的一战——吊桥村突围战。

1940年11月8日，中共苏皖区党委
书记邓仲铭由澄武锡地区南下，拟经太
滆地区前往茅山地区新二支队司令部。
新四军独立第二团副团长李复率一个连
护送，独立第一团团长王丰庆率一个连
从茅山地区到太滆迎接。9日黄昏，部队
在武宜交界地区的寨桥乡吊桥村（现观
咀村吊桥自然村）会合，战士就地宿营。

此前几日，日军货船轮拖从宜兴开
往常州，途经钟溪桥，受到独立一团的痛
击。日军正要报复，得密报获悉新四军
驻扎在寨桥乡，便调集大批日伪军，分头
向吊桥村合围夹击。

“天还没亮，祠堂门口的战马便开始
不安地嘶鸣。这时，村民和部队都已醒
来，发现整个村子都被日伪军包围了。”
今年68岁的朱秀春是土生土长的吊桥
村人，从小就听父母讲述吊桥战役的故
事。她说，当时部队指挥所设在村中石

家祠堂内，吊桥村南北方向都是河，都有
敌人的主力部队，东面陆路也集结了大
量从漕桥过来的日军。唯一的办法，只
能通过村中间的吊桥向西突围。

拂晓，浓霜遍地，重雾笼罩。日伪军
分水陆两路，从东南、东北方面包围过
来；常州方面的日伪军也从前黄袭来，共
约1000人。李复、王丰庆分率部队组织
火力，封锁村东南的河口，正面牵制敌
人，掩护全体人员向西北、西南方向撤
离。 （下转A3版）

——观咀村及其所在镇前黄镇纪事
从吊桥村突围战，到“前黄攻坚战”

本报讯 连日来，我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应急管理局、交通系统和住建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切实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奋力在新征程上夺取新 的伟大胜利。
市场监管局用好多种教育资

源，并实现党史学习教育与推进年
度重点工作、落实市委重大决策部
署齐头并进，办好为民实事、开创
发展新局，统筹推进市场准入“品
牌塑造行动”、质量强市“示范争创

行动”、知识产权“强链护航行动”、安全治
理“攻坚提质行动”、智慧监管“提档升级
行动”、消费环境“协同共治行动”和基层
基础“规范建设行动”，切实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应急管理局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
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统筹抓好发展与

安全两个大局，加快实现应急管理体系
现代化，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并且把为民办实事作为开展学
习教育的落脚点，扎实开展“百团进百万
企业千万员工”宣讲活动，全面压实安全
生产责任，系统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水平。

（下转A2版）

市场监管局、应急管理局、交通系统、住建局：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百年·百地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奋斗百年路启航新
征程征程””追寻红色印记追寻红色印记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中共
中央宣传部今天公开发布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标识。

活动标识由党徽、数字“100”
“1921”“2021”和光芒线组成，生动
展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苦奋斗的百
年光辉历程。数字“100”构成标识
基本造型，“1”以100度仰角呈现，寓
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

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前进
道路上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党
徽位于标识左上方，寓意中国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砥砺前
行，不断创造新的人间奇迹。56根光
芒线将数字“100”连接成一个有机整
体，展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
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先锋队，寓意奋进之光照耀中华大地、
照亮未来之路。 （下转A3版）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标识

本报讯 昨天，全市2021年深
化“放管服”改革暨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专班工作会议在市行政中心召
开，安排部署2021年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重点工作。市
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方国强出席会
议并讲话。副市长杨芬主持会议。

会议印发了《常州市2021年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重点任务清单》，明
确18项攻坚任务、206条年度重点
改革措施。这些重点任务聚焦企业
全生命周期链条和城市高质量发
展，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间、减费
用、提升企业满意度、提升工作创新
度，为企业群众办事增便利、优服
务，提升城市长期投资吸引力。

方国强强调，要聚焦重点再发
力，深化改革攻坚取得更大突破。

一要聚焦“简政放权”，放出活
力和创造力。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向
基层下沉，加快实现“证照分离”改
革事项全覆盖；深化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改革，加快实现所有事项全流
程在线审批。同时，在一定范围内
积极探索推进告知承诺制，实现更
多“拿地即开工”场景。

二要聚焦“放管结合”，管出公

平和质量。推行“互联网+监管”，
推行以远程监管、移动监管、预警防
控为特征的智慧监管；提升信用监
管效能，推动信用信息在市场准入、
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领域应用；创
新包容审慎监管，为新业态发展留
足空间。

三要聚焦“优化服务”，提供便
利和实惠。深化“一件事一次办”，
真正实现“一窗受理、一表申请、一
套材料、一次提交、一站办结”；推动

“就近能办”，开展全市范围跨区域、
跨层级事项通办试点，在基层设置
更多无差别“全科窗口”，打造“15
分钟便民服务圈”；做到“办就办
好”，升级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
倒逼各地各部门不断提高服务质
量。 （下转A3版）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我市部署18项206条
年度重点改革措施

