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从常州富兰
德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获悉，
由该公司设计的超轻折叠吊床
不久前斩获 2019 年“德国红点
设计大奖”。

常州富兰德户外休闲用品
有限公司地处经济开发区河头
国际工业城，自 2012 年成立以
来便一直从事户外家具的设计
与生产，产品因环保、超轻、
便捷而畅销海内外。该公司设
计的超轻行军床曾荣膺“意大
利国际金圆规奖”。

总经理洪志萍表示，每一

款产品的畅销都离不开设计，
是设计赋予产品灵魂与生命力。
洪志萍喜好研究产品结构，在
户外用品的设计方面有着 30 多
年 的 丰 富 经 验 。 由 他 设 计 的

“野营收展床”于 2016 年获国
家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专利，
并获国家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扶手椅”（户外） 也于 2016 年
获国家外观专利证书。截至目
前，他开发的产品及设计中已
经有 18 项荣获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

红点奖 （Red Dot Award）

源自德国，可追溯至 1955 年，
逐渐成长为国际知名创意设计
大奖。德国“红点奖”、“IF奖”
和美国“IDEA奖”并称为世界
三大设计大奖，是全球工业设
计界顶级大奖，被称为工业设
计界的“奥斯卡”。洪志萍认
为，创新是企业的生命力，企
业需要坚持生产及推广自己设
计的产品。下一步，他和公司
将围绕知识产权保护，申请国
际设计专利，以实力诠释中国

“智造”的骄傲。
蒋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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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18日下午，区人大常
委会视察《道路交通安全法》贯彻实施
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跃中，副主
任刘东升、冯锁强参加视察活动，副区
长朱霞陪同。

视察组实地察看了五角场示范道
路、南门地下停车场、车管所、道路交通
事故处理综合服务中心、交警大数据服
务中心、朱庄转盘等。

近年来，我区成立了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联席会，相继实施城区静态交通治
理，制定核心区域停车设施专项规划，
推进城市主要道路改造提升，深化交通
秩序综合整治，围绕工程车、旅游包车、
危化品运输车等重点车辆开展专项整
治，筑牢交通隐患常态化整治防线。下
大力气治理交通拥堵、停车难等“城市
病”，在吾悦广场、八佰伴、人民医院建
立地下、立体停车场，在华罗庚实验学
校设立停车周转点，老城区静态交通环
境逐步改善。现场查处率由 2016年的
17.2%提升至目前的 34.5%，交通事故起
数从 2016 年的 2.1 万起下降到 2018 年
的 1.4 万起，降幅达 31.7%。与此同时，
提高交通管理智慧化应用水平，全区
273个信号灯控路口实现“一键式”远程
控制，形成了路段智能监控、路口电子
警察全覆盖，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
续稳定好转。

王跃中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强化联
动共治，科学制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
划，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严格执法管
理，严厉打击交通违法行为，加大安全
隐患排查力度，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创造
安全、顺畅、有序、绿色、文明的城市道
路交通环境。 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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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挖掘
历史人物题材的现实意义
和时代价值，4 月 20 日下
午，六集文献电视纪录片

《纪振纲》在我区举行开机
仪式，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陈锁龙，副区长朱霞参加
活动。

纪振纲是一位爱国民
主人士、爱国民族资本家、
新四军的统战典范，他为
茅山抗日根据地建设作出

了重要贡献。他也是一位
茶界先驱，创办茅麓农林
场，出产的“旗枪”牌绿茶
尤为有名。当年纪振纲种
植的“鸠坑茶树”，历经百
年风雨，如今依然吐露新
芽。正是他率先把金坛绿
茶推向世界，对当今发展
环保经济、建设生态文明
具有现实意义。

文献电视纪录片《纪振
纲》由中央电视台和区委宣

传部、区委统战部、茅山旅
游度假区管委会、区农业农
村局、江苏华美恒传媒科技
有限公司合作拍摄。该片
将以全新视角展示纪振纲
先生实业报国、保境安民、
支持抗日等多层面的重要
贡献。这是我区传承红色
基因、发展绿色产业，打造

