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迎接全国双拥模范城检查考评

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

! ! ! !

本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

周年即将来临，全国双拥模范城

“五连冠”创建考评也日渐临近。市双

拥工作领导小组
#$

日下发通知，要求

各地各部队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

属拥政爱民工作。

通知要求，结合庆祝建党
$%

周

年、建军
!"

周年和全国双拥模范城创

建，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广泛开展双拥和

国防宣传教育。举办以双拥共建为主

题的文艺会演、影视展播、读书演讲、

红歌联唱、座谈联欢、书画展览等活

动，组织引导干部、群众、学生、官兵

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深入部队

基层，在全社会营造军爱民、民拥军

的浓厚氛围。

各地、各部门要抓紧落实年度军

地互办实事任务，大力支持部队完

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积极发动和组

织社会力量，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

拥军活动，切实帮助部队解决战备、

训练、生活中的难题。各部队要积极

参加地方经济社会的重大活动，进

一步完善抢险救灾等各类应急预

案，与地方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确保

遇有险情迅速出动。

八、九月份，全国和省双拥检查考

核组将对我市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工

作进行考核验收。通知要求，各地、各

部门结合创建迎检工作，严格落实双

拥优抚安置政策；各部队要加强纪律

检查，开展一次拥政爱民教育，树立

文明之师良好形象。同时，各地、各部

门、各部队要认真对照《江苏省创建

全国双拥模范城（县）考评标准》和

《常州市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

冠”迎检目标任务》，再一次查漏补

缺，夯实双拥创建基础，完善双拥工作

台账，确保以一流的工作、一流的标

准、一流的成绩，迎接全国双拥模范城

检查考评。 !陈丹华 周茜"

杨帆被授予“新长征突击手”
伤势恢复良好已经出院

! ! ! !

本报讯 在与歹徒搏斗过程中受

伤的英雄民警杨帆，近日被授予“新长

征突击手”称号，团市委向杨帆颁发了

荣誉证书。

“新长征突击手”称号，是对为社

会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青年的表彰，

是共青团内崇高的荣誉。杨帆的所作

所为，体现了当代优秀青年勇于奉献、

不怕牺牲的精神，他是当之无愧的青

年楷模。团市委书记胡竹表示，授予杨

帆“新长征突击手”称号，既是对他行

为的一种褒奖，也是为了号召全市青

年学习他为群众奉献的崇高精神，倡

导良好的社会风尚。

自
&

月
#

日抓捕毒贩受伤至今，杨

帆的伤势牵动着市民的心。目前，杨

帆身体恢复良好，已于
&

月
#'

日出院

回家休养。他表示，将早日重返工作

岗位，加倍努力工作，以优异业绩回

报社会。 !天公 胡越 凃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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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召开民主协商会
通报协商有关人事安排

! ! ! !

本报讯 昨天，中共常州市委邀请市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

人士召开会议，通报协商有关人事安排。

市委书记范燕青代表中共常州市

委就有关人事安排作了说明，并介绍

了有关人选的情况。

与会代表充分酝酿后认为，这次

人事安排，是省委从常州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出发，结合我市市级领导班子

建设实际，统筹考虑、慎重研究的结

果，大家一致表示赞同。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春福主持

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长张

晓霞，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

无党派代表人士赵忠和、邵明、陆志

奋、张云云、杨伟红、谭震、顾征英、俞

申、韩红卫参加民主协商会。

!常组宣 李梅香 沁霖 宋婧"

花博会要办出一流成效永不落幕
我市召开花博会筹备工作动员大会

! ! ! !

本报讯
(%#)

年
$

月，第八届中国花

卉博览会将在我市武进西太湖畔拉开帷

幕。昨天，我市召开花博会筹备工作动员

大会，要求各级各部门奋战
!%%

天，全力

推进展区建设、城乡建设、产业发展、展

会筹备等各项工作，努力把本届花博会

办出一流水平、一流特色、一流影响、一

流成效。市委副书记邹宏国、副市长张耀

钢出席动员大会。

以花博会为契机，努力实现花事盛

会大呈现、城市建设大提速、花木产业

大发展、生态旅游大升级。根据规划，武

进年内将完成花博园总体方案的规划

设计和主展馆的施工方案设计，保证

各类场馆年内顺利开工建设，明年全

面完成主场馆、室外展区及配套景区

建设，启动综合展馆内装修及相关功

能设施建设。确保到
(%#)

年，全区花木

种植面积达到
#!

