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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映照历史
我区启动红色公益电影百村行活动

“村里又放电影了，大家快去

看啊！”3月30日晚6时，在儒林镇

儒林村，农村电影放映员汪志远、

汪德才正在播放爱国主义影片

《炮楼》，标志着我区红色公益电

影百村行活动正在启动。

作为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

活动和党史学习教育重要组成部

分，区委宣传部召开专门会议，对

今年农村电影放映工作明确要求

并作出部署。各放映队通过短视

频、广播、下发新影片节目单等方

式，做好农村红色公益电影放映

前的宣传发动工作，全力推进农

村红色公益电影放映优化升级，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求，大力营造全区团结

一心、奋力拼搏，践行争当表率、

争做示范、走在前列新使命的良

好社会氛围。

据了解，今年我区农村电影

放映队在全区100余个村（社区）

共开展1000多场红色电影巡映，

积极推动农村红色公益电影放映

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基层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农村文化

阵地，通过多点位覆盖、多样化供

给、多形式宣传，持续推动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从流动转向固定、从

室外进入室内，不断提升放映质

量和水平，塑造党委政府信得过、

基层群众口碑好、队伍成员纪律

强的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事业新形

象，切切实实为基层、为群众送上

一场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的精

神文化大餐。 金轩

1940年 （上）

● 1月 中共苏南特委

派彭炎、钱进等人开辟金丹

武地区，成立中共金丹武工

委，彭炎任书记，钱进任组

织部部长，蒋铁如、蒋伯超

任委员；成立武装工作队，

蒋伯超任队长，奚超然任指

导员。

● 2月22日 中共丹南

县委利用民间正月十五闹元

宵之机，发动群众进行反汪

示威大游行。农抗会、青抗

团、妇抗会会员手提各种彩

灯，排成一公里多长的队

伍，从金坛建昌圩至丹阳旧

县村，全程十余公里。

● 2月 中共金坛西南

区工委书记朱春苑在西岗召

开地方士绅及群众代表会

议，重新成立金坛西南区

（金溧宜三县） 抗敌委员会，

诸葛慎任主任，李钊任副主

任，朱春苑任指导员。

中共丹南 （金丹） 县委

书记任迈调出，凌菲 （女）

接任。

本报讯 在 3月 30日举办的

2021 中国常州金坛全球招商网

络大会上，最新城市形象宣传片

《金坛脉搏》惊艳亮相。相较于

以往的城市形象宣传片，得益于

我区高质量发展，《金坛脉搏》展

现出更多城市亮点与特色。

《金坛脉搏》城市形象宣传

片总长度 7分 13秒，通过对城市

交通动脉、产业命脉、生态绿脉、

千年文脉的“望闻问切”，展现我

区地处上海、南京、苏锡常三大

都市圈交汇点的区位优势与南

沿江城际铁路、连镇铁路南延段

加速建设的发展潜力；凸显中德

（常州）创新产业园的开放活跃

与“三新一特”产业链集群发展

的成就成绩；以山水林田湖勾勒

出“美丽金坛”的生态画卷，以人

文历史描绘出人杰地灵的宜居

之地。在光影之间传递城市跳

动的脉搏，在色彩之间见证城市

缤纷的变化，在对话之间聆听城

市多元的思考，将金坛的城市能

级提升、经济发展动能、城乡诗

意生活与独特风土人情全面投

射在每个观看者眼前。

与之前广泛使用的 2019 年

版本《大美金坛》城市形象宣传

片相比，《金坛脉搏》更加短小精

悍，切中投资者最关心的区域，

为产业发展内容留出更多篇幅，

点出城市能级不断提升这一概

念，着重凸显金坛对于高端产业

的吸引力与产业集聚发展效应，

向全球发出“投资金坛、赢得精

彩、赢得机遇、赢得未来”的号

召。

目前，该宣传片已在金坛手

机台、金坛网、“金坛网”微信公

众号播出推广。为让广大市民

进一步了解家乡发展现状，提升

金坛对外影响力和知名度，金坛

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还将安排

黄金时段滚动播出。 马晓璇

金坛城市形象宣传片惊艳亮相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从马列主义传入金坛

的那一刻起，从茅山东麓到长荡

湖畔，976平方公里大地便打上

了深深的红色烙印。

清明节前，全区机关干部、

师生员工、广大群众和烈士亲

属，纷纷到金坛革命烈士陵园凭

吊烈士、祭奠英魂。纪念碑后，

安眠着各个不同时期牺牲的烈

