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19日下午在北京通过视
频连线，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见证
两国核能合作项目——田湾核电站和
徐大堡核电站开工仪式。

北京时间17时许，习近平抵达人
民大会堂主会场，同在克里姆林宫主
会场的普京互相挥手致意。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和俄罗斯副总理
诺瓦克共同主持仪式。

中俄双方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
人、工程建设者代表通过视频连线分
别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田湾核电站分会
场、辽宁省葫芦岛市徐大堡核电站分
会场，莫斯科政府大楼分会场、罗斯托
夫州原子能机械制造厂分会场参加仪
式。两国企业负责人分别向两国元首

汇报项目进展情况。
两国元首分别致辞。
习近平对中俄核能合作项目开工

表示热烈祝贺，向两国建设者致以崇
高敬意。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睦
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我同
普京总统商定，将在更高水平、更广领
域、更深层次推进双边关系向前发
展。 （下转A5版）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见证
中俄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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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19日，市委常委会
举行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和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以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
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传达学习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安保维稳攻坚行动动员部署会议
精神，听取我市贯彻落实的总体安排
方案,讨论研究相关文件。市委副书
记、市长陈金虎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
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和在河南
南阳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把

握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结合常州实
际情况抓好贯彻落实。要贯彻节水优
先原则，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业，切
实保障生产、生活、生态用水，大力推
进农业、工业、城镇等领域节水，以水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常州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要更大力度抓好水生
态保护修复，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抓好河长
制、湖长制工作，确保水质安全稳定，
全力建设美丽常州样板。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贡献

更多常州力量。要加快推动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调
整，努力开创常州绿色低碳发展新局
面。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
推进污染综合防治，强化大气污染防治
管控，科学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坚
定不移系统推动长江大保护，打造“天
蓝、水清、土净”的生态名片。要树立“全
市一盘棋”思想，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会议强调，做好庆祝建党100周年
安保维稳工作，是当前全市一项十分重
要的政治任务。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
最实措施、最优作风坚决打赢安保维稳
硬仗。

会议讨论研究并原则同意《关于组
织开展“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的工作方案》。会议强调，“永远
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是中
央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出
的一项重要安排部署。要注重结合，营
造浓厚氛围。各地各单位要精心组织好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党的盛典、人
民的节日”的浓厚社会氛围。

要创新形式，充分发动群众。多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多建群众能参与、
爱参与的平台， （下转A3版）

陈金虎主持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

本报讯 5月19日上午，市
委党校、市行政学院2021年春季
学期第二轮主体班开学典礼举
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季培东
出席并作《从党史中汲取前行力
量，以昂扬斗志迎接党的百年华
诞》专题辅导报告。

季培东指出，将“学党史”作
为本轮培训班开班第一课，就是
要推动全市党员干部更好地从党
的百年非凡历程中感悟真理的力
量、体悟人民的力量、汲取奋进的
力量，以新气象开启新征程、以新
作为创造新业绩。全体学员要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
的历史重要论述，充分认识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重大意义，认识到
历史是重温光辉历程、砥砺初心

使命的生动“教科书”，党史是传承
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的最好“营
养剂”，学史是发扬优良传统、凝聚
奋进力量的政治“必修课”；要全面
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
程和历史性贡献，深刻把握党在常
州的浴血奋战史、艰苦创业史、改革
创新史，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
扬好；要落实好市委对全市党史学
习教育的部署要求，思想认识再深
化，学深悟透再发力，方式方法再创
新，为民办事再聚焦，传承精神再奋
进，层层责任再压实。

季培东强调，党员干部作为
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骨干力量，汲
取党史智慧，在危机中育先机、于
变局中开新局，守土有责、重任在
肩， （下转A3版）

市委党校春季学期第二轮主体班开学

本报讯 19日上午，市人大
代表金坛代表团第三组的代表们
走进朱林镇，开展接待群众月活
动。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
委主任张春福以人大代表身份参
加活动。该活动也拉开了全市

