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的力量，合作的力量
———关于溧阳农民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已占全市总量三分之二的调查!下"

! ! ! !

溧阳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何对广大农

民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航宇瓜果蔬菜专业合作社社长戎锁

富的一席话耐人寻味：“入社前，农民把

农业低效归结为‘分了田，散了心’；入社

后，农民则把实现高效总结为‘聚了心，

合了力’。”

从“负翁”变“富翁”
“要说加入合作社到底好在什么地

方，我最有发言权。”说这话的是溧阳市

水跃渔业专业合作社社员姜荣富。他说，

他家只有
!

个劳动力，承包了
!"#

亩鱼塘，

从事水产养殖多年，却年年亏损
$%

多万

元，负债累累。自从加入水跃渔业合作社

后，承包的鱼塘每年有
&%

多万元纯收益。

“合作社零利润为我们采购生产物

资，并且实行产前种苗供应、产中统一技

术服务、产后统一收购销售，鱼虾养殖出

现问题，只要一个电话，不管什么时间，

合作社都有技术人员上门指导，一点后

顾之忧也没了。”

如今，溧阳水跃渔业专业合作社吸

纳了
'!(

户养殖户加入，水产养殖面积达

$)('

万亩，全年水产品总量
*(&%

吨，产值

!)$'

亿元，带动农户
+%"

户，带动养殖面

积
&)$!

万亩。

创意山水间
在风景秀丽的南山脚下，一个叫下

场园的小村庄宁静而美丽，一幢幢崭新

的农家小楼上标着醒目的“快乐家园
$

号

楼、
!

号楼……”这正是李家园村民潘建

华利用闲置空房创立的全省首家富民资

产专业合作社。

“当时自己经营的酒店生意挺好的，

但是看到村上还有很多老百姓的空房闲

着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就萌发了创办合

作社、带着他们一起致富的念头。”潘建

华告诉记者，富民资产专业合作社利用

南山自然生态优势，经过精心规划与设

计，把生态特色农业和休闲旅游产业对

接，融合旅游观光和农产品生产、加工、

销售等多项功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

益，基本实现了带领老百姓共同致富的

目标。

该村
,%

岁的潘骏其和妻子在集镇做

点小生意，辛苦一年下来，所得不多。不

过他把家里
&

间房经过简单装修后入股

合作社， !下转
!"

版"

!"#$%&'(

!"#$%&'()*+

!"#$%!"#$%&&'("#)&

!" !"##$

%&'( )*+,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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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常州市第十届委员会
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决议

（2011年8月15日中国共产党常州市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 ! ! !

中国共产党常州市第十届委员会第

十二次全体会议于
"#$$

年
%

月
$&

日举行#出

席会议的市委委员
'(

人$ 候补委员
"

人%市

纪委委员
()

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市委常

委会主持#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有关事项#

原则同意中国共产党常州市第十届

委员会工作报告% 由市委常委会根据全

会讨论提出的意见修改后% 提请中国共

产党常州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审议#

决定于
%

月
"*

日至
"+

日召开中国共

产党常州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

月
"&

日

举行预备会议#

全会要求全市上下要在继续做好党

代会各项准备工作的同时%切实抓好当前

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等各项工

作%做到两不误$两促进#全力以赴推进
*,

项重点工程% 对照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

有序推进工作落实% 确保全面超额完成&

一着不让抓好经济工作% 着力破解经济

发展中的难题%加强经济运行调节%保持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加快推进全市重点

项目%确保开工项目早投产$早见效%发

挥重点项目在转型升级中的积极作用&

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大对困难群

众的帮扶力度% 千方百计实现城乡居民

收入增长目标% 认真办好年初确定的十

件民生实事% 努力把实事办好% 好事办

实&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深入了解民

情民意%着力为民排忧解难%努力做好群

众工作%注重化解各类矛盾%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各项措施# 为党代会召开创造奋

发向上$和谐安宁的良好环境#

全会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和干部群

众%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心同德%扎实工作%

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优异的工作成绩迎

接市第十一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市委召开十届十二次全体会议
市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将于8月26日至29日举行

! ! ! !