万亩，其中花卉盆景

类种植和销售在花木产业中占比提升

#*+

以上。到花博会开幕前，建成
*

个

以上千亩花卉苗木生产示范基地，夏

溪花木市场年交易额超
#%%

亿元、花木

销售额超
*%

亿元，力争吸引
#)%%

家以上

国内外知名的花卉园艺生产、经销企业

和花卉组织参展参会。

对花博会的规划和筹备工作，邹宏

国以“共识空前统一、方案总体形成、联

动推进强劲”给予充分肯定，同时要求各

级各部门同心协力、全力推进，真正举办

一届永不落幕、让老百姓满意的花博会。

对下一步的筹办工作，邹宏国强调

三点意见：

一要致力于领先。办展理念要领先，

要智慧地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市

场等各因素，举办最精彩、最圆满、最成

功、最难忘、最和谐、最具武进“花都水

城”特色的花事盛会。规划建设要领先，

积极借鉴成功经验，充分融合武进特色，

精心设计、精心建设。科技要领先，依靠

科技手段，迅速壮大花卉苗木产业，让养

花、种花、品花、赏花、评花进入千家万

户。品质特色要领先，主展区和“一场五

园”要充分体现江南特色和“花都水城”

品质。产业发展要领先，以花博会为契机

带动花卉苗木产业蓬勃发展，促进现代

农业转型升级、现代服务业加快提升。

二要统筹于行动。各级党委政府以

及财政、规划、建设、农委等部门要整合

资源、统筹协调、上下联动，调动一切可

以调动的力量，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智

慧，全面推进花博会筹备工作。

三要立足于满意。办好花博会，让谋

划者、建设者满意，参展者、参观者满

意，更要让常州市、武进区的老百姓满

意。要通过硬件建设的精致设计、精品

工程，办展筹备的精心组织、精准对接、

精细服务，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知晓

率、支持率、参与率和满意率，确保花博

会圆满成功。 !程湘 陈荣春"

发展文化产业 关键在于创新
市领导考察部分文化产业引导资金申报项目

! ! ! !

本报讯 昨天，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徐缨率市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行，对部分
(%##

年度市文化产业引导

资金申报项目进行实地考察。

徐缨在考察过程中称赞今年的申报

项目都很有新意，常州文化产业的发展，

关键是要创新。她指出，文化旅游项目要

差异化运作，形成集聚效应，并增强对外

吸引力；文化宣传广告企业要善于整合

资源，借助自身优势扩展经营范围；新媒

体企业应增强版权意识，深化品牌优势，

不断拓宽产业链；电子商务企业应贴近

生活，便民服务，将市场的接受程度作为

衡量生命力的标准。

本次实地考察的
'

个项目分别是：

位于武进太湖湾旅游度假区的环球

动漫嬉戏谷数字文化体验项目。自
"

月
)%

日开园至
'

月
)%

日，嬉戏谷共接待游客

)%#*!$

人，总营业收入
"'&),(

万元。其中

门票收入
)#'*,)

万元，商品、餐饮等园内

二次消费收入
#*%&,$

万元。该项目还将

对一期进行优化提升，加速园区周边酒

店、商业街区、交通组织等配套设施，并

精心做好二期规划。

常州休闲观光农业多媒体综合推介

项目。以服务常州休闲观光农业建设为内

容，充分挖掘、保护和宣传“民俗民风、乡

土人文、农事农耕、涉农‘非遗’”等传统文

化，倡导“农业科普、健康饮食、农产品地

理标志、休闲观光”等生态旅游理念。

常州卡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炮炮兵”

数字娱乐一体化创作及产业化运营项目。

诞生于
(%%'

年的大钢盔小兵形象，品牌内

容下载次数超过
*

亿人次，用户基础
"%%%

万

人、精确搜索
(*%

万条并连续
)

年蝉联新媒

体第一动漫品牌，并打造了内容产品涉及

动画、漫画、网游、手机增值产品等覆盖几

乎所有网站、移动互联网的新媒体平台。

化龙巷旅游文化产品电子商务平

台。自
(%%'

年创立以来，提供生活信息、

消费指导、电子商务等实用服务的化龙

巷，已成为常州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网络

服务品牌之一。

新北区保纳商业广场的
"-

绿色城市

文化膜。即在城市各大商业街、购物商场、

主题商店，基于原有玻璃橱窗，贴膜复合

投影，发布商品信息，推广商家品牌，借助

于触屏功能提供服务。 !下转
!"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