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去年，常州以我区特种水产、
优质水稻和精品茶特色优势产业为基础，
启动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建工作。一年
多来，围绕茶产业核心区建设，我区加快
推进茅山茶海·南海重点项目建设，旨在
引进培育新品种、集成新的种植技术、形
成新的种植标准，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
种植模式，带动茶产业发展。

茅山茶海·南海位于茅山旅游度假区
中部，由江苏鑫品茶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计划总投资 1.2 亿元，建设规模达 1100 亩，
已被列为我区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一期
主要建设现代茶园、七彩茶园、园艺茶园、
历史茶园四大专业特色茶园，目前种植已
基本完成，明后年将陆续开采。二期建设
以“四态”“六体验”为主，配套基础设施
项目正在规划建设中。整个项目计划于
2022 年全面完工，届时将形成一个集现代
种植、生态旅游观光、茶叶科普、婚庆娱
乐、茶趣体验以及休闲、养生、度假为一
体的精品茶园度假风景区。

茅山茶海·南海还将开展多项研究：
茶树新品种引进与标准化种植模式、茶园
生产管理全程机械化技术、茶园绿色防控
技术、茶园遮阳网覆盖技术、茶园智能化
防霜冻技术、茶园水肥一体化技术、基于
物联网的“智能茶园”建设、茶园面源污
染生态水净化工程和绿色生态屏障建设等。
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促进我区茶产业升
级，增强茶产业综合竞争力。

日前，常州市长丁纯在调研该项目时，
希望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推动
现代农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

吴大荣 余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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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9 日上午，区
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区 2018 年度
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
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跃
中，副主任刘东升、王新辉、冯
锁强参加活动，副区长周文俊
陪同。

与会人员实地察看了病死
动物无害化处置中心的畜禽养
殖污染治理、直溪镇垃圾综合
处理站、茅东矿区生态治理修
复等。

去年，我区紧紧围绕年度环
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全力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提高绿
色发展水平，扎实推进治污减排
工程，不断强化环境监管执法，
全面提升生态保护力度，取得了
明显成效。省、市下达的目标任

务全部按要求完成，全年完成生
态保护和污染治理工程项目 514
个。环境质量稳中有升，全年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238 天，优良
率为 65.9%，PM2.5 年平均浓度
为 46 微克/立方米。四个“水十
条”省考断面水质和优类水体全
部达到考核要求。声环境质量
处于较好水平，市区功能区噪声
昼、夜间均能稳定达标。

区人大领导认为，全区环
境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还存在着环境质量达标形势
严峻、结构性问题较为突出、污

染防治能力仍需进一步加强等
问题。区人大常委会要求相关
部 门 进 一 步 加 大 污 染 防 治 力
度，不断改善生态环境，为金坛
的高质量发展奠定生态基础；
对照金坛突出环境问题清单，
制定方案，明确责任，分解任
务，逐个推进，确保整改落实到
位；加强城乡环境污染治理，提
高城乡环境保护水平；进一步
建 立 科 学 完 备 的 环 境 监 测 体
系，提高环保执法监管水平和
能力，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取得实效。 左玲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环保工作

6 月 是“ 安 全 生 产
月”。为强化乘客安全教
育，提升市民公交安全法
治意识和文明交通意识，6
月 19日上午，由区公交公
司组织的“公交乘车安全
知识进社区”活动在东城
街道华胜社区举行。活动
现场，公交公司工作人员
现场讲解公交车发生火灾
时的应急处置和逃生方
法，并现场演示了手提式
干粉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徐欢/文 孙姗/摄

金坛刻纸登上
大学生“三创”大赛舞台
本报讯 6月 16日，第九届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
创意及创业”挑战赛江苏省赛
区选拔赛在徐州中国矿业大
学南湖校区举行，金坛刻纸研
究所王文昌带领的由常州工
学院学生组成的星匠创意文
化团队荣获特等奖以及最佳
创新奖。

该赛事是由教育部主管，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面向全
国高校（含港澳台地区）举办
的大学生竞赛项目，是教育
部、财政部“高等学校本科教
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重点
支持项目，是被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中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
暨学科竞赛评估结果》纳入高
校排行的学科竞赛项目，具有
较高的社会影响力。

此次共有 1223 个项目参
赛，组委会评选出 100 个项目
入围决赛的终审答辩。星匠
创意文化团队经过精彩的讲
诉与答辩，以小组第一名的成
绩进入了第二轮的总决赛。
来自全国的各行专家学者，对
项目组给予了肯定并提出了
宝贵的建议。通过最后综合
评定，星匠创意文化团队荣获
特等奖，以及唯一的最佳创新
奖，这在合作院校常州工学院
参赛历史上也是最好成绩。

金坛刻纸大学生“三创”
项目是金坛刻纸研究所在社
会实践以及高校合作方面的
新突破，是对非遗文创产品开
发新的尝试，有利于增强金坛
刻纸在年轻一代人群中的传
播力度。

王文昌 李蕾

本报讯 6 月 19 日上午，我
区组织收听收看全省解决形式
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工作
会议，区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刘
国新及区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在
区分会场参加收看收听。

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各部
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提高解决形
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
政治自觉。坚持问题导向，直指

问题症结，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基
层减负各项任务的落实。要严
控发文数量、篇幅和规格，精简
文件数量 30% 以上。要切实改
变会风，争取会议量下降 30%以
上，并广泛采用视频会议形式。
要统筹规范督促检查、考核创优
等活动。致力干部干事创业担
当，发挥容错纠错机制，为担当
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实现问

责纠责科学、精准。
各级党委、党组要承担减负

主体责任，各部门办公室要履行
牵头职责，使各项责任具体化。
省级各部门要以上率下，督促、
检查要聚焦落实，力争年底交出
减负工作满意答卷。

会上，无锡、泗洪、泰兴等地
作交流发言。

邵桢

我区组织收看收听全省解决
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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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本报讯 日前，省卫健委、教
育厅、财政厅、人社厅联合发布了

《关于做好 2019年农村订单定向
医学生招生工作的通知》。今年
我区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计划招
生 8人，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
次，专业为临床医学、预防医学。

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
培养原则上以农村生源为主，凡
是金坛户籍（包括农村和城镇户
口）、本人志愿从事基层医疗卫
生工作，符合国家高考政策的应
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今年
我区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

培养计划招收五年制本科生 3
人，分别是南京医科大学举办的
临床医学专业 2人；南通大学举
办的预防医学专业 1 人。计划
招生三年制大专生 5人，分别是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
临床医学 1人；江苏医药职业技
术学院举办的预防医学 4 人。
我区考生可在本科第一批次及
专科批次填报相关专业。

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在校
学习期间可享受“两免一补”，即
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补助生
活费。毕业后，这些学生将按照

国家要求全部参加全科医生规
范化培训，按照《定向就业协议
书》规定进行录用，录用后须在我
区基层医疗卫生岗位就业并至少
服务满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
生毕业以后须参加我区当年组织
的进编定岗考试，并按考试考核
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选择工作岗
位。未能通过进编定岗考试的农
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由卫健部门
按照公开公平的原则安排到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或村医岗位就业，
在服务期内只可参加我区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的公开招聘。 李蕾

今年我区计划招收8名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