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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璐 梅永生 林兰）日前，
“第二届中国木业园区及口岸产业发展
大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召开。会
上，京口区新民洲凭借近年来“港、产、
城”模式的成功探索和实践，获得了由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颁发的“全
国十大木业园区”“绿色创新木业园区”

“木业智造产业示范园区”等荣誉称号，
得到了业内的充分肯定，新民洲在业内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本次大会由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
协会、中国林业机械协会共同主办，来自
全国木业园区、口岸，木业制造、贸易企
业，相关政府、主管部门、专家学者200余
人参加了本次大会。大会旨在通过共同
探讨我国木业园区及口岸的未来发展方
向，帮助中国木业行业尽早摆脱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重新步入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记者采访获悉，经过近几年的发展，
中林（镇江）生态产业城项目在业内影响力
已逐步显现。港口方面，累计投资近30亿
元的新民洲港，自2017年以来进口原木年
均增幅达46%，2020年更是砥砺前行，奋勇
争先，努力克服疫情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港
口进口量实现逆增长。今年1-8月，进口原
木224.8万立方米，其中1-7月进口量在全
国同类木材单体港口中排名第一。

产业方面，总投资 1.2 亿元、占地
123亩的木业初加工区一期已投入运
行，入驻企业13家。总投资7.2亿元、占
地713亩的木业初加工区二期已签约入
驻企业10余家，招商形势喜人。总投资
11亿元、占地 1098亩的木业先进制造

区一期，将于今年年底前建成，目前国
内乐器行业标杆企业、成都川雅木业投
资的乐器产业园项目已正式签约。

就业方面，已集聚木业相关企业37
家，其中木材加工企业13家，贸易和相关
服务外包企业24家，目前共吸纳就业近
3300人，就业人数比2016年增长6倍。

当天会上，镇江国林生态产业城常
务副总经理徐海平荣获“2020中国木业
园区及口岸年度人物”称号，江苏新民
洲港务有限公司、镇江国林产业城有限
公司获得“信息采集点”认可。徐海平
说：“镇江国林生态产业城已连续3年蝉
联‘十大木业园区’称号。疫情期间，镇
江国林生态产业城一方面快速恢复安
全生产，一方面继续贯彻落实新民洲

‘港、产、城’一体化发展的创新模式，深
度优化产业结构，合理布局发展规划，
引进智慧园区项目，力争为入驻企业提
供最完善的产业配套服务。下一阶段，
镇江国林生态产业城将力争建成国家
级木材加工示范基地、国际木材交易中
心及国家生态宜居小镇，为木材行业发
展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新民洲临港产业园党工委书记张伟
表示，园区将进一步持续完善功能配套，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木业先进制造区为
载体，以长三角一体化为契机，以木业精
深加工为方向，做好承接上海、太仓、南浔
等地产业转移的准备，严格项目准入门
槛，加强项目研判，招引一批优质项目入
驻，让新民洲为京口、为镇江经济“跑起
来”贡献力量。

本报讯（徐岚 心俊）珍惜粮食，
拒绝浪费，如今各行各业都高度重
视并在实际工作中推进“光盘行
动”。而节约粮食做得好不好，从餐
厨垃圾的量就可以看出来。近日，
记者跟随负责扬中餐厨垃圾收运的
江苏泓润生物质能科技有限公司收
运员的脚步，看一看垃圾桶中剩饭
剩菜的变化。

上午 10点，一辆统一标识的餐
厨垃圾车停在了位于金苇西路的九

加一中式快餐门前，绿色的餐厨垃
圾专用桶已经摆放在了路边。“垃圾
桶专门用来盛放果皮菜叶、剩菜剩
饭等各种餐厨垃圾。”收运员林晶说
着便跳下车。在同事的帮助下，他
们将一个餐厨垃圾桶推到车旁，经
车辆自动“抓取”，大半桶的餐厨垃
圾被倾倒进垃圾车中。

“平常去收的话，像一些小餐厅，
往常一天会产生大半桶的餐厨垃圾，
现在一般是小半桶。”林晶和同事负责

收集金苇西路、同心路、建设路的100
余家饭店、宾馆、企事业单位的餐厨垃
圾。在林晶来看，市民消费观念和用
餐习惯的转变是餐厨垃圾减少的重要
原因——近段时间，他去一些餐厅后
厨搬运餐厨垃圾时，时常耳闻目睹顾
客要求服务员将吃剩的饭菜打包。

