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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天牛虫害高发
请来20万只昆虫灭牛

! ! ! !

金坛部分地区林业天牛虫害高发"

记者昨天从金坛市农林局获悉!该市依据

害虫发生危害情况#天敌寄生特性和当地

气候条件!从省林业科学院$请来%

')

万只

害虫天敌&&&管氏肿腿蜂! 在薛埠镇上

阳村#方麓村两个林业有害生物监测点!

采用人工生物方法进行虫害防治"

肿腿蜂是天牛类害虫幼虫及蛹期

的优势天敌! 能沿虫道穿过虫粪找到

天牛幼虫及蛹!在它们的体表产卵!卵

通过吸取天牛幼虫# 蛹的营养而导致

其死亡!达到防治效果"这次金坛每公

顷放蜂
(***

只! 预计防治生态林面积

&***

余亩" 图为肿腿蜂的虫卵正在被

释放到大树上"

建君 马骧 华岗 文
!

摄

附!

以下
"#

条，您认为哪一条比较合适，或觉得还需

要修改以及还有什么新的表述，请参与发表意见。

&

#开放 开明 开拓'创新 创业 创优

'

#创新领先 创业率先 创优争先

!

#创新 创业 创优'争先 领先 率先

#

#创新创优 率先争先 和美和谐 厚德明德

(

#创新争先 务实奉献 崇文厚德 包容尚贤

+

#崇文重教 务实创新 和谐致远

$

#吴韵汉风 诚信开明 江海情怀 博爱包容

%

#创新求先 创业求实 创优求强

,

#开明开放 博爱博大 创新创业 争先率先

&*

#创新创业创优 开放开明开拓 争先领先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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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企业直接融资明显加快
债券融资：上半年达58亿元，是去年同期7倍
区域集优融资：首批已启动，拟为25家企业发行集合票据近22亿元

在间接融资稳步发展的同时———

! ! ! !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人行常州市中

心支行获悉，今年以来，在间接融资继续

稳步发展的同时，我市直接债务融资步

伐明显加快———上半年全市企业债券融

资
$%&#%

亿元，是去年同期的
'

倍，为地方

经济发展争取了宝贵的资金资源。在当

前总体信贷资金供需矛盾凸显的背景

下，我市企业可借助这一途径，进一步拓

宽融资渠道。

年初以来，市相关职能部门协同配

合，开拓创新，加速推进直接债务融资

工作，使之成为我市社会融资总量增长

的新渠道。
(

月份，通过市发改委、财政

局等部门强有力的组织管理和政策支

持，我市成功发行
)#""

年常州市中小企

业集合债券，这是我国地级市首只中小

企业集合债券。常州天山重工机械公

司、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公司、江苏

河海新能源有限公司等
"#

家企业共募

集了
$&#%

亿元。

我市围绕全省“债务融资工具余额

倍增计划”，出台了《常州市国家创新型

科技园区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引导暂行办

法》，并落实部门职责，组织金融机构开

展专题推介活动，围绕一核八园、新兴产

业、五大产业、先进制造业、中小企业和

涉农企业开展项目储备建设。
*

月份，龙

城旅游控股集团在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

第一期
(

亿元短期融资券，实现了我市直

接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零的突破；亚邦集

团、新誉集团等重点企业与相关金融机

构合作，加快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工作。

与此同时，“区域集优”融资服务项

目全面推进。
*

月
"+

日，市政府和中债信

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人民银行常

州市中心支行在南京签订了全国首个

《区域集优债务融资合作框架协议》，市

金融办、人民银行、发改、经信、科技、财

政等部门加速企业遴选和项目储备，加

快落实担保、反担保措施。目前，全市第

一批“区域集优”项目已经启动，农行、中

信、招商、兴业、民生和江苏银行等
*

家商

业银行，拟为我市
)$

家企业发行集合票

据合计近
))

亿元。

(人行宣 崔彦玲)

“区域集优”融资
$区域集优%融资服务是中债信用增进

公司依托地方政府部门和人民银行分支机

构!共同遴选符合条件的各类地方企业和融

资主体!由中债公司联合商业银行#地方担

保公司和其他中介机构!为企业尤其是中小

企业量身定做的直接债务融资服务方案!目

前选在江苏#广东#山东三省开展"经过积极

争取!我市成为目前江苏省$区域集优%项目

的唯一试点城市"$区域集优%融资服务拓宽

了发行企业范围!一些原本未达直接债务融

资条件的企业!组团后通过中债公司统一增

信可以
!-

的最高等级发债! 发行流程缩短

至
!

个月左右!在形成长效机制后!将建立常

州企业直接债务融资的绿色通道!构筑促进

常州企业优先发展的融资平台"

“江苏精神”再向
社会各界征集意见

6300多条中已拓展提炼选出10条表述

! ! ! !