士。在金坛革命烈士纪念馆，展

示着全区革命烈士英名录和部

分革命烈士的简要事迹及图片。

河滨小学学生张郡晏说，现在的

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

来的，要好好珍惜、努力学习。

学生卞晨昊说，要听党的话，长

大后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红色种子撒满金坛大地，星

星之火燎原山水之间。陈毅、粟

裕、江渭清、陈丕显、谭震林、曾

山、吴仲伯、管文蔚等新四军负

责同志在这块土地上战斗过，余

慎、薛斌、诸葛慎、林心平、小红

妈、华罗庚、钱骥、殷雪梅等一个

个名字耳熟能详。在党的带领

下，百年来金坛各级党组织和全

体党员，带领广大人民投身革

命、建设、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持

续加强自身建设，取得了丰硕成

果。

2020 年，全区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973.15亿元，是“十二五”

末的 1.85倍；5年来实施省重大

项目 21 个，签约引进项目 832
个，完成工业实际投入 983.5亿

元。南沿江城际铁路、国省干

线、金武快速路、茅山旅游大道、

长荡湖旅游大道等，正构建起苏

南新中轴、快速通勤地。省级金

坛经济开发区、华罗庚高新区、

茅山旅游度假区、长荡湖旅游度

假区，拉开了快速发展的大幕。

在区委的带领下，全区 2074 个

党组织、39479 名党员，正团结

带领广大干群，瞄定“十四五”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大战

略布局、大力度创新、大气魄推

进，一幅“常州西部新城区、发展

新增长极”的美丽常州新样板正

徐徐展开，高质量开启快速崛起

新征程。 师杰

追 寻 红 色 印 记

编者按：金坛是一块富含红色基因、拥有革命传统的土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金坛肩负“争当表率、
争做示范、走在前列”重大使命，需要进一步讲好红色故事，弘扬革命精神，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区融媒体中心推出《追寻红色印记》系列报道，回顾光荣历史，汲取先锋力量，推动跨越发展。

与时俱进传承红色基因

（上接第二版）

三要始终以苦干实干的

作风创新推进两个加快。当

代的金坛干部注定是吃苦的

一代，也是大有作为的一代。

各级干部要将更多精力安排

在两个加快上，提高外出招引

项目的密度，提高与优质项目

洽谈的频度，提高高质量项目

的建设进度；要将更多资源安

排在高质量项目上，争取空

间、优化布局、加快供地；要将

更多政策支持“十百千计划”

培育企业，今年排的 80 家“十

百千计划”培育企业是金坛

“十四五”工作的重点，要深入

企业、掌握实情，“一企一策”、

破解难题，向上沟通、争取支

持，与企业家善交朋友、鼓舞

干劲。

四 要 举 全 区 之 力 支 持

“两城四区”加快发展。重点

板块是主力主战部队，各部

门单位是服务保障部队，要

准确定位、不可错位。各部

门单位和银行要主动服务、

破解难题、及时服务重点板

块，也要主动与部门单位沟

通和商量。各部门、各板块

要抓推进、抓落实。主要负

责人要时刻想一想，围绕区

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结

合本地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

应该干什么，做到心中有全

局、有大局；要时刻捋一捋，

已经启动和还未启动的工作

有哪些；应当排一排，某项

工作应该在什么时间完成，

应该以什么样的质量去完成。

要特别强调三个字：一是要

“ 快 ”， 推 进 要 快 ； 二 是 要

“攻”，攻坚难点痛点；三是

要“高”，高质量干工作。同

时全区上下绝对不能放松安

全生产工作。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陆秋明指出，一要抓信息，

注重以商引商、策划招商，

善于使用基金招商方式，要

注重高质量，提升信息研判

能力，做到心中有数；二要

抓保障，各部门各板块要提

升项目服务能力，不能按部

就班，做到抓项目要一抓到

底，要发挥国有公司的作用，

主动深入项目一线，用好资

源；三要抓平台，借助园区

加速器和孵化器的建设使用，

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会上，金坛经开区、华罗

庚高新区、区商务局主要负责

人围绕一季度工作成效和下

一步工作开展作交流发言。

陈月乔 唐晓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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