据了解，江苏泓润生物质能科
技有限公司作为该市合作的餐厨垃
圾收集处置单位，目前配备有4台餐
厨垃圾专用运输车，每天分批次，对
主城区 300余家餐饮企业、20余家
学校、60余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
的餐厨垃圾进行上门收集。车辆满
载后，将统一运送至镇江城市有机
质协同处理中心，经过厌氧发酵，变

废为宝，生成天然气和可用于苗木
果蔬、茶园种植的生物有机肥。

“以前打开垃圾桶，偶尔能看到
完整的鱼、肉，看着很让人心疼。随着

‘光盘行动’的普及，大饭店餐厨垃圾
桶中的剩菜剩饭在慢慢减少，为此我
们也感到欣慰。”扬中餐厨废弃物收运
负责人张开鉴说，今年以来，随着城区
餐厨垃圾统一收运餐饮企业的增多，
餐厨垃圾整体回收量增多了，但单个
垃圾桶中的剩菜剩饭量在逐渐减少。

近期，扬中各行业通过广泛宣
传，引导市民和餐饮企业“厉行节
约、杜绝浪费”，张开鉴对餐厨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前景
更有信心了。他认为，节约意识的
深入人心，原来这些回收点的餐厨
垃圾的收运量会有一定的降幅，但
是企业会继续扩大收运覆盖面，鼓
励更多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纳入统一
收运服务范围，同时，更加规范餐厨
垃圾管理，贯穿前中后的所有环节。

本报讯（朱婕 龚青晓）位于丹
徒区的镇江燃机热电联产项目正在

“提速”，全力冲刺“年内投产”的目
标。日前，1号机组主厂房里传来欢
呼声：“锅炉水压试验一次成功。”这
不仅标志着项目安装工程中一个重
要的工艺进度节点顺利完成，同时
标志着我市首个清洁能源热电联产
项目进入投产“倒计时”。

工程总指挥张华山介绍，项目计
划总投资87亿元，分两期实施，其中一
期投资约35.5亿元，将建设两台9F级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机组及

配套热力管网和天然气管网，机组单
机理论容量达到500兆瓦，是目前省内
在役单机容量最大的燃气机组。

不仅如此，作为我市首个清洁
能源热电联产项目，整个项目通过
对周边煤炭锅炉的整合替代，将有
效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和煤炭消
耗，进一步调优全市能源结构。经
济部门预测，项目投产后可提高我
市清洁能源占比 13.3个百分点，对
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和低碳城市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所带来的产业集聚效应已经开
始显现。“一批产业项目已经开始把
目光投向这里。”张华山透露，目前
已经有相关项目实地考察，并且形
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我们希望，也
有信心，筑巢引凤，为助力地方经济
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项目建设一直保持着“跑”的节
奏，全力冲刺年内投产任务目标。尤
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项目工程
面临设备延期交付、人员疫情防控等
多重压力，企业坚持疫情防控及工程
建设“两手抓、两手硬”，主动出击、多
方协调，在市、区各级政府的关心和
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于2月21日
顺利成为我市首个复工的建设工程。

4 月 30 日，项目倒送电一次成

功；7月 31日，1号燃气轮机克服了
疫情的重重考验，从意大利漂洋过
海顺利运抵现场；8月底，锅炉实验
如期推进，为 1号机组点火试运、年
内投入商业运行打下了基础……

“燃机热电联产项目是加速推进镇
江能源结构调整、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大清洁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对产
业强市也具有重大意义。”作为省重
大项目，相关专家如此评价其意义。

同时，相关数据也显示，项目一
期投产后，年发电量约55亿千瓦时，
供热约 590 万吉焦，消耗天然气约
9.85亿立方米，年纳税约3亿元；二期
规划建设两套具有国际最先进水平
的H级重型燃气机组，其单机容量达
到700兆瓦级，年纳税约4亿元。

本报讯（记者 胡建伟）14日上午，
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举行2020年秋
季学期开学典礼。市委副书记、组织部
部长、党校（行政学院）校（院）长李健作
开学动员并与学员进行交流。

