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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招引百日攻坚行动，
时间已经达半，全区各级各相
关部门必须一鼓作气、乘势而
上，按照《项目招引百日攻坚
行动实施方案》，加快破题。

项目招引百日攻坚，党
政领导要亲自挂帅，靠前指
挥，精准施策；各板块作为
项目招引责任单位，要坚持

“项目为王”理念，对照攻坚
要求，进行自我找差，是否
真正做到“一个板块，一套
班子，一抓到底”；是否真正
按照规定的时间外出招商，
并进行倒排时间、落实责任
目标到人；是否真正逐一拜
访企业，了解他们的投资意

向并做好跟踪服务。
项目招引百日攻坚，各

板块间要比一比、赛一赛。
要创新攻坚路径，拓展攻坚
渠道，锚定攻坚项目，真正
落实一周一报、半月通报、
月度推进会等制度，快速掀
起你追我赶的招商攻坚热潮。

发展紧迫，时不我待。金
坛奋进苏南发展第一方阵到
了关键阶段，金坛发展到了

“人到半山路更陡”关键一程。
我区产业发展特别需要一锤
接着一锤敲，坚持“三新一特”
产业方向不动摇、加快项目引
进不松劲、提升项目质量不含
糊，再攻坚五年，力争产业特

色、质量、规模综合领先周边
县市。全区上下要狠下功夫
推动项目建设，加快破解难
题，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建设、
快投产。谁变压力为动力，变
被动为主动，变百日行动为
日日行动，让压力与激情并
存，让责任与担当并举，谁
就能当“擂主”，谁就能快步
稳走在跨越发展之路上，谁
就能交出一份“一新两高”
发展的满意答卷。

项目招引百日攻坚一刻不能停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9 月 22 日下午 ，
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45
次主任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王跃中、副主任刘东升、王
新辉、冯锁强参加会议，区委
副书记、副区长俞金红应邀参
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中铁五院关于
金坛高铁站站房及综合枢纽设
计方案的汇报，还听取了区交
通运输部门 《关于金坛高铁枢
纽建设情况的报告》。

自南沿江城际铁路在金坛
率先开工以来，区交通运输部
门适时对金坛站及其它相关配
套方案进行研究调整，主动对
接争取，使南沿江城际铁路金

坛站全程高架、两台六线等方
案获得批准，初步形成了镇宣
铁路与南沿江城际铁路十字共
站方案，并获批同步实施不可
分修的镇宣铁路预留工程；同
时深化金坛站综合交通枢纽规
划，明确金坛站为常州西部客
运枢纽的功能定位，集轨道换
乘中心、公交首末站、出租车
待客区、社会停车场为一体，
实现城际交通网与城市交通网
的“无缝对接”。目前，区交通
运输部门已加强与相关部门的
对接，协调铁路建设相关事宜，
并围绕高铁枢纽项目建设时间
节点要求，倒排工作进度计划，
力争今年年底进场施工，与南

沿江城际铁路实现同步投运。
王跃中指出，高铁枢纽工程

建设是我区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战略的重要节点，更是提升我区
城市品位、增强城市功能的重要
载体。要不断优化设计方案，体
现为民、利民、便民，设计功能要
精细实用，尽量做到分区合理、
运行流畅、进出方便。金坛高
铁枢纽规划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要倒排时间表，挂图作战，细
化各方协同，通过明确项目投
资主体、建设主体、监督主体，
抓紧推进，确保项目建设资金、
工期与质量，真正将金坛高铁
枢纽打造成明星工程、样板工
程、廉洁工程。 左燕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高铁站设计方案汇报——
南沿江城际铁路金坛站年底进场施工

本报讯 2020 年常州市
万名技能人才岗位技能大比
武金坛赛区暨金坛区第三届

“金工匠”职业技能竞赛在圆
满完成各项赛事后，于 9 月 22
日顺利闭幕。

参与此次比赛的共有 91
名选手，其中钳工 20 人、汽车
修理工 10 人、中式烹调师 18
人、茶艺师 23 人、保育员 20
人。经过一天紧张的比拼，每

个工种各评选出 1 等奖 1 名、
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

据了解，此次比赛获得各
职业（工种）前三名的选手可
破格申报技师，并被授予“常
州市技术能手”称号。

闭幕式上，还对网络投票
产生的“最美工匠”、“巾帼技
能之星”、“青年岗位能手”和
优秀组织奖进行了表彰。

马晓璇

我区第三届“金工匠”产生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常州
市副市长蒋锋一行来我区调
研资源规划和交通工作。我
区领导狄志强、陆秋明、俞金
红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我区国土空

间规划情况和综合立体交通
网规划情况汇报。作为新一
轮国土空间规划试点地区，我
区于 2018 年年底启动全区国
土空间规划，并围绕生态优
先、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高效能治理总体要求开展重
点内容规划。在交通发展方
面，我区不仅迈入“高铁”时
代 ，融 入“ 常 金 半 小 时 经 济
圈”，还基本实现“区到镇通一
级公路、镇到镇通二级公路、
镇到村通三级公路、村到村通
四级公路”的目标。

区 委 书 记 狄 志 强 表 示 ，
金坛既是常州城区，但又是
常州远郊区，希望常州市委、
市政府在常金交通一体化、
国土空间以及行政审批等方
面给予金坛大力支持，特别
是为金坛在苏锡常快线 （西
延）、常金快速路规划建设等
方 面 提 供 助 力 ， 也 为 中 德

（常州） 生态绿色城、长荡湖

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建设提供
国土空间支持。同时，希望
进一步下放行政审批权限，
更大幅度提高审批效率。

常州市副市长蒋锋指出，
金坛撤市设区后，具有一定的
后发优势，金坛要以城市总体
规划引领国土空间规划，立足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南京都市
圈，真正融入苏南板块。金坛
要加快补齐交通短板，深入研
究苏锡常快线接入工作，为该
项目先行实施建设奠定基础。

通过加快推进常金快速路、
233国道改线工程等重大交通
建设，加强与丹阳、溧阳周边
地区的区域互通，将金坛打造
成常州西部交通枢纽节点城
市。同时，在国土空间规划中
要坚持集聚、集约发展，坚定
不移走绿色发展道路，坚守三
条红线，做好生态保护工作；
相关职能部门要严格把关，不
断优化区域空间资源与基础
设施配置，推动区域协同与高
质量发展。 左燕

常州市领导调研我区资源规划和交通工作

本报讯 9 月 22 日，区委
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
任纪海平赴儒林镇开展安全
生产学习宣讲，该镇辖区内企
业负责人和安全员 150余人参
加学习。

会上，纪海平阐述了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重要论述精神的体会。她要
求儒林镇党委政府、安全生产
监管部门、企业单位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
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

认清我区安全生产形势，扎实
推动安全生产各项要求落地见
效；要提高思想认识，牢固树立
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党委
政府领导责任、监管部门监管
职责、企业单位主体责任；要开
展常态长效治理，加强基层保
障，强化应急救援，从严从实抓
好隐患排查整改；要严肃追究
事故责任，在苗头上消除监管
盲区、化解风险隐患，科学、精
准、全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王俊华 徐欢

区领导赴儒林镇
开展安全生产学习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