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17日上午 10时至 11时袁人民医院尧中医医院相关负
责人将走进 叶政风热线曳 与市民沟通交流袁 市民可拨打
82711234尧82721234或发送留言到金坛第一时间微信公众号
jtdysj参与节目遥

政 风 热 线 预 告

今年 8月 19日为首个野中国医师节冶遥 8月 14日袁首届金
坛大美医生 30人袁 以及来自我区各医疗单位临床一线的医师
共计 200人袁在金沙广场举行宣誓仪式袁激励广大卫生与健康
工作者大力弘扬野敬佑生命尧救死扶伤尧甘于奉献尧大爱无疆冶的
崇高精神袁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袁加快
推进健康金坛建设袁种好金坛健康幸福树遥

宣誓完毕后袁首届金坛大美医生们举行了义诊活动遥 外科
专家司马衡医生今年已 80高龄袁但仍然活跃在临床一线遥年轻
医生纷纷表示袁 除学习司马医生几十年积累的医术经验外袁更
要学习他献身医疗卫生事业的崇高精神遥

邵桢 顾裕铭

本报讯 野项目之所以选择
落户金坛袁不仅因为我们看到了
整个中国无人驾驶的趋势袁而且
金坛确实具备了很多我们需求
的条件袁经历这段时间渊项目的
签约到落户冤袁 企业感受到金坛
政府一流的服务袁也很想把德国
技术带来金坛遥 冶在 8月 8日上
午举行的胜伟策电子 渊江苏冤有
限公司奠基仪式上袁胜伟策集团
首席执行官尼古拉斯窑胜伟策如
是说遥由胜伟策电子渊江苏冤有限
公司新建的嵌入式封装电路板
项目总投资 2.7亿美元袁据金城
镇镇长李祁透露袁这是今年金科
园引进的最大外资项目和电子
项目遥

项目招引实现野三转冶袁即由
全社会招商向专业化招商转变尧
中小项目向重大项目转变尧单一
内资向内外资并举转变袁这是近
年来金城镇全力打造的全方位
招商格局袁力争在重大项目上实
现突破遥 上半年袁金城镇新增签
约项目 7个袁 协议总投资 49.78
亿元遥 总投资 25亿元的大唐国
际金坛燃机热电联产二期项目
可大幅提升园区能源循环利用
率袁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曰总投资 5
亿元的托马斯机器人项目可有
效强化该镇智能制造产业链遥此
外袁一批重点项目正等待签约遥

通过紧紧牵住项目招引这

个 野牛鼻子冶袁 依托全镇产业现
状袁持续强链尧补链袁金城镇不断
建强新能源汽车以及零部件产
业袁 加快形成移动智能终端尧5G
移动通讯优势产业袁补齐光伏产
业链野短板冶遥坚持大项目与优质
中小项目并重袁着力引进行业领
军尧拥有核心技术尧发展前景广
阔的龙头企业袁以及野专精特新冶
小巨人企业和行业隐形冠军遥

为锻造一支高素质的招商
队伍袁金城镇实行野招商引资+招
才引智冶袁以人才引项目袁由项目
带人才遥 依托区招商中心袁培养
野懂政策尧懂产业尧懂园情冶野会外
语尧会谈判尧会服务冶尧野有钻劲尧
有拼劲尧有韧劲冶的专业人才袁同
时选派部分人员到成熟园区跟
班学习袁逐步培养本土化招商人
才遥 不断拓宽招商人员视野袁瞄
准派外驻点机构袁 中介机构袁会
计尧律师尧基金等行业协会袁捕捉
招商信息曰紧盯上市公司尧央企
国企尧国内境外办事处尧行业标
杆企业尧 科研院校争取项目合
作遥

为推行野一站式冶服务袁金城
镇全面实施信息化管理袁严格落
实野首问负责冶野交接式代办冶野会
商型解决冶等要求袁部门与部门
之间野无缝对接冶袁项目推进过程
更加顺畅遥 超前介入项目推进袁
对每个节点进行前期提醒袁定期
召开推进协调例会袁全力帮助企
业解决项目建设和生产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遥

当前袁金城镇正加快对当升
正极材料尧鹏辉锂离子动力系统
等重大项目的跟踪袁及时了解服
务需求袁保障各项投资按时序推
进尧野零障碍冶实施遥 围绕大唐国
际金坛燃机热电联产尧蓝色星球
环氧丙烷尧德国胜伟策封装线路
板尧江苏一鸣全产业链尧沛丰绿
色装配式建筑尧金博通小微企业
众创园等在建项目袁协调解决问
题困难袁 促进项目建设有序开
展遥主动协调解决竣工项目投产
前的各类矛盾尧 问题和困难袁促
进项目早投产袁尽快形成新的经
济增长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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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14日上午袁区
人大视察全区野七五冶普法规划中
期实施情况袁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跃中袁副主任刘东升尧王艳红尧
王新辉尧 冯锁强参加活动袁 副区
长尧公安分局局长王晓航陪同遥