李健在动员讲话中希望这次集
中学习要上好伟大抗疫精神的“信念
课”，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上好党的
组织路线的“制度课”，自觉锤炼党
性、强化组织观念，当好党的组织路
线的“执行者”“维护者”；上好市委全
会精神的“发展课”，回答好“镇江很
有前途”的命题、回应好“跑起来，镇
江”的主题。随后，他围绕“如何做好
一名领导干部”主题，从“融入、学习、
干事、创新、团结、底线”六个方面与

学员们进行了深入交流。
最后，李健强调，学员们在学习中

要坚持做到“学思践悟”四个字。学是
基础，要把各种理论、各种知识吃到肚
子里，夯实理论根基；思是消化，要多思
考、多交流、多探讨，把学到的知识真正
变成自己的思想；践是功力，要知行合
一、学用结合，把知识的养分转化成自
身的能量；悟是升华，要多开展一些深
层次思考，多收获一些规律性认识，不
断增强推动工作的能力素质。

第 53期县处级干部进修班、第 20
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2020年市级机
关科级公务员任职班共 144名学员以
及市委组织部相关领导、市委党校领
导、全体教师、中层正职干部及市委组
织部相关处室同志参加开学典礼。

本报讯（记者 胡建伟）14日下午，
市委书记马明龙会见了中国第二重型
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韩晓军一行，双方就进一
步加强合作进行了交流。

马明龙对韩晓军一行的到来表示
欢迎。他说，二重在镇江已有十几年的
发展历程，双方结下了深厚情谊。二重
作为央企，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相信在“双循环”新格局中
也必将发挥重要支撑作用。镇江自然
禀赋优越、区位优势独特，确立了“创新
创业福地、山水花园名城”的城市定位，
正在积极实施产业强市、创新驱动、融
合发展“三大战略”，不断提升城市发展

活力。希望二重加大在镇投资力度，加
强产业链联合招商，更好助力镇江经济
社会发展。

韩晓军感谢镇江市委、市政府长期
以来对二重在镇公司的关心和帮助。
他表示，二重集团公司经过改革重组实
现了“凤凰涅槃”，走上了健康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二重集团公司将发挥产业
链完整、设备先进等优势，把镇江公司
打造成为集团重要的发展基地，希望镇
江市委、市政府一如既往对二重在镇公
司给予关心和支持。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陈可可，中
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
委、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平参加会见。

马明龙会见中国二重、
国机重装董事长韩晓军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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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洲：港产融合结硕果

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

跟着餐厨垃圾收运员看“餐食节约”——

垃圾桶中剩饭剩菜越来越少了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巩固深
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全
文如下。

在全党开展以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主要内容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实现了理论学习有收
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
率的目标任务。为深入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持续推动全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切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为完成
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不懈奋斗，
现就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果提出如下意见。

一、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坚持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继续在学懂弄
通做实上下功夫，使全党始终保持
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
动、强大的战斗力。县处级以上领
导班子要落实党委（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制度，每年至少举办 1

期读书班，列出专题，集中学习研
讨。党员领导干部要列出年度重点
书目学习，每年至少到分管领域、学
校等基层单位或所在党支部讲 1次
专题党课。党员要按时参加党员大
会、党小组会和上党课，通过学典型
案例、听理论宣讲，增强学习效果。

二、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教
育。坚持集中培训与日常教育相结
合、组织教育与自我提高相结合，引
导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
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党员、干部
要把党章作为必修课，经常学习对
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党员、干部
党性教育和领导干部任职培训，要把
党章作为必学内容。党委（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每年安排 1次党章集

体学习，党支部每年组织1次党章专
题学习交流。强化对党忠诚教育，落
实主题党日制度，坚持和完善重温入
党誓词、党员过“政治生日”等政治仪
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强化党的意
识、党员意识。加强党规党纪教育特
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督促
党员、干部强化组织观念，做到“四个
服从”。就近就便用好红色资源、党
性教育基地等，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前行动力。开展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专题教育，让党员、干部学
习了解党成立以来的重大事件、重要
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了解党的
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做
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下转2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

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京滨铁路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合龙
在天津市宝坻区中铁一局京滨铁路一标项目工地，京

滨铁路宝坻特大桥跨引滦入津输水明渠连续梁即将合龙
（9月13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今
日
导
读

恒顺数字项目 开始落地攻坚 2版

黄梅楼道文化 吹拂文明新风 3版

“接班人”菅义伟 将直面三挑战 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