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月 1日起全年禁放；禁放区域以外的 8类地方同样禁放;对违规
者由公安部门进行处理。

今天元宵节 禁放再提醒
请广大市民和单位严格遵守禁放烟花爆竹新规定

本报讯 近日袁记者从区发
改委获悉袁 今年我区有 5个项目
入选省重点袁总投资 278.5亿元袁
当年计划投资 47亿元袁项目在单
体投资尧产业层次上均有跃升遥

此次入选省重点的是院SK
新能源汽车电池隔膜项目尧当升
锂电新材料产业基地项目尧北电
爱思特三元锂电池项目尧中盐盐
穴综合利用中盐压气储能电站
项目尧 河海大学常州新校区项
目袁其中有 3个为野三新一特冶产
业项目遥 韩国 SK是全球最大的
锂电池隔膜材料生产企业之一袁
该企业在开发区投资建设两个
项目袁分别是总投资 28.5亿元的
SK 新能源汽车电池隔膜项目袁
可年产 3.4亿平方米的锂电池隔
膜和 1.2亿平方米的涂布隔膜袁

和总投资 100 亿元的北电爱思
特三元锂电池项目 袁 可年产
12GWH三元锂电池遥 60亿元当
升锂电新材料产业基地项目可
年产 5 万吨锂电池正极及其它
新材料遥 这些项目的建设投产袁
将驱动我区野三新一特冶产业越
来越具有爆发力遥

总投资 60亿元的河海大学
常州新校区项目袁将在金坛建设
以机械工程与智能制造学院尧人
工智能学院尧 物联网工程学院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尧能源与动
力工程学院尧金融学院尧运载工
程学院尧设计艺术学院尧生命科

学学院以及华罗庚学院渊拔尖人
才培养学院冤等为重点的河海大
学常州新校区袁同时与世界知名
大学合作袁建设中法尧中德尧中加
等合作办学机构袁实行本硕博一
体化培养袁逐步建设成为主体校
区之一袁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我
区的城市内涵遥

区发改委负责人表示袁我区
将发挥重大项目未来产业带动
效应袁促使核心技术尧先进管理尧
高端人才以及研发机构等要素
集聚袁推动产业层级向中高端迈
进袁实现高质量发展遥

臧风华 赵小君

我区 5个项目入选省重点
单体投资均超 30亿元或 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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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区
委十三届六次全会决策部署袁进
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尧
凝聚力和战斗力袁着力加快项目
引进尧持续加快项目建设尧聚力
推进创新提升袁日前袁指前镇召
开 2019 年度党员干部冬训暨
野两个加快创新提升年冶 动员大
会遥区委常委尧统战部长尧政法委
书记孟敖祥参加活动遥

会议就进一步发挥好冬训
工作的实际意义尧激发党员干部
干事创业的激情尧抓好新形势下
的党建工作三个方面进行具体
部署遥面对建设精致湖滨新镇的
新目标袁 当前农村工作的新情
况尧新特点尧新挑战袁会议要求全
镇上下坚定信心尧 群策群力袁以
自我革命尧敢为人先的勇气奋力
推进创新提升袁落实野一新两高冶
要求袁以时不我待尧攻坚克难的
精神确保新发展理念得以践行尧

高质量发展得以实现尧高速度增
长得以持续遥 广大党员干部要
切实转变作风袁提升综合素质袁
坚定党性修养袁 在思想上与镇
党委保持高度一致袁胸怀大局袁
服务全局袁 团结和带领广大群
众苦干实干尧攻坚突破袁用实际
行动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袁
全面推动各项工作不断进展袁
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袁 为全
镇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做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遥

孟敖祥指出袁指前镇要立足
实际袁紧紧围绕野精致湖滨新镇冶
的发展定位袁做亮特色尧补齐短
板尧增强动力袁团结和依靠全镇
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袁在保持高
质量发展的基础上袁持续实现高
速度增长遥 要以创新提升为引
擎袁以项目为抓手袁持续增加发