“人大代表接待群众日”暨“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序幕。

根据年初工作计划，为进一
步密切人大代表与群众的联系，
更好倾听民声，反映民意，帮助
推动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
题，切实为群众办实事，本月市
人大常委会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人大代表接
待群众月”暨“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活动以代表小组为单
位，走进村、社区、企业，走进人大
代表之家，集中开展接待人民群众
活动，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群
众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建
议，了解群众需求和实际困难等。
在常的全国和省人大代表编入代
表小组参加“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

19日的活动中，代表小组一行
来到江苏天成涂装系统有限公司
和朱林镇米猪保种场，了解企业生
产经营、项目建设情况，并与企业
家和项目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
随后，在朱林镇代表之家接待群众
座谈会中， （下转A3版）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人大代表
接待群众日”活动

走进基层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 由省文旅厅和市政
府主办的2021年“中国旅游日”
江苏分会场活动昨天在金坛宝盛
园举行。以“水韵江苏·美好生
活”为主题，江苏13座城市推出
丰富的旅游日惠民活动，助力旅
游市场恢复和发展，促进旅游绿
色发展。省文旅厅党组书记、厅
长杨志纯，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金
虎出席活动，并以复原主题魔方
形式启动旅游日活动。

现场，携程网公布有关数
据。自3月底“水韵江苏”文旅消
费推广季推出有关活动，至5月
10 日，全省接待旅游人次较
2019年同期恢复率为102%，旅

游交易额较2019年同期恢复率为
120%。

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江苏各
地旅游单位推出512条惠民举措和
200余项主体活动，推出10条“水
韵江苏”绿色主题精品旅游线路。

启动仪式后，在宝盛园帐篷酒
店区“十三侠·聚茅山”主题展上，

“世界文学之都”南京、“教我如何不
想她”常州、“世界运河之都、世界美
食之都、东亚文化之都”扬州等13
座主题帐篷内精心安排了有关内
容。

省文旅厅副厅长李川，副市长
陈正春和市政府秘书长周承涛参加
活动。 （周洁）

中国旅游日江苏分会场
活动在常启动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常州市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市
常住人口为527.8万人，与2010年（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下同）相比，
人口增长量和增幅均列全省第4位，人
口总量占全省的比重提升到6.23%，在
省内排位由第10位上升至第7位。

普查结果显示，过去10年我市人
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城镇人口持续增
加，人口素质不断提高。

人口规模：增幅高于全
省，城镇化率明显提升

全市常住人口比2010年增加
68.6万人，增长14.93%，年平均增长
率为1.40%。从全省情况来看，我市
人口增幅高出全省7.19个百分点，年
均增长率高于全省0.65个百分点。我
市人口总量较快增长，流入人口是主
要因素。普查数据显示，我市流动人

口为183.2万人，其中省外流入人口
103.4万人、省内流入人口79.8万人。

我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为
406.8万人，比2010年增加116.7万人；居
住在乡村的为121.0万人，比2010年减
少48.1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0年
前的63.17%提高到77.07%，高出全省
3.63个百分点。

家庭规模继续缩小。全市共有家庭
户194.3万户、集体户11.7万户，家庭户人

口为487.9万人、集体户人口为39.9万人。
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51人，低于全
省0.09人，比2010年的2.71人减少0.2人。

人口结构：性别比略有上
升，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常住人口中，男性为271.2万人，占
51.38%；女性为256.6万人，占48.62%。
我市总人口性别比为105.67，比2010年
的103.99上升了1.68个点。（下转A3版）

人口总量列全省第7
劳动年龄人口为348.3万人，10年增加15.8万人

全市常住人口达527.8万人 10年增加68.6万人

本报讯 五月有劳动者的节
日，也有青年人的节日。昨天，我
市评选发布“最美青年”“最美职
工”。

3名“最美青年”分别是：中
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长三角物理
研究中心科学家工作室主任吴
凡，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工
人陈士恩，武进区府东路消防救
援站站长滕振。

3名“最美职工”分别是：常
州宝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副工段
长徐剑，常州华利达服装集团有
限公司技术部样板副总经理蔡干
忠，江苏皓月涂料有限公司储运
包装工段长马金丽。

本报近期将陆续报道他们的
先进事迹。

（唐文竹）

我市评出
“最美青年”
“最美职工”