区人大领导实地察看了西
城街道方边村全国民主法治示
范村建设情况尧薛埠镇游仙湖法
治文化公园法治文化阵地建设
情况以及区青少年法治教育体
验馆遥

2016年 10月袁 我区全面启
动野七五冶普法规划袁建成区法治
宣传教育中心尧法治广场尧法治
公园尧手绘画廊等超过 40个遥同

时袁着力增强对领导干部尧青少
年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尧职工尧农
民尧居民等重点人群的法治宣传
教育工作袁积极开展野法治校园冶
创建活动袁为企业提供针对性普
法服务袁大力推进覆盖城乡的公
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袁村级法律
援助联络点实现全覆盖遥 据统
计袁两年多来袁我区开展各类法
治菜单宣讲 36场尧 大小法治文
艺汇演 316场袁124个村 渊居冤均
设有法律图书角袁其中重点打造
了 12家法治书屋曰成功创建了 2
所江苏省依法治校示范校袁野调
查综合得分冶野七五普法知晓率冶
和野群众满意率冶在常州地区排

名均为第一遥 与此同时袁我区落
实 野互联网+法治宣传教育冶行
动袁全面推进野法治金坛冶建设遥

王跃中指出袁今年是野七五冶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中期考评验
收年袁区政府及司法部门要进一
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袁 深入企
业尧社区做好普法工作袁引导居
民学法尧懂法尧守法曰要重点加强
对中小学生的法治宣传教育袁强
化野以案说法冶效果袁不断提升法
治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曰
要突出工作重点袁 创新方式载
体袁注重培育亮点袁丰富普法内
涵袁努力打造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品牌遥 左玲

区人大视察野七五冶普法规划中期实施情况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农
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袁引导和鼓
励优秀青年人才回流乡村袁为乡
村振兴战略提供人才储备袁我区
公开招聘 101名村级后备人才遥
截至 8 月 13 日报名工作结束袁
此次招聘共吸引了 934 人报名
参加遥

自公开招聘村级后备人才
简章发布以来袁广大优秀有志青
年十分关注袁积极报名参与我区

乡村振兴袁 投身家乡建设和发
展遥本次公开招聘村级后备人才
涉及 6个镇尧3个街道袁共计 101
个行政村渊涉农社区冤遥报名人数
与招考计划的比例是 9.2:1袁最热
岗位竞争达 13.3:1遥 本次招聘程
序主要有笔试尧面试尧考察尧体检
等环节遥

据了解袁此次录用人员将纳
入全区回乡兴村人才计划袁由区
委组织部牵头各镇 渊街道冤党

渊工冤委进行系统性跟踪培养袁表
现优秀的按有关规定和程序进
入村野两委冶班子遥

根据招聘工作安排袁8月 15
日耀17日袁考生需带身份证到原
报名地点领取准考证袁 逾期不
领袁视作放弃遥 笔试测试于 8月
19日上午 9:00在金坛区二中进
行遥 因考点周边停车不便袁建议
广大考生不要开车前往遥

余月霞 张剑锋

我区村级后备人才招聘 934人报名
笔试 8月 19日在二中进行

本报讯 8月 14日下午袁 我区园区党群服务
中心揭牌袁标志着我区一个重要的党建服务阵地正
式投入使用遥常州市委常委尧组织部部长周昌明袁我
区区委书记狄志强袁区委副书记尧组织部部长刘国
新袁区委常委刘小平出席揭牌仪式遥
成立园区党群服务中心袁旨在进一步发挥党的

政治引领和聚合功能袁更好地服务园区尧服务企业尧
服务职工尧服务发展袁为非公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平台袁实现党组织和党建工作野双覆盖冶遥

我区园区党群服务中心位于非公企业集聚
区要要要经济开发区国际工业城遥 服务中心室内建
筑面积 1670平方米袁 分金光大道尧 金典做法尧 金
彩阵地尧 金沙英才尧 金牌服务尧 金领先锋尧 金色
熔炉七大篇章主题教育馆以及形象大厅尧 党群互
动区遥 主题教育馆全面展示了我区在园区党建尧
阵地党建尧 人才招引尧 企业服务和廉洁自律方面
的特色做法遥
活动中袁周昌明和狄志强共同为我区园区党群

服务中心揭牌遥周昌明对我区近年来的党建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袁认为我区党建工作政治站位高袁推动
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尧向基层延伸曰发展定
位准袁与时俱进加强党在开发园区尧功能板块尧项目
企业等重点领域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曰党建品牌
优袁全区各级党组织在探索中前进尧实践中创新袁涌
现出了一批基层党建示范品牌遥希望我区今后能持
续推动新发展理念在园区落地生根袁努力打造金坛
园区党建 2.0升级版遥

为进一步激发龙头企业党组织在推动跨越发
展中的引领效应袁 我区以党建示范企业为标杆袁探
索成立野红企联盟冶袁推动资源整合尧平台聚合袁实现
互联互通尧互促互进袁带动全区广大企业党组织和
党员职工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遥揭
牌仪式上袁还对首批野红企联盟冶企业进行了授牌遥

余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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