“金坛人文”、“金坛生态”名
片，讲好金坛故事的具体体
现。我区将用高质量的文

艺作品，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七十周年献礼。

区领导陈锁龙、朱霞，
央视导演史新跃，纪振纲儿
子纪澍农共同为开机揭幕。

活动当天，还举办了
“如沐春风”金坛雀舌茶道
会，在第十一届全民饮茶
日到来之际，20 位来自江
浙沪赣闽的茶人，用他们
精心准备的茶席描述心中
的茶道。 余月霞

文献电视纪录片《纪振纲》在坛开机

本 报 讯 4 月 20 日 ，
“2019gojiangsu— 风 雅 常 州 ，
tea&coffee外籍大咖体验活动”
在我区举行，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杨力群，中国日报社副总编
辑王浩，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孙
洁茹，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陈
锁龙参加活动。

此次活动以“着力塑造高
质量发展的工业明星城市、旅

游明星城市和管理明星城市”
为奋斗指引，吸引了来自俄罗
斯、加拿大、丹麦、巴基斯坦、
墨西哥等 8 个国家的 10 位外
籍友人来到金坛，一同体验绿
茶与咖啡的中西文化碰撞。
在活动现场，外籍友人们在茶
园中摘取嫩芽，学习手工炒
茶，感受中国茶文化的魅力。

（下转第四版）

品雀舌之香 游江东福地

海外社交媒体外籍粉丝体验金坛茶文化

本报讯 4 月 20 日下
午，“金沙大学堂”第 35 讲
开讲，围绕“2019 我承诺”
主题，区发改局等 11 家单
位负责人走上讲台，就本
单位创新提升重点工作和
政府性投资项目等方面进
行汇报交流。

狄志强、沈东、王跃
中、陈春洪、刘国新等区
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活动，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陶
伟 主 持 活 动 并 作 点 评 发
言。

经过深入思考和精心

谋划，区发改局、科技局、
工信局、自然资源局、住建
局、交通局、应急管理局、
金融监管局、生态环境局、
金坛控股、金坛建设 11 家
单位的负责人围绕创新提
升主题，讲已经取得的成
绩，定立今年的目标，阐述
路径和举措，向全区作出
了郑重表态和庄严承诺，
充分展现了各单位的创新
思路和奋进意志，展现了
各单位竞相发展、争先进
位的强劲态势。

陶伟指出，各单位和

部门要围绕“2019我承诺”
的要求，紧盯创新提升和
重点目标，进一步明职责、
聚合力，干当前、谋长远，
抓重点、管全面，以饱满的
激情、昂扬的斗志，全身心
投入到工作事业中，奔跑
追梦、永攀高峰，共同把金
坛跨越发展、快速崛起的
目标责任和使命担当抓好

抓实，抓出成效。全区上
下要进一步认清形势、明
确目标、狠抓落实，深化机
构改革成效，推动全区上
下发展意识更强、发展氛
围更浓、发展环境更好，共
同做好两个加快创新提升
大文章，确保全面完成年
度各项目标任务。

李蕾

“金沙大学堂”第35讲开讲——

11家单位围绕创新提升定目标亮举措

本报讯 4 月 19 日，区领
导朱建清、朱霞带领慰问小组，
来到花山民兵训练基地，慰问
在这里参加集训的 120 名民兵
应急连官兵，并观摩大家的集
训情况。

据了解，我区组织此次民
兵应急连集训，是为了代表常
州市备战将于本月 23 日由省军
区首次组织的全省民兵应急连

成建制比武考核。
在近一个月的集训中，来

自各镇区的骨干民兵进行了战
术基础、手榴弹投掷、轻武器
射击以及武装越野 4 个科目的
训练。集训结束后将根据训练
成绩选拔 80 位民兵参加全省

“大比武”。
区领导观摩了民兵单兵战

术基础以及手榴弹投掷的集训

情况，并向官兵们送上了慰问
品。区领导希望官兵们进一步
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的精神，以饱满的热情、顽强
的斗志和过硬的作风投入到训
练中去，力争在全省比赛中取
得优异成绩，以此展现我区民
兵的良好形象，为金坛、为常
州争光。