展内生动力袁积极投身全面推进
落实野两个加快创新提升冶的新
征程遥

会议还表彰了 2018年度全
镇农村工作尧工业经济尧服务部
门涌现出来的一批勇于创新尧敢
于担当的先进典型遥

余月霞

指前镇院打造创新提升引擎 建设精致湖滨新镇

本报讯 2 月 17 日下午袁 由市委宣传
部尧市文明办尧市教育局尧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联合主办的 2019年常州市野我们的节日窑
元宵冶暨野争做非遗小传承人冶表彰活动在东
方盐湖城武养馆举行袁区领导陈锁龙尧刘明
江参加活动遥

去年 9月袁市文明办尧市教育局尧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等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争
做野非遗小传承人冶主题活动遥 此次活动历时
6个月袁通过巡回知识讲座尧网络知识竞赛尧非
遗项目体验等环节袁让青少年对金坛刻纸尧常
州吟诵尧留青竹刻尧常州梳篦尧金坛面塑尧龙泉
印泥等一批极具常州代表性的非遗项目有了
进一步的了解和传承袁吸引了超过 20万人次
的青少年参与遥经过综合评定袁活动最终评选
出了 100名左右的野非遗小传承人冶遥

近年来袁 我区以七大传统节日为载体袁
精心设计尧广泛开展了富有时代感和生命力
的传统节日文化活动遥 目前袁我区共有非物
质文化遗产 38项袁其中世界级 1项尧国家级
5项尧省级 7 项尧市级 9 项袁反映出我区悠久
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遥 在大力推进精神文
明建设过程中袁我区始终高度重视和大力推
动野我们的节日冶主题活动广泛深入开展袁形
成了独具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工作模式袁
呈现出诸多亮点遥 下一步袁我区将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袁落实省委文化建设高
质量要求袁推进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袁引导
广大青少年充分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
魅力遥

活动期间袁 市文明委正式授予东方盐湖
城野我们的节日冶文化活动基地称号袁并进行
揭牌袁这是常州第六个野我们的节日冶文化活
动基地遥

活动还向参与全市 野我们的节日窑元宵冶
活动的非遗小传承人进行了颁奖遥 同时还穿
插了道德童谣朗诵尧 灯谜互动尧 民间杂技表
演尧少儿戏曲演唱等袁得到了广大学生及家长
的一致赞誉遥 徐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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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非遗传承人向小学生介绍非遗作品 图片由区文明办提供

本报讯 日前袁 金坛经济
开发区党员干部冬训班完美收
官遥 今年开发区力求打造 野赢
在创新冶 持续领跑两个加快袁
通过理论学习尧 经验分享尧 自
身回溯袁 为推动开发区创新提
升集聚不竭动能袁 这也是开发
区连续五年以 野赢+冶 为主题开
展党员干部冬训班遥

开发区一改传统的集体大
班授课模式袁以财税专题尧项目

服务建设尧产业政策三个维度为
切入点袁倡导更细化更合理的分
类小班培训遥在野部长交流日冶和
野国有公司总经理说冶的基础上袁
内训导师继续向下延深袁 举办
野处长上讲堂冶袁让在一线冲锋陷
阵的业务骨干分享实践中凝练
出的真知灼见袁提出对营商环境
优化尧产业政策扶持方面的思路
和举措袁实现野虚冶功实做遥

为更好挖掘内部员工内驱

力袁 促使青年人对标赶超袁 冬
训班专门安排 野90后新员工职
业生涯座谈会冶 和 野浅谈本职
工作对开发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贡献度的思考冶 交流会袁 通过
榜样成长感悟分享尧 员工交流
和座谈讨论提问的方式袁 引导
青年员工审视内心尧 对标找差袁
积极寻找和改正自身不足袁 从
而撬动潜能发挥潜力遥

臧风华 高小敏

开发区

冬训重实效 野赢+冶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