本报讯 昨天，我市召开“十四五”
交通重点项目建设暨常泰高速公路开工
动员会。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金虎宣布
我市“十四五”交通重点项目全面启动，
常泰高速公路开工。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何平，市领导
周斌、蒋自平、蒋锋、吴新法和市政府秘
书长周承涛参加活动。

“十四五”期间，我市将牢牢把握新
机遇、新优势，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高标准建设长三角交通中轴，到2025年
实现3小时通达全国重要城市，2小时畅
行江苏全省，1小时通达长三角城市群重
点城市，建成以常州中心城区为中心，覆
盖市域及周边市县的0.5小时交通圈。

常泰高速公路是落实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发展战略，优化全省过江通道布局，
推进跨江融合发展的重要项目，也是我
市加快东融西进、南接北联，打造长三角
中轴枢纽城市的重大项目。

该项目全长32公里（不含常泰长江
大桥），起自江宜高速公路春江枢纽，跨
德胜河后，经我市新北区魏村街道西，向
北顺接常泰长江大桥，止于沪陕高速公
路交叉处的泰兴东枢纽。该项目自北向
南串联沪陕高速和江宜高速，形成一条
新的纵贯江苏中部地区的南北向省际衔
接通道。

项目采用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
设，引桥段设计速度为每小时100公里，
桥梁宽度为33.05米；其余路段设计速度

每小时120公里，路基宽度为34.5米。其
中常州段长9.6公里，与346国道、122省
道交叉设置互通出入口收费站两处，与
江宜高速交叉设置互通式枢纽一处。常
州段共有主线桥梁5座，匝道、支线桥梁
21座，其中1座主线特大桥长达5.1公里，

概算投资59.48亿元，总工期48个月，计
划于2024年底建成通车。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市将加快
建设以交通中轴、创新中轴、产业中轴、
生态中轴、文旅中轴为主要特征的长三
角中轴枢纽城市，高标准打造长三角现

代物流中心、长三角独具特色的产业科
技创新中心、长三角休闲度假中心，大
力集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
术流，把“中轴枢纽”的潜力优势转化为
竞争优势。

（黄洁璐 韩晖 常交宣）

我市召开“十四五”交通重点项目建设暨常泰高速公路开工动员会

全面启动“十四五”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打造长三角中轴枢纽

“十四五”期间，我市将实施五大类
55个交通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450亿元。

一是构建衔接顺畅的铁路客运网。
加快建设“轨道上的常州”，重点打通常
州与江北、浙北、皖南地区的长三角中轴
主通道。我市将建设5条轨道交通：南
沿江城际铁路常州段、常泰铁路、连镇铁
路南延、盐泰锡常宜铁路、苏锡常城际铁
路。同时，完善铁路客运枢纽体系，规划
建设“互联互通”枢纽站。

二是构建环型放射的高等级公路
网。一方面，打造“三环19射”高速公路
网，建成溧宁、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开
工建设常泰、丹金杭、靖澄常宜、宁常4
条高速公路。另一方面，打造“四环21
射”快速路网体系，实施312国道、232
省道、239省道快速化改造以及龙江路
北延等工程。

三是构建通江达海的高等级水运体
系。加快构建“两纵两横一联”高等级航

道网，全力推进德胜河三级航道整治工
程、芜申线溧阳城区段航道整治工程，建
成锡溧漕河前黄枢纽。结合德胜河魏村
枢纽扩容改建，拓展常州港口岸线资源。

四是构建功能完善的民航基础设施
体系。加快推进常州机场航站楼改扩建
工程和机场综合枢纽前期工作。构建通
用机场+临时起降点通用航空网络，打
造15分钟通达的通用机场服务体系。

五是构建一体高效的综合货运枢
纽。加快整合提升铁路货场，建设奔牛
铁路货运物流基地；加快常州港和内河
港资源整合与转型发展，加快通江铁路

支线研究；加快常州机场作为区域性货
运枢纽机场的功能提升，建设常州机场
保税仓库和国际快件监管中心，提升综
合港务区发展能级，打造长三角现代化
物流中心。

其中，常泰高速公路、312国道横林
至湖塘东快速化工程、花海大道（嘉成
路-湟村线）快速化工程、沪蓉高速公路
青龙互通至焦溪古镇连接线、苏南沿江
城际铁路金坛站综合交通枢纽、苏南沿
江城际铁路武进站综合交通枢纽、芜申
线溧阳城区段航道整治工程7个项目今
年集中开工。这7个项目总投资208.0

亿元，2021年投资49.7亿元。
黄洁璐 韩晖 常交宣

链接：

“十四五”部分交通重点项目

常泰铁路：北接盐泰锡常宜铁路泰
州南站，南经盐泰锡常宜铁路接宁杭高
铁，形成纵向高铁通道。常泰铁路有助
于形成长三角中轴纵向高铁通道，支撑
苏中、苏北融入长江经济带、杭州都市
圈，推动江苏中轴崛起。常泰铁路里程
约147公里，其中常州境内里程约58公
里。 （下转A3版）

“十四五”期间——

我市将实施五大类55个交通重点项目

我市举行“十四五”交通重点项目建设暨常泰高速公路开工动员会。 高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