陈玉婷

区领导慰问民兵应急连集训官兵

常州富兰德公司：

超轻折叠吊床获红点设计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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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31 日，全区 2018～
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
坚行动正式收官。我区秋冬季节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PM2.5平均浓度为 54.2微克/立方
米，浓度常州最低，同比下降 5.6%，达
到了下降 3% 的考核目标，圆满完成
了《金坛区 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
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下
达的PM2.5考核任务。

2017～2018 年，全区有 9 家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施了煤改气，完成
清洁能源替代，总计减煤 77867 吨；
今 年 1～2 月 全 区 用 煤 总 量 52265
吨，比 2016 年同期减少 16360 吨，减
幅 31.3%，完成序时进度。 在执行
管控企业限产方面，我区进一步审
核完善重点行业秋冬季错峰生产方
案和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项目清
单，分两次开展企业限产督查，共督
查企业 174 家，企业全部严格按照限
产方案执行限产，并对 7 家豁免企业

进行现场审核。
我区持续对在建水利和交通工

程项目实施精准管控，对工地裸露地
面、物料堆场等采取覆盖、洒水等控
尘措施。对新孟河工程、滨湖新城节
点工程、建筑工地等进行重点督查，
确保扬尘管控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今年，我区将钱资湖大道以北、
良常路以南、新丹金溧漕河以东、金
湖路以西所形成的区域划定为常年

“禁放”区域。2 月 1 日起，全区烟花
爆竹禁止燃放工作正式全面铺开，
网格化管控体系全线启动，各层级
管控主要负责人在岗在位，组织管
控力量分布到每幢新村大楼、每条
街巷、每片商业区、每个公园广场、
每家企业单位，实行定人、定岗、定
责、定时巡查，营造了一个“空气清
新”的城市环境。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
行动期间，金坛环境执法局共出动检
查人员 2513 人次，核查限停产企业

1037 厂次，受理废气扰民信访举报
345 起，参加常州市组织的秋冬季交
叉检查 59厂次，重点检查了企业实施
管控措施落实情况以及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对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
设施的、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依法严
肃查处。

下一步，我区继续落实停限产措
施，加大对废气排放企业检查力度，
加强对建筑工地、拆房工地、在建水
利工程、在建交通工程等的扬尘管
控，完善城区范围内道路保洁、洒水
等降尘作业。严格项目准入和项目
审核，继续推进新能源、清洁能源使
用和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年检工作。
全面落实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加快推
进“散乱污”整治，推动全区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再添实效。 徐欢 郦挺

我区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圆满收官

PM2.5平均浓度全市最低 完成考核目标

本报讯 4 月 2～3 日，区人大常
委会评议工作组通过座谈、走访企业
等多种形式，对区发改局工作进行评
议调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艳红
参加活动。

区人大常委会评议工作组实地
走访了中航锂电、贝特瑞和盛利维尔
等企业，并听取了区发改局工作情况
汇报。近两年来，区发改局注重宏观
研究，坚持规划引领，加强项目管理
与服务，科学排定政府性投资项目实
施计划、政府性投资重点前期项目计
划、重点产业项目实施计划 3张清单，
两年编排产业项目 486 个、政府性投
资项目 372 个。围绕“三新一特”产
业，开展产业链招商，两年共签约 4个
项目合计总投资 6亿元。去年，全区
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45%以上，两年来，实施总投资 1亿元
以上服务业重点项目达 26个，我区的
城市品位得到了极大提升。与此同
时，全面加强价格管理工作，通过修
订《金坛区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为
全区企业和群众减少成本支出 7000
多万元。

区人大常委会评议工作组希望
区发改局科学谋划区域发展，紧抓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江苏省实施规划、三
年行动计划等编制的重大机遇，全力
以赴拼抢有效投入；优化项目管理，
突出重大项目全周期管理，与各部门
形成合力；立足长远培育新兴产业，
加强研究，围绕“三新一特”产业，科
学规划布局，明确发展重点，坚持不
懈推动协调发展。 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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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4 日上午，我
区召开2019金坛茅山山地半程
马拉松赛前新闻发布会。中新
社、国际在线、新华网、荔枝新
闻等多家媒体参加发布会。