本报讯 新时期“江苏精神”拓展

提炼取得初步成果。经过对
*(,,

多篇

（条）来稿反复研究筛选，初步提炼选

出
",

条表述方式。根据省委要求，再次

向全社会征集意见。

为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六个

注重”重要指示，充分发挥先进思想文

化引领作用，按照省委部署，省委宣传

部从
+

月份开始，组织

开展了“江苏精神”拓

展提炼公开征集。省

委书记罗志军高度重

视，多次批转干部群

众、专家学者信函和

有关专题报告。《新华

日报》开辟专栏推出

评论，中国江苏网开

设征集网页，江苏手

机报开通信息接受平

台。社会各界踊跃参

与，短短
"$

天，应征稿

件 达 到
*(,,

多 篇

（条）。经工作小组整

理统计，省内干部群

众和专家学者投稿约占总数
%$-

，外

省网民投稿约占总数
"$-

。

通过电脑软件对关键词进行检

索，创新创业、率先领先、崇文重教、自

强不息、务实奋进、开放包容、和谐致

远等词句出现频率较高。其中“率先”、

“争先”出现
$*"

次，“创业”出现
+$(

次，

“创新”出现
%.(

次， (下转
-'

版)

决战文明大考 推动转型升级
全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

! ! ! !

本报讯
'

月
)*

日
/).

日，我市召开上

半年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总结今年以来全

市宣传思想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徐缨出席会议并讲话。

上半年我市宣传思想工作呈现
"#

大

亮点：全城发动、全民参与，文明创建形

成热潮；全面深化、务实推进，“道德讲

堂”享誉全国；精心策划、有力展开，建党

.#

周年等重大纪念活动体现水平；把握

契机、突出重点，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成为

典型；坚持导向、科学应对，舆论引导平

稳有序；高点定位、整体联动，形象宣传

引起关注；形成机制、丰富载体，文化惠

民诠释幸福；科学规划、重点推进，文艺

精品成为名片；乘势而上、蓬勃发展，文

化产业展现优势；注重规范、体现科学，

自身建设不断提升。

会上，徐缨提出了下半年我市宣传

思想工作五大主要工作任务：

一是迅速学习贯彻“七一”讲话当好表

率，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解读讲话，明确

学习重点，用好学习平台，体现学习成效。

二是全力迎接文明城市测评展水

平，要着眼于“高”，全力亮化品牌特色；

立足于“细”，全力提升薄弱环节；追求于

“实”，全力体现民生要义；体现于“准”，

全力完善迎检方案。

三是精心组织宣传优氛围，围绕党

代会、文明城市创建等宣传重点，推出系

列报道，做强主流声音；优化管理机制，

实现科学应对；把握媒体变革，形成立体

宣传。

四是激发活力增实力，要进一步发

展文化产业，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强

化文化产业发展扶持，抓好重点精品创

作推广。

五是把握规律促转型，工作标准要

转“高”，工作机制要转“新”，工作作风要

转“实”，宣传文化工作要在整个大局工

作中更有作为。 (王淑君)

加 速 建 设 钟 楼 新 城
&&&访钟楼区委书记徐伟南

辖市区党委换届后书记访谈系列之七：

! ! ! !

如果要在钟楼区寻找一个区域热

词，那么就是“钟楼新城”。

“过去
$

年，钟楼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

显著成绩，下一个
$

年，我区将瞄准‘科技

钟楼、服务钟楼、魅力钟楼、幸福钟楼’，争

取再创辉煌。”钟楼区委书记徐伟南日前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十二五’期间，

将围绕一个总目标———率先基本实现现

代化、建设美好新钟楼，确立一个标

杆———全区经济总量赶超南京鼓楼区。”

为此，钟楼已明确提出未来将全力

加快实施“四大战略”，即创新驱动、服务

强区、新城引领、民生优先；不断推进“五

大工程”，即转型升级、新城建设、民生幸

福、要素保障、管理创新；全面打造“五大

平台”，即先进制造业为主的钟楼经济开

发区、现代服务业为主的钟楼新城、科技

创新为主的玉龙路科技园区、文化和旅

游业为主的运河区域、生产性服务业为

主的城西物流板块。

“其中，钟楼新城建设将成为下阶段

钟楼发展的新引擎。”徐伟南介绍，推进

钟楼新城建设，将是未来全区转型升级

的主战场，它将由以传统商贸为主的南

大街时代，迈向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龙

江路高架时代，并且形成与老城区“双

核”驱动发展的空间架构，壮大钟楼地方

经济。

今年
*

月，钟楼新城建设规划精彩亮

相，规划总面积
)'

平方公里，由“一心一

轴六区”等重点功能区构成。“一心”，就

是
(&$

平方公里的青枫公园核心区；“一

轴”，就是长达
*

公里的龙江路商贸经济

中心轴；“六区”，就是中央商务区、金融

街区、商贸街区、科技街区、市场物流区、

现代化教育示范区。其最大优势为“三纵

六横”骨架路网形成“半小时经济圈”。龙

江路高架在新城范围内拥有
(

个出入口，

同时， (下转
-'

版)

通 告
关于做好有序用电工作的———

! ! ! !

