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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多云，夜里

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
雷雨，偏西风3级转西南
风5级阵风6到7级。今
天最高温度27℃，明晨最
低温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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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团市委举
办“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主题团
日活动，发布党史学习教育7个“一
百”活动，并承诺为青年办好8件实
事。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涛出席
活动并讲话，寄语广大青年以及各
级团组织用好党史这部丰富生动的
教科书，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好“学党
史、强信念、跟党走”学习教育，在党
史学习教育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情感，在常州改革发展实践
中乘风破浪、淬炼成才。

陈涛指出，全市广大青年要砥
砺青云之志，争当信念坚定有志青
年，勇于亮剑、敢于发声，传递青春

正能量，形成
最大同心圆；
要点燃实干之
炬，争当勇争
一流 有 识 青
年，在全市各

项工作中体现青年担当、展现青春
风采；要引领创新之风，争当建功立
业有为青年，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放管服”改革、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等领域勇闯新路、展现担当；要锤
炼高尚之德，争当弘扬新风有德青
年，积极投身志愿服务，主动为困难
群众办实事，让蓬勃朝气、文明风尚
成为常州的靓丽名片。

7个“一百”活动包括开展百场
“青年讲师团”示范宣讲、百场“青年
学习社”及线路学习观摩会、百场高
校团干部“信仰公开课”思政教育技
能比武、百场“青春向党 奋斗强国”
主题团队日活动等。（下转A5版）

团市委开展7个“一百”活动办好8件实事

本报讯 4月28日，钟恒新材
料扩建年产7万吨高性能特种聚酯
薄膜项目在钟楼经济开发区举行开
工奠基仪式。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梁一波出席并宣布开工。

常州钟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3年10月，是一家专注
于聚酯特种薄膜材料研发、生产和
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坚持科
技创新，已形成以差异化、功能化聚
酯薄膜为主打的高附加值产品组合
体系，新特优产品占比达 50%以
上，占据我国聚酯薄膜市场的重要
地位。

本次项目总投资8亿元，用地
面积5.7万平方米，建筑设施面积5
万平方米，生产厂房、研发楼同步建

设，基础工程将于今年底竣工。项
目拟购置薄膜生产线2条，分切机2
台，造粒机、粉碎机等先进设备56
台（套），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新
型绿色智能工业化道路。项目达产
后，可形成年产各类高性能特种聚
酯薄膜产品7万吨，预计新增销售
收入约10亿元，新增利税2亿元，
新增就业170余人。

据了解，在以光学聚酯膜新材
料产品为代表的特种聚酯膜新材料
领域，日韩企业长期处于垄断地
位。钟恒新项目的实施，将在一定
程度上突破“卡脖子”技术壁垒，促
进国产高端光学膜新材料产品替代
进口，推动我国光学膜新材料实现
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吴同品）

总投资8亿元钟恒新材料扩建项目开工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今天，常州
三杰纪念馆将以新面貌亮相。

常州三杰纪念馆及周边环境整治提
升工程于去年底全面启动。工程包括：
瞿秋白纪念馆怀霜社游客中心建设，周
边景观风貌整体提升；张太雷纪念馆广
场提升，太雷青年信仰空间建设；恽代英
纪念馆周边曹氏宗祠、斗姆阁两个不可
移动文物修缮，恽代英生平事迹展陈内
容提升等。

与以往从延陵西路的正门走进纪念
馆不同，瞿秋白纪念馆重新开放后，参观
者可以把位于瞿秋白纪念馆东侧的游客
中心——怀霜社作为参观起点。

为了能让参观者多途径了解秋白、
走近秋白，怀霜社设置了舞台区、临展活
动区、藏书阅读区、红色文创实践区等。
位于游客中心东侧的怀霜书社采用中轴
对称的空间布局，端庄典雅，富有浓郁的

诗书气息。结合阶梯式的开放区，这里
展示铁健书库及观泉书库两个专家书
库，由瞿秋白研究专家陈铁健、王观泉捐
赠，共有图书8000余册。

张太雷纪念馆太雷青年信仰空间给
游客提供展示、观影、学习、体验、购物、
休憩综合体验地。张太雷纪念馆西侧的
常州三杰红色教育培训中心正在进行校
舍改造等硬件完善工作，7月1日前正式
接受党员培训团队预约服务。

恽代英生平事迹展览也作了改进。
据悉，常州三杰纪念馆组建3年来

总计接待近500万人次。
（郑雨露 常文广旅/文 朱臻/摄）

链接：
瞿秋白纪念馆（常州市延陵西路

188号）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周一闭馆）

9:00-16:00 （下转A2版）

今天起，常州三杰纪念馆新面貌亮相

本报讯《常州市焦溪古镇保护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今年5月1
日起正式施行。昨天上午，市人大常委
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条例》特色亮点
进行解读，并就贯彻实施提出要求。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建国出席会议。