本报讯 昨天上午，在雄壮嘹亮的国

歌声中，中共常州市委十届十二次全体

会议隆重召开。

此次全会是为即将召开的市第十一

次党代会作准备。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

论审议并原则通过十届市委向市第十一

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

告；听取市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代表产

生情况的报告；听取常州市出席省第十

二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酝酿推

荐情况的报告；听取十一届市委委员、市

纪委委员候选人酝酿情况的说明；圈选

确定常州市出席省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候

选人预备人选，并对十一届“两委”委员

候选人预备人选通过无记名投票的形式

征求意见；审议通过《中共常州市第十届

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的决议》。

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范燕青、姚晓

东、邹宏国、俞志平、戴源、孙国建、沈瑞

卿、沈斌、张春福、徐缨、邓志兵在主席台

就座。十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

议。市纪委委员，不是市委委员、候补委

员的党员副市长，不是市委委员、候补委

员的辖市、区党政主要领导，不是市纪委

委员的辖市、区纪委书记列席会议。

市委秘书长蔡骏向全会报告了《十

届市委工作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

起草情况。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春福向全会

报告了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产生情况

和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初

步人选酝酿推荐情况。

当天上午，大家分组讨论了《十届市

委工作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

了《中共常州市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二次

全会的决议（草案）》。

市委书记范燕青在讲话中说，市委

十届十一次全体会议作出了在今年
"

月

召开中国共产党常州市第十一次代表大

会的决定。此后，市委常委会为第十一次

党代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主要做了

五方面的工作：一是起草十届市委工作

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整个报告起草

工作历时四个多月，数易其稿，经市委常

委会审定后，今天提交全会审议。二是选

举产生出席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的代表。

三是做好市委、市纪委换届的人事安排

准备，根据江苏省委关于市委换届工作

意见提出的新一届市委、市纪委组成人

员的条件和要求，按照《中国共产党地方

组织选举工作条例》规定的程序，提出了

十一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

员候选人预备名单。四是根据省委要求，

酝酿产生了常州市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

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五是大会

的会务、宣传等工作已基本就绪。

范燕青说，今天，市委十届十二次全

会圆满完成预定各项议程，为市第十一

次党代会的顺利召开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这次全会决定，市第十一次党代表大

会于
"

月
!,

日至
!+

日举行，这是全市人民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希望全市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继续做好党代会

各项准备工作的同时，切实抓好当前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各项工作，瞄准全

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推进六

十项重点，尤其是进一步加大帮扶企业

和社会管理创新力度，做到两不误、两促

进，确保大会顺利召开。

按照《党章》规定，十届市委的任期

将满，本次全委会是十届市委的最后一

次全委会。范燕青在讲话中说，五年来，

十届市委在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

绕“两个率先”总目标，带领全市人民团

结一心，真抓实干，全力推进五大建设，

较好地完成了市第十次党代会确定的各

项任务。本届市委在各位委员的共同努

力下，较好地完成了全市广大党员赋予

的光荣任务和神圣职责，没有辜负全市

人民的期望和重托。在过去的五年中，十

届市委的各位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

委员团结协作，开拓创新，立足本职，扎

实工作，为全市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应有

的贡献。在此，代表市委常委会向大家致

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范燕青说，即将召开的市第十一次

党代表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市委和市

纪委，由于年龄关系、工作变动和结构调

整等原因，十届市委和市纪委的部分组

成人员将不再提名进入十一届市委和市

纪委。这些同志都积极推荐政治素质高、

业务能力强、相对年轻的同志进入新一

届市委和市纪委，表现了共产党人重革

命事业、重常州大局的崇高品德和宽广

胸怀。范燕青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心

支持新一届市委和市纪委的工作，为常

州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范燕青说，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在

即，全市党员领导干部都要按照省委、市委

的要求，讲党性、守纪律、树正气、作表率。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同心

同德，扎实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市第十一

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马浩剑"

!

中共常州市委十届十二次全体会议现场# 虞岭 摄

我市开展专项整治
对长江水域黄砂非法过驳

! ! ! !

本报讯 常州长江水域黄砂非法

过驳严重。
$*

日下午，市政府召开常

州市长江水域黄砂非法过驳专项整

治行动领导小组成员会议，
$"

家单位

将联手整治。副市长韩九云出席会议

并讲话。

为保护和合理利用长江水资源，

确保饮用水源地水质安全，维护水上

交通秩序，规范港口经营，市政府发布

了关于常州市长江水域黄砂非法过驳

专项整治的通告。凡在我市长江水域

从事黄砂非法过驳的单位和个人，应

当自通告公布之日起停止违法行为，

并于
!%$$

年
"

月
'$

日前自行清理或纠

正；凡在我市长江水域从事黄砂非法

过驳的单位和个人，逾期未自行清理

或纠正的，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或有关

部门依法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

依法予以查处，必要时，可以依法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近年来，一些单位和个人违法违

纪，在我市长江水域从事过驳经营，逐

渐形成了以浮吊为过驳载体的长江下

游最大的黄砂非法过驳作业区。他们

在长江水域违法停泊、航行、经营、作

业，不仅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损失，也

严重威胁到我市魏村饮用水源地水质

安全和长江航道水上交通安全，并且

此种行为还有蔓延趋势，专项整治迫

在眉睫。

从
+

月
$

日开始，将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集中整治行动。一对饮用水源地

进行集中整治。二对水上交通秩序进

行集中整治。三对非法港口经营行为

进行集中整治。 !盛沁霖 宋婧"

迎接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特别报道
本报明天起连续8天推出———

“龙城英才计划”
大力度全面启动
包括3个子计划，最高者给予5000万元以上

股权融资和300万元创业资金支持

我市新一轮引进培育领军型
创新创业人才———

! ! ! !

