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0月 17日下午袁省委常委尧统战部
部长杨岳来坛调研统战工作袁市委常委尧统战部
部长韩九云袁我区领导狄志强尧孟敖祥陪同遥

杨岳实地走访了大乘汽车科技产业园尧埃马
克渊中国冤机械有限公司两家企业袁现场参观了东
城街道华胜社区依托党建开展统战工作示范点
建设情况遥 据介绍袁华胜社区内的同心楼是我区
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实践基地袁也是我区社会组织
培育发展中心袁 目前已有 5家公益性组织入驻袁
区委统战部联合民政部门为入驻的社会组织提
供孵化培育尧信息交流尧项目指导等多元化的公
共服务遥

近年来袁我区着力探索统战工作运行机制规
范化尧联系服务常态化尧品牌建设项目化尧阵地建
设实体化袁聚焦经济统战袁服务两个加快袁在全区
深入开展野访民企尧办实事尧强信心冶活动袁在技术
培训尧产业服务尧金融支持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服
务袁促进野亲冶野清冶政商关系建设袁推进政企之间
野无缝对接冶遥 同时袁进一步丰富统战载体袁将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纳入全区基层党建和镇尧
街道统战工作的考核内容袁广泛聚智聚力袁统战
优势进一步发挥袁为全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出
了贡献遥

杨岳指出袁 社会服务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尧
民主监督职能的拓展与延伸袁要进一步完善体制
机制尧抓好平台建设袁发挥民主党派人才荟萃尧智
力密集的优势袁 真正把结对共建工作做实做好尧
做出成效遥 与此同时袁要不断加大党外代表人士
培养使用力度袁切实把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的智慧
力量凝聚起来尧发挥出来袁为建设野强富美高冶新
江苏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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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于日前从发
改部门获悉袁1耀9月袁我区省尧市
级重点项目推进有力袁均超序时
进度遥

今年以来袁全区上下攻坚克
难尧狠抓落实袁做好野两个加快攻
坚突破年冶各项工作袁把加快项
目引进尧加快项目建设与提升产
业层次结合起来袁千方百计抢时
间尧赶进度袁以优质增量拉动经
济总量快速增长遥

在开发区袁 一批大项目正
在加速推进遥 野主体厂房已封
顶袁 办公楼和研发楼正在建遥冶
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 渊江苏冤
有限公司工程总监盛炜对记者
说遥 海目星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是业界领先的激光和自动化装
备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袁 是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遥 随着中国
制造转型升级袁 电脑尧 通讯和
消费性电子 3C行业进入半无人
化尧 无人化生产阶段袁 对高端
智能装备的需求进一步增加遥
该公司在我区布局激光智能制
造项目袁 总投资 30亿元袁 是今
年我区的省级重点项目之一遥

围绕我区 野三新一特冶 产
业发展方向袁 海目星激光智能
装备 渊江苏冤 有限公司一期布
局锂离子电池高端设备的生产袁
二期拓展自动化相关关键器件
的研发遥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
产高端锂电池智能装配线 500
台套尧 激光切割设备 1000 台
套尧 自动化高端元器件 3000万
件尧 3C通用设备 500台套的生
产能力遥 作为海目星激光科技
有限公司的重点战略布局袁 金
坛基地是该公司目前最大的生
产基地袁 立足未来三到五年达
成工业开票销售 30耀50 亿元的
规模遥

在产业类项目加快推进的
同时袁基础设施项目也在快马加
鞭遥茅山旅游大道是我区今年的
市级重点项目之一袁该项目建成

后将构建起常金快速旅游通道袁
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结构袁改善
金坛西部乡镇及产业园区出行
条件袁有效支撑野接轨常州主城
区冶发展战略袁实现同城发展袁加
强野一城冶与野一山冶两大重点板
块之间的互联互通袁实现联动发
展遥 目前袁全线 23.443公里灰土
路基已完成 80%袁26 座桥梁进
入上部结构施工尧6座桥梁进入
下部结构施工阶段袁计划于明年
6月建成通车遥

据发改部门统计数据显示院
1耀9月袁 全区 12个市级重点项
目均已开工袁 完成投资 158.3亿
元袁占年计划的 80.2%袁由我区
主导推进的 8 个省级重点项目
全部开工袁 完成投资 93.8亿元袁
占年计划的 95.3%遥

臧风华 赵小君

前三季度省市重点项目推进超序时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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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18 日上午袁
区政协召开主席渊扩大冤会议袁专
题听取区财税部门 1耀9 月份运
行情况汇报并协商讨论遥区政协
领导陈春洪尧黄克洪尧葛惠明尧吴
欲晓尧卢建新及秘书长施生华参
加会议袁区委常委尧常务副区长
陶伟应邀列席会议遥