目前!我市已进入持续高温期!电力

供应形势严峻!为确保电网安全!确保居

民生活及城市重要公共设施的电力供应!

经研究决定!对全市有序用电通告如下*

一 #+常州市
'*&&

年有序用电方

案,和+常州市
'*&&

年突发事件预案,

涉及企业!均应严格按预案执行"

一是执行$负荷控制方案%的企业!

在用电高峰
%.**"&&.**

#

&!.**"&+.**

#

&,.**"''.**

三个时段!严格按限电指

令执行避峰让电'

二是在
$!%

月份执行 $季节性检

修% 让电和调整生产班次的企业严格

按预定的时间段执行"

二#提倡节约用电"

(

&

)机关#企事业单位 #商场 #超

市#宾馆#饭店#写字楼#银行等单位空

调温度设定至
'+"

以上! 在人流量许

可情况下关闭部分电梯! 减少不必要

的照明负荷'

(

'

)夜间路灯照明实行半开半停'

(

!

)城市亮化#电子显示屏等在晚

峰
&,.**"''.**

执行关闭"

三#市电力能源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将派出督查组对以上执行有序用

电的情况进行督查" 对不严格执行有

序用电的单位!将进行曝光!并采取强

制让电措施"

四#金坛市#溧阳市严格按照各自

的有序用电方案执行"

常州市电力能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年
'

月
)%

日

我市严密监视手足口病疫情
预防控制、医疗救治均已成立专家组
市儿童医院、溧阳人民医院、金坛人民医院确定为定点收治医院

! ! ! !

本报讯 记者昨从卫生部门了解到，

最近一段时间，我市手足口病患儿明显

增多，患者多为
$

岁及以下儿童，发病原

因以个人免疫抵抗力低、卫生习惯不良、

接触已感染病毒人员等因素为主。为此，

卫生部门提醒：手足口病可防可控，家长

需提高防范意识。

手足口病是由人肠道病毒引起的婴

幼儿常见病、多发病，主要通过胃肠道传

播，也可经呼吸道传播，还可因接触患者口

鼻分泌物、皮肤或粘膜疱疹液及被污染的

手及物品等传播，每年
$

至
'

月是发病高峰。

手足口病的特点是传播快、易流行，

大多数患者症状轻微，以发热和手、足、

口腔等部位的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症状，

一般一周内就会自行康复；仅个别患者

会有心肌炎、肺水肿、无菌性脑膜炎、脑

膜脑炎等致命性并发症。专家提醒，一般

症状轻不用住院治疗，居家治疗、注意休

息即可。如果患儿出现突发高烧或神志

不清、昏睡、肌肉或身体抽动、呼吸困难

等，应立即送孩子到医院就诊。

预防手足口病的关键是注意家庭及

周围环境卫生，讲究个人卫生。

据悉，我市各卫生机构都已成立手足

口病防控组织，并成立了预防控制专家组

和医疗救治专家组，确定市儿童医院为市

区定点收治医院，溧阳人民医院和金坛人

民医院分别为溧阳和金坛的定点收治医

院。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在收治手足口病病

例后均在
)+

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

市疾控中心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手

足口病的监测工作，同时每月定期开展

手足口病疫情分析和趋势预测。与往年

相比，我市手足口病疫情防控无论在技

术储备上还是在应急能力上，都有了很

大提升。 卫宣 王赟 周茜 参加嬉戏谷面具相亲夜
登录中国常州网可报名

邀请青年男女朋友们：

! ! ! !

本报讯 在旅行社工作的于小姐

报名参加“全城热恋·嬉戏谷浪漫七夕

面具相亲夜”活动，成为第一个报名的

单身女青年。

“全城热恋·嬉戏谷浪漫七夕面具

相亲夜”活动，从上周启动到昨天，报名

人数已达
+##

多人。其中男性占三分之一，

女性占三分之二；年龄最大的
($

岁，最小

的
)#

岁。不少医生、研究生、经理、设计师

等都踊跃报名。记者注意到，常州世纪金

田集团还组团前来报名。他们说，电视上

看过很多相亲节目，还没有亲身参加过，

嬉戏谷七夕活动，或许能结束单身。

此次活动还有双重惊喜：一是
%

月

*

日晚，牵手成功的情侣在游戏环节中

最终获胜者，中国常州网协同常州金

伯利将颁发由金伯利提供的大奖———

价值
"$##

元的金伯利抵用券；二是
%

月

'

日晚，中国常州网将协同常州戴欧尼

珠宝，给获胜的情侣颁发大奖———价

值
(###

元的戴欧尼裸钻。

梦幻嬉戏谷，情牵你我心！希望参

加者可登录中国常州网报名。（
000&

12,,"&134&15

）。
/

张奕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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