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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推动全区党史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扩大党史

学习教育的受众面、覆盖率，打

造“全天候课堂”。4 月 15 日

晚，我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集

中夜学活动。狄志强、陆秋明、

王跃中、陈锁龙、刘国新、俞金

红 等 区 四 套 班 子 领 导 参 加

学习。

学习活动集中观看了由中

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

任、教授李庆刚所作录制的《抗

美援朝的决策及其影响》视频

讲座。

李庆刚在授课中指出，抗

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

之战，对强大的对手，人民军

队不畏强敌、勇敢出击，在战

争中学习战争，不断地发展壮

大、提高自己，也进一步证明

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是赢

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的

重要保障。

此次集中学习是全区党史

学习教育“夜学·周末读”活动

的首场科级领导集中“夜学”。

根据金坛区委党史学习教育安

排，“夜学·周末读”活动将依托

基层党组织，充分利用人民网、

“学习强国”党史学习教育资料

库等网络资源，采取夜间集中

听课、周末个人阅读的方式进

行党史学习教育，妥善处理党

员干部工学矛盾，在不影响日

常工作的前提下，做到学习人

员、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学习

效果“四明确”。目前，已经策

划了 12讲周末“金沙大学堂”，

通过“专家学者讲理论、领导干

部讲政策、先进人物讲故事”方

式，每次组织全区副科级以上

领导干部进行轮训；推出 12节

夜课堂，组织 18家基层党委近

2500 名党员群众观看中央党

校党史专家的网络课程，以全

面学习党史为重点，深入了解

党的百年奋斗史。

自“夜学·周末读”活动开

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积极

参与，通过邀请专家授课、朗诵

红色经典文章、歌唱优秀革命

歌曲等多种教学形式，丰富活

动内容，利用好各种业余时间

加强学习，推动了全区党史学

习教育更有活力、更有温度、更

接地气、更具实效。

下阶段，各级各部门将以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贯穿

于党史学习教育全过程，开展

“初心映金沙 奋进新征程”主

题活动，推进“帮困解忧送温

暖”“为民服务我先行”“党建

引领开新局”行动，在实践中

展示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

风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唐晓海

我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集中夜学活动
狄志强、陆秋明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学习

本报讯 昨天上午，2021 金

坛茅山山地半程马拉松赛在茅

山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跑，来自

全国各地的万名跑者感受运动

的激情与美好。区领导陆秋

明、朱霞参加活动。

2021 金坛茅山山地半程马

拉松赛由金坛区人民政府、常

州市体育局主办。本次共设置

半程马拉松、微型马拉松和迷

你马拉松三个项目，比赛途径

海底水库大坝、三清观、接山墩

水库大坝、茅山宝盛园等知名

景点，选手们全程奔跑于山美

水秀之中，领略独特的“道文

化”韵味。赛事组委会还组织

了近 900名志愿者，为跑者提供

咨询、加油助威、指引路线、发

放补给、拉伸放松等服务。

据了解，2021 茅马是国内

唯一“道系”特色的马拉松赛

事，也是我区打造健康都市、体

育名城的重要活动和支撑。下

一步，我区将以此为契机，通过

创新实干推出更多的赛会、提

供更好的保障和打造更好的体

验，彰显“美丽常州新样板 宜

居宜业幸福城”的成色与魅力，

推 动 我 区 高 质 量 发 展 走 在

前列。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角

逐，来自内蒙古的选手边岐凭

借 1 小时 09 分 49 秒的成绩获

得男子组冠军，来自辽宁的选

手殷晓雨凭借 1 小时 21 分 09
秒 的 成 绩 获 得 女 子 组 冠 军 。

江苏体育休闲频道和金坛手

机台对此次赛事进行了全程

网络视频直播。 左燕

2021金坛茅山山地半程马拉松赛
昨日开跑

本报讯 4月 16日，区人大

常委会举办“人大讲堂”第 30
讲，特邀省自然资源厅矿业权

管理处副处长金文玉作新形

势下矿产资源管理的专题知

识讲座。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跃中，副主任刘东升、王新

辉、冯锁强参加讲座。

金文玉副处长从全省矿

产资源分布及开发利用情况、

当前针对自然资源管理出台

的措施以及矿产资源管理中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区人

大常委会对我区盐穴资源开

发利用管理进行了专题调研。

本月底，区人大常委会将对

《矿产资源法》贯彻实施情况

进行专题审议，通过人大监督

的方式，进一步引导全区上下

贯彻落实好《矿产资源法》。

王跃中要求，要积极探索

矿产资源综合管理的新方法、

新路子，着力推动资源开发和

生态治理有机融合，把我区矿

产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助推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 唐晓海 左燕

“人大讲堂”第30讲开讲
探索矿产资源利用新途径

本报讯 4 月 16 日，我区召

开打击治理通讯网络新型违法

犯罪工作联席会议，就我区下

阶段全力构建“全民反诈、全社

会反诈新格局”作相关部署。

副区长、金坛公安分局局长沈

振华参加会议。

2020 年，全区共破获通讯

网络诈骗案件 168起，打击处理

犯罪嫌疑人 122名，返回被骗资

金 270万元。今年以来，全区已

破获通讯网络诈骗案件 30 起，

打击处理犯罪嫌疑人 99 名，返

还被骗资金 147.7万元。并积极

开展反诈攻坚行动，走访全区

企事业单位 2000 多家，建立反

诈微信群 323个。

会议要求，要通过新一轮打

击治理专项行动，确保形成强大

震慑效应，并加强宣传防范，从

源头压降警情发案。要树牢“一

盘棋”思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

尽责，坚决打赢打击治理通讯网

络诈骗犯罪攻坚战。 左燕

我区全力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本报讯 4月 16日，半导体

（异质结）叠层新能源省级产

业创新中心在东方日升（常

州）新能源有限公司揭牌，该

中心是此次获批的 14 家省级

产业创新中心中唯一的新能

源领域的产业创新中心。

该中心将围绕异质结电

池制备和材料及关键核心技

术等问题，建设国家级电池

组件产业黄金示范线平台、

异质结太阳能电池核心设备

材料研发平台、国家级光伏

标准制定与推广平台以及国

家级光伏组件服务及品牌输

出平台，开展异质结电池研

发方面等研究，攻克异质结

电池制备、核心材料等关键

核心技术。平台建设新增总

投资 8000 万元，具体建设内

容包括：研发大楼的搭建、

设备新增购置及技术研发投

入、人才输出等。目前，东

方日升最新研发的高功率异

质 结 组 件 最 高 功 率 已 达

606.656W，将异质结组件功

率最高世界纪录提升了 160W
以上，为异质结高功率组件

规模化生产奠定了新基础。

师杰

14家省级产业创新中心获批

唯一一家新能源领域产业
创新中心在坛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