本报讯 昨天下午，我市举行“龙

城英才计划”新闻发布会，这标志着我

市新一轮大力度引进和培育领军型创

新创业人才项目全面启动。

“龙城英才计划”，是“千名海外人

才集聚工程”的延续、拓展和提升。重

点围绕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

造、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软

件和服务外包、物联网和新一代信息

技术等新兴产业，计划用
*

年时间，重

点引进并大力支持
$%%%

名能引领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的领军型人才来常州创

新创业，由此带动引进
$%%%%

名各类高

层次人才；重点支持
!%%

家领军型人才

创业企业实施股权融资，助推创业企

业加速发展；培育一大批科技领军企

业，推进人才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努

力探索出具有常州特色的以人才为引

领的转型发展之路。

记者从会上获悉，这项计划分为
'

个子计划：

一是“领军型创业人才引进计

划”。主要围绕推动新兴产业快速发

展，大力引进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的领军型创业人才和团队。根据

项目的技术领先性、产业化前景等，

分类支持领军型人才领办和创办科技

型企业。

对领军型人才创业
-

类项目，将

给予
*%%%

万元以上的股权融资和
'%%

万元的创业资金支持；

对
.

类项目，给予
/###

万元以上

的股权融资和
'##

万元的创业资金

支持；

对
0

类项目，给予
/##

—
'##

万元

的创业资金支持，
'

年内免费提供不少

于
/##1

!的创业场所和
/##1

!的住所。

二是“领军型创新人才引进计

划”。主要积极引导和支持常州市重点

企业，大力引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实

现产业技术跨越的领军型创新人才和

团队。根据其掌握技术的领先性、与企

业在研项目的结合度、项目的发展前

景等，进行分类补贴和奖励。

对引进的领军型
-

类人才，给予

*#

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和
'#

万元的

落户奖励；

对
.

类人才，给予
'#

万元的一次

性购房补贴和
!#

万元的落户奖励；

对
0

类人才，给予
!#

万元的一次

性购房补贴和
/#

万元的落户奖励。重

点企业引进创新人才团队，参照上述

标准，给予优先支持。

三是“领军型人才创业企业培育

计划”。积极推动各类要素资源向已落

户领军型人才创业企业集聚，重点通

过股权投资、跟进服务等手段，以更大

力度持续支持领军型人才创业，助推

创业企业加速发展。将注册落户常州

市
*

年内，已取得一定创业成效并且发

展前景广阔、暂未有实质性资本股权

投资的领军型人才创业企业，列入培

育计划支持范围。对有融资需求且符

合相关条件的创业企业，给予
/###

万

元以上的股权融资支持。

自
!##(

年以来，我市先后实施两

轮“千名海外人才集聚工程”，组织实

施八批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工

作，
,&!

名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签约落

户，其中
"/)*2

的具有海外留学经历，

(*)*2

的具有博士学位，并且都具有

知名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关键岗

位
'

年以上工作经历。由此，带动引进

各类高层次人才
/!*##

多名，其中海外

高层次人才
!&##

多名。

到目前为止，他们中有
/!

人入选

国家“千人计划”，
"'

人入选江苏省“双

创计划”。通过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的

引进，直接带动引进
/!*#

多项专利成

果转化及产业化，同时又创造了
&,#

多

项专利成果。引进的领军型人才承担

了全市
/3'

以上的国家、省中小企业创

新基金资助项目，先后获得国家、省各

类科研资助经费
$)(

亿元，成为常州科

技创新、自主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到

常州创新创业的领军人才，共领办、创

办
',*

家科技领军企业，有些填补了产

业空白，完善了产业链，有些提升了产

业层次，增强了竞争力。李月中博士创

办的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已成功上市。
!%$%

年，全市领军型人

才创业企业年销售已超过
!%

亿元，其

中销售超
*%%

万元的
,%

多家，超
$%%%

万

元的
'%

多家，并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

头，成为常州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增长

点、转型升级的新动力源。

在认真总结两轮“千名海外人才

集聚工程”的基础上，我市全方位开展

了领军型人才创新创业情况大调研，

积极探索领军人才创业发展的客观规

律，着力提升“龙城英才计划”的科学

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突出了以需招

才、以资引才、以市选才、以策助才。

!宋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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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 午后到上半

夜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雷阵

雨%西南风
(-'

级%有雷雨地

区雷雨时短时阵风
.-%

级并

伴有雷电%今天最高温度
(&-

(*

度%明晨最低温度
".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