新北区有一个村在革命年代出了
7位烈士。这个村，是薛家镇的叶家
村。

吴雄武是其中的一位。
吴雄武1916年出生，1942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抗日革命工作。
1944年离开家乡，由武进县委介绍到
某部五分区部队当侦察员，后来当班
长。1945年1月，调武进县警卫营，
任指导员。1945年，他率警卫营配合

五分区后卫队，参加孝都马庄湾战斗，
消灭敌“镇波军”（原汉奸周佛海旧部）
有生力量。

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土豪恶棍扬
言要活捉吴雄武。吴家也经常遭受骚
扰。他爱人为他担忧，对他诉说家中
困难，吴雄武耐心说服爱人：“革命会
胜利的，生活会好的！”

1945年10月，新四军北撤，组织
决定让吴雄武留在江南坚持斗争。
1947年，为了加强澄武边区工作，留
守处领导决定让他担任澄武边区武工
组长，带领徐银林、李银生开展工作。
当地反顽势力相当猖獗，斗争残酷艰
苦。吴雄武不畏艰险，从不计较个人
安危。他们镇压了从苏北潜逃江南的

“还乡团”首恶分子殷文光。
为了便于隐蔽，吴雄武等3人在官

庄村南的河堤上秘密挖了一个地下室。
1948年 5月25日，他们晚间进入地下
室，不料被反动保长盯梢窥探，看到他们
进入密室后，反动保长即向敌人告密。
翌日，伪区长纠集百余人，气势汹汹包围
河堤搜寻，并强迫群众把河堤上的莶萪
全部割光，又强迫群众翻地。最后，地下
室出入口被发现，但敌人不敢进去，只在
外面叫嚷。开始，敌人妄图以金钱、官职
诱骗吴雄武等人出来投降，吴雄武斩钉
截铁地回答：“活的没有，只有死的。”敌
人见利诱不成，向里面开枪、掷手榴弹，
吴雄武他们也向外开枪还击。敌人改为
向里面灌水、灌粪。但是，也不起作用。

就这样，相持到下午。
敌人向地下室喊话，得到的回答是：

“叫伪区长来谈判！”伪区长派自卫队前
去，妄想接近洞口，此时，密室里飞出一
颗子弹，打中了一名自卫队员的左臂。
灭绝人性的敌人，把浇上火油的麦秆扎
在竹竿上，点燃后塞进洞里，再用湿被子
闷住洞口，想用烟熏迫使吴雄武出降。

吴雄武和徐银林、李银生自知不能
脱身，从容地将文件撕毁，又把两支盒子
枪拆掉，只留一支手枪准备就义。傍晚
时分，洞里传出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
歌声，随后听到高喊：“共产党人是誓死
不屈的！”接着，洞里响起枪声。吴雄武
等3人为党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时年，吴雄武32岁。 （下转A5版）

——薛家镇叶家村纪事
“地窖三英雄”

新建的冯仲云教育基地位于横林镇，占地约1000平方
米，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基地分上下两层，围绕冯仲云
将军的一生，陈列其生平事迹介绍、著作、遗物、勋章等，是
综合性教育基地，将于本月29日正式对外免费开放。

陆尧 周焱杰 高岷图文报道

冯仲云教育基地
本月29日起开放

本报讯 5月19日，江苏德
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在“拿地”2
小时内，同步取得了“四证三
书”。“四证”包括“不动产权证”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
可证”，“三书”为“人防行政许可
决定书”“施工图审查合格书”“质
安监登记备案通知书”。此次“四
证三书”齐发，标志着全市首个

“四证三书”齐发案例由常州高新
区成功培育，常州高新区正式进
入“拿地即开工”时代。

项目建设涉及部门多、技术
要求高，过去，产业项目从拿地到
开工至少需要4-6个月。江苏

德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本次新建项
目总投资3亿元，主要研发、生产、
销售产品包括智能换刀机构、液压
系统、主轴等。在常州高新区专区
化、保姆式、智能化服务的帮助下，
新建项目实现了从拿地到开工“零
时差”。 （下转A5版）

常州高新区出现第一例：

“拿地即开工”

天气预报
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

到大，局部暴雨，东南风 5 级阵风 6
到 7 级。今天最高温度 24℃，明晨
最低温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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