焦溪古镇是我市弥足珍贵的优秀
历史文化遗产，是江南水乡古镇典型代
表之一，拥有以“黄石半墙”建筑为特色
的江南水乡风貌、完整的空间格局和传
统手工艺等。焦溪古镇2014年2月入
选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4年
11月入选中国第三批传统村落名录，

是目前常州地区唯一拥有双重头衔的
古镇。

2018年起，我市和天宁区两级政
府积极推动焦溪古镇加入江南水乡古
镇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同步委托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牵头制定焦溪古
镇保护管理规划，委托东南大学建筑设
计研究院编制《江南水乡古镇焦溪保
护、整治、展示三年行动计划（2020-
2022年）》。

为了对古镇的规划管理、保护措施、
传承合理利用等方面予以进一步规范，
推动古镇持续健康发展，市人大常委会

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调研古镇保护
需要的基础上，于2020年12月制定
了《条例》。《条例》主要围绕焦溪古镇
的保护范围、保护对象、保护措施等内
容，聚焦历史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和
传承利用，重点对焦溪古镇管理体制、
构建科学保护管理制度、完善保护责
任人制度、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
和合理利用、对违法行为处罚等方面
作出了具体规定。

《条例》的颁布实施，为焦溪古镇
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在《条例》即
将实施之际， （下转A2版）

《常州市焦溪古镇保护条例》5月1日起实施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我市交通部
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出行人数预
计不但超过去年同期，而且超过2019
年同期。

常州公路中心根据历史数据，结合
目前的防疫情况，预计今年“五一”节假
日期间全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日均断面

流量将达到15537辆，比2020年同期增
长20.5%，比2019年同期增长2.73%。

铁路常州站预计4月30日至5月
6日发送旅客43.9万人次。

常运集团预计4月30日至5月5
日发送旅客9.8万人次。

常州国际机场假期高峰期日均客

流量预计有6万人次。
目前仍处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

间，我市各运输部门提醒旅客，旅行途
中请务必做好个人防护工作，并配合
工作人员落实好相关管理措施。

（黄洁璐 赵云霞 张冉冉
常运宣 尚文林）

今年“五一”假期出行人数预计：

不但超过去年同期，而且超过2019年同期

本报讯 2021西太湖（春季）国际
车展明天将在西太湖国际博览中心开
幕。A、B、C三个展区面积达1.5万平方
米，汇聚近百家车企。新能源汽车首次
集体参展，有轿车、SUV、MPV等主流
热销车型。

明都汽车集团将展出北京现代、广
汽本田、奥迪、进口大众、林肯、路虎捷
豹、东风雪铁龙、五菱、吉普、斯巴鲁、领
克、福特等。

常州外汽集团参展的有一汽大众、
红旗、斯柯达、长安马自达、荣威、一汽马
自达、一汽奔腾、一汽丰田等。

东风日产至高综合优惠4万元，首
推发动机、变速箱终身质保优惠政策。
全新奇骏和启辰新车发布将成为亮点，
尼桑、英菲尼迪、东风风神、领克都有独
立展位。

江苏宝尊集团的主力车型集中在宝
马、沃尔沃、荣威三个品牌。常州本土品
牌新能源汽车理想，国产新能源汽车头
部品牌蔚来和小鹏等同台竞技。

（宋菊）

西太湖车展
明天开幕

本报讯 我市九洲投资集团在生
命健康和康养产业领域又迈出一大
步。昨天，中关村精准医学基金会康
养示范基地授牌仪式在我市金东方举
行。由此，我市金东方成为中关村精
准医学基金会在全国设立的第一个康
养示范基地。

昨天，该基金会在金东方宣布，启
动全国“健康中国2030”关爱中老年
干预膝骨关节疾病公益活动。

中关村精准医学基金会是在国家
卫健委指导下成立的精准医学科研机构
平台，以贯彻和服务国家大健康战略为

宗旨，以解放军301医院为支撑，通过研
发、实践21世纪生物细胞治疗疾病高端
医疗技术，提高人的生命健康水准。

九洲投资集团是深耕常州本土
33年的多业态综合型集团，在创投、
地产、金贸、工业、商业、康养、文旅、酒
店等领域均取得成功。作为金东方颐
养中心和金东方医院的创始人和全资
股东，九洲投资集团此次牵手中关村
精准医学基金会，将在金东方医院建
立医学中心，进行功能医学和慢病管
理，以及医养一体康养示范项目研究
应用，首个项目是“人脐带间充质干细