今年以来袁区财税部门围绕
区委尧 区政府确定的重大改革尧
重要政策和重点项目袁继续实施
积极的财税政策袁 加强预算管
理袁切实发挥财政在野稳就业尧稳
金融尧稳外贸尧稳外资尧稳投资尧
稳预期冶等各项工作中的职能作

用遥 着力挖潜促收袁进一步优化
税收营商环境袁克服结构性减税
政策尧市场环境波动对经济税源
影响等因素袁全区财税收入保持
了平稳增长态势遥 1耀9月份袁全
区实现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429354万元袁 完成年初预算的
72.8%袁增长 15.7%曰共组织各项
收入 76.57 亿元 袁 同比增长
11.41豫袁组织税收收入 62.53 亿
元袁增长 10.94豫遥 其中袁制造业尧
房地产业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
入库税额位居前三袁税收占比合
计达 71.12豫袁 主体行业的税收
支撑作用日益明显遥

区政协主席陈春洪充分肯
定了我区财税工作取得的成绩遥
他指出袁财税是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的核心数据袁也是政府履职尽
责的物质基础袁更是改善民生的
重要依托遥他希望政府及财税部
门进一步加大税源挖潜力度袁落
实好各项惠企惠民财税政策袁加
大税收评估和稽查力度袁搭建财
税工作平台袁 优化财税工作环
境袁为全区两个加快积极贡献力
量遥 同时袁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袁 扩大开源节流的覆盖
面袁提高资源利用率袁最大程度
实现可持续性发展遥 左玲

区政协主席（扩大）会议听取财税工作汇报

全区财税收入平稳增长

本报讯 今年是我国改革
开放 40 周年遥 10 月 18 日上
午袁我区在金坛博物馆举行庆
祝改革开放 40周年老干部书
画尧摄影尧集邮作品展览袁区委
常委尧宣传部部长陈锁龙参加
活动遥

本次老干部书画尧摄影尧集
邮作品展览由区委老干部局尧
区文联尧 区文广体局联合主
办袁也正式拉开了全区庆祝改
革开放 40 周年活动的序幕遥
本次展览共展出书画作品 70
幅尧摄影作品 130幅尧集邮作品
21部 60框遥 这些作品均出自

我区离退休老干部袁他们是改
革开放的亲历者尧参与者尧贡献
者袁平均年龄 72岁袁其中最长
91岁尧最小 61岁遥参加展览的
作品紧扣主题尧题材丰富袁真实
记录了金坛的发展变迁袁展示
了我区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
展取得的丰硕成果袁具有较高
的艺术水准袁体现了老同志们
热爱党尧热爱祖国尧热爱家乡的
高尚情怀袁对讲好金坛故事尧传
承金坛文化尧促进金坛精神文
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遥

据悉袁 这些作品将在金坛
博物馆继续展出遥 余月霞

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拉开序幕

我区举办老干部书画尧摄影尧集邮作品展

本报讯 10月 11耀14日袁由
明珍实验学校尧直溪中学两校学
生组成的野金坛小龙人冶龙灯队袁
参加了第十一届全国舞龙舞狮
锦标赛遥 经过 4天的努力拼搏袁
该队在野传统舞龙冶和野自选动
作冶两个比赛项目中袁分别获得
少年组第三名和优胜奖的好成
绩遥

第十一届全国舞龙舞狮锦
标赛于 10月 10耀14日在溧阳市
曹山旅游度假区举行遥本次比赛
历时 5 天袁 共有 80 支队伍尧近
800名运动员一争高下遥 这是我

国今年举办的规模最大尧水平最
高的以龙狮运动为主题的体育
盛会袁 同时也是比赛项目最丰
富尧参与年龄覆盖最全面的专业
型龙狮体育赛事遥

比赛前袁野金坛小龙人冶龙灯
队的学生和训练老师放弃了所
有的休息时间袁加紧训练袁强度
大尧难度高袁甚至有学生在训练
中受了伤遥 野金坛小龙人冶龙灯队
在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龙狮队的
比赛交流中袁见识到了不同形式
的舞法和不同种类的难度遥通过
这次比赛袁 小队员们对中国龙尧

中国传统文化尧中国舞龙舞狮竞
技比赛项目都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和认识遥

巨村舞龙历史悠久袁明珍实
验学校和直溪中学充分挖掘地
方资源袁 不断开发特色地方课
程遥 据悉袁明珍实验学校在最新
开展的野亮形尧亮智尧亮我冶课程
建设中袁把舞龙课程打造得更亮
丽尧更精彩尧更具特色袁让每一个
学生都能舞出精神尧 舞动梦想袁
充分践行学校 野亮丽每一个尧精
彩每一天冶的办学理念遥

于永佳 林永佑 李蕾

第十一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收官

野金坛小龙人冶龙灯队获佳绩

杨岳在大乘汽车科技产业园调研 刘沁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