2019 金坛茅山山地半程
马拉松将于 4月 14日上午 8:30
在东方盐湖城访仙路鸣枪开
跑。截止目前，各项筹备工作
已进入收尾阶段。赛事共设
置半程马拉松（21.0975千米）、
微型马拉松（9.8 千米）和迷你
马拉松（5 千米）3 个项目。为
确保办赛品质，保证参赛选手
获得更好的赛事体验，赛事组
委会在赛事交通、安全、医疗
保障、赛事配置上做足准备工
作，选手还可凭参赛号码簿免
费游玩景点。

本次茅马半程、微马奖牌

设计以“道”为核心元素，融入
“八卦”造型寓示着生命的流
动、奔跑的酣畅。此外，奖牌
的整个形态还融入了平安扣
的造型，双圆之形，寓意着心
心相牵，圆满如意。

本届茅马报名通道已于
4 月 1 日关闭，在所有参赛选
手中，有来自包括肯尼亚、埃
塞俄比亚等国家的外籍选手
共计 51 人。茅马正式进入赛
前倒计时，各项筹备工作也
在有序进行中，赛事装备领
取也将于 4 月 12 日（星期五）
正式开始。

发布会现场，副区长刘明
江为 1家独家冠名商、4家官方
指定赞助商、3家官方合作伙伴
和5家赛事支持商授牌。

李蕾/文 刘沁怡/摄

茅山半马准备就绪
4月12日领取赛事装备 本报讯 4月 3日，副区长周

新生带队督查我区特种设备安
全生产情况。

区领导先后前往日新树脂、
兢业制药和海华绝缘材料有限
公司，走进生产车间、危化品储
藏点等重点部位，详细了解这 3
家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落实、风
险管控、隐患排查整治及应急管
理情况，并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

患和风险提出整改要求。
区领导指出，安全生产关乎

一个地区的发展环境，关乎企业
的切身利益，更关乎每位员工和
周边群众的生命安全。企业要
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防范重
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和财产安全。相关部门要警
钟长鸣，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的责任感，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各
项措施要求，强化安全隐患排
查，督促企业认真开展自查，落
实安全隐患整改措施，增强企业
对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的自觉性、
主动性。在做好生产期间安全
防范的同时，要提高应急处置能
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高速度增
长保驾护航。

孙婷

区领导检查特种设备安全生产情况

本报讯 为推进殡葬移风易
俗，营造文明、低碳、绿色、环保
的丧葬新风尚，4月 4日上午，我
区举办殡葬公众开放日活动，活
动中进行了海葬公祭仪式，并为
红色文化纪念园揭牌。副区长
朱霞参加活动。

以传承红色文化为宗旨，我
区建成了红色文化纪念园，以此
寄托对红色历史的缅怀。纪念

园以“胜利的号角”，陈毅、粟裕
浮雕，抗战大事记，老兵纪念墙，
新四军小号手等节点系列反映
了金坛红色历史文化。红色文
化纪念园建成以来，已先后接纳
抗战老兵 5名，登记 1名；接纳抗
美援朝老兵 7 名，登记 12 名；接
纳和平年代因公牺牲军人 4名。
区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
人共同为红色文化纪念园揭牌，

并放飞和平鸽。
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举办殡葬公众开放日活动，旨在
进一步让公众了解殡葬惠民政
策，让“文明节俭治丧、节地生态
安葬、文明低碳祭扫”新殡葬理
念深入人心。活动中，与会人员
还参观了新建的殡仪馆福泰园，
观摩了生命礼仪服务展示。

余月霞

我区红色文化纪念园揭牌

本报讯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
了解到，今年清明假日期间（5～
7日）以云系变化为主，我区气温
回升明显。4 月 5 日阴转多云，
西南风 3到 4级，12～24℃；4月 6
日多云，西南风 4级，12～25℃；4
月 7日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或
雷雨，西南风 3到 4级转东北风 4

到 5级阵风 6级，15～27℃。
区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清明

节期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指数
高，需注意防火安全。气温起伏
较大，出行时要及时增减衣物。
同时，要防范雷电、大风等天气
对交通、户外作业及人身安全可
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4 月 1 日，省交通运输厅与
省公安厅就清明小长假全省公
路出行发布指南。清明假期，全
省收费公路实施 7 座以下客车
免费通行，免费通行时间为：4月
5日 0时～7日 24时。

徐欢 蒋建君

清明小长假气温回升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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