胞治疗骨关节炎”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临床研究与应用。

授牌仪式上，九洲集团董事长刘
灿放表示，秉承中关村精准医学基金
会“以创新驱动为指导，推动精准医学
科学技术发展为目标，为建立科学的
医学科学体系作贡献”宗旨，九洲投资
集团将以金东方康养基地为依托，致
力于为常州乃至更大地区的人民提供
更精准、更高效的高端康疗服务，致力
于慢病防控与基础研究，致力于推动

“被动医疗”向“主动保健”转变，造福
百姓。 （下转A5版）

九洲集团在生命健康和康养产业领域再迈新步伐

中关村精准医学基金会：

在金东方设立全国第一个康养示范基地

本报讯 4月28日，副省长马欣带
队来我市检查文化和旅游领域安全生产
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金虎陪同检
查。

马欣一行首先来到中华恐龙园。作
为常州一张靓丽的旅游名片，中华恐龙
园“五一”假期预计将迎来旅游高峰。恐
龙园集团对此已做了充分准备，突出抓

好游乐设置、消防安全等重点环节安全
管理。在恐龙园安全指挥中心，马欣详
细了解了度假区的安全风险点、消防系
统、安全培训、应急演练、隐患排查治理
等工作。在恐龙园4D过山龙项目现
场，马欣详细了解了特种设备维护保养
检测工作。在察看并听取景区节日运营
准备情况后，马欣要求中华恐龙园细而

又细、严而又严、实而又实做好各项安全
预案，为游客营造安全、舒适、有序的旅
游环境。同时，要继续抓好疫情防控工
作，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坚决按照
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做好各项工作。

马欣一行还察看了常州博物馆、瞿
秋白纪念馆、天宁禅寺、常州旅游集散中
心、中国春秋淹城旅游区等。他要求我

市上下绷紧安全之弦，把安全隐患尽快
整改到位，人流聚集场所要加强治安、安
保及交通引导，重点行业领域要堵塞监
管漏洞，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人
民群众过一个平安欢乐的节日。

市领导李林、陈正春和市政府秘书
长周承涛陪同检查。

（郑雨露）

省领导来常检查文旅领域安全生产

张太雷纪念馆广场提升工程完成。

瞿秋白纪念馆怀霜社游客中心建成。在这里，设有两个专家书库。

恽代英生平事迹展陈列出新。

本报讯 昨天，我市召开政协
党的建设工作推进会，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政协党的建设
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市委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
协党的建设工作的决策部署，以新
思路、新举措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政
协党的建设。市政协党组书记、主
席白云萍强调，要对标对表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和政协党的建设制度
安排，立足政协性质定位、发展方位
和职责使命，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创
新方法，推动政协党建工作提质增
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
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

白云萍指出，要进一步提高对
加强政协党的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从“两个伟大革命”的高度来认识政
协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政协
事业是党领导人民推进伟大社会革
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协党的建设
是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自我革命的

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是建党100周
年，无论是回顾过去、总结现在，还
是展望未来，我们都必须更加坚定
地推动政协党的建设走深走实。

白云萍要求，进一步明确政协
党的建设的重点工作任务。更加重
视党的政治建设，带头做到“两个维
护”；更加重视思想理论建设，用新
思想武装头脑，深化对凝聚共识理
论的认识；更加重视政协党的建设
和履职工作的结合融合，以履职成
效检验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质量和
水平；更加重视制度建设与党建责
任落实，充分发挥党支部堡垒作用、
党员委员先锋模范作用。要进一步
加强对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探索与
创新，政协各级党组织要压实政协党
建工作第一责任，一级带一级，切实
把党的建设作为重要内容来指导推
动、督促落实，在组织设置方式、创
出政协特点、发挥委员党员作用等
方面进行探索创新。（下转A2版）

我市召开政协党的建设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社会委主任委员陈建国，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成员徐新民日前带领部
分委员和人大代表调研我市残疾人
保障工作。

调研组先后深入武进区励志残
疾人之家、新北区龙虎塘街道残
联，深入了解残疾人劳动就业、社
会保障、康复治疗以及无障碍设施
建设等情况。武进区励志残疾人
之家成立于2011年，近 3年已安
排500多名残疾人就业、800多名
残疾人辅助性就业，400多个家庭
和个人由此实现脱贫。龙虎塘街
道残联成立以来，累计为残疾人提
供康复训练及日间照料2万余人
次，先后为41名残疾人提供了辅助
性就业岗位，累计实现辅助性就业
产值110万余元。

在专题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
了全市残疾人保障工作情况汇报，
与会部门及人大代表进行了座谈交
流，并提出了意见建议。

我市现有残疾人24.4万多人，
其中持证残疾人已突破8.5万人，
重点残疾人占42.4%。“十三五”以
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市残疾人
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残疾人
权益保障制度健全完善，法规政策
保障、权益保障机制、民生福祉保
障、健康权利保障、（下转A5版）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全市残疾人保障工作指出——

要关注关爱每一位残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