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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0%左右；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增长8%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外贸进出口总
额增长5%左右；注册外资实际到账保持一定
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10%以上；居民消费
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3.5%以内；城镇登记
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全面完成省下达的节
能减排任务。

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将重点做好八个方
面的工作：
（一）着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城

市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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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重大项目 #强力推进“重大项目突
破年”活动，加大项目招引力度，采用小分队
招商、精准招商、专业招商等多种方式，重点
引进新兴产业高端项目以及产业链、价值链
高端环节和缺失环节，力争在重要产业链的
重大项目建设上取得突破。进一步加大投入
力度，优化投入结构，166个市级以上重点项
目完成年度投资703亿元。完善重大项目推进
机制，创新项目组织方式，加大项目考核力
度，坚持每月召开重点项目推进会，及时协调
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题，确保项目引得进、落
得下、推得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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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实体经济 #进一步提振全社会发展
实体经济的信心，不断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大
力发展民营经济，全年新增私营企业1.2万
户、个体工商户3万户。做大做强龙头企业，鼓
励龙头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品牌建设、质量提
升、兼并重组等多种方式壮大企业实力。加大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力争银行业金融机
构各项贷款增速高于我市地区生产总值增幅
与物价指数增幅之和。大力推动企业上市，力
争有5家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后备上市企业达
1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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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区域经济 #深入实施促进县域经济
发展的各项政策，进一步推动产业、科技、项目
和基础设施“四个西进”，深化武进与金坛、新
北与溧阳挂钩合作，加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
持力度。金坛、溧阳要加快重大项目、开发园区
建设步伐，积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努力提升
县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武进、新北要重
点围绕十大产业链建设，大力建设创新创业平
台，突破引进一批重大项目，进一步提升对全
市经济的贡献份额。天宁、钟楼和戚墅堰区要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都市工业，增强经济持
续发展能力。
（二）全力推进转型升级，提升发展质量和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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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大力推进十大
产业链建设、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双百”行
动计划和创新型企业培育“十百千”计划。采取
优化发展布局、鼓励资本运作、加大政策支持
等措施，不断提升工业经济发展质态，努力形
成十大产业链建设、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型企业培育“三位一体”的工业经济转型
升级新路。力争十大产业链产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五个传统优势产业规
模以上企业实现产值9300亿元，实现利税680
亿元，百项重点技改项目完成投资100亿元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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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 #在巩固提升传统
商贸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加快现代服务
业发展步伐，突破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发
展消费性服务业、培育发展民生性服务业，推
进服务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确保服务业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1.5个百分点
以上。推动金融服务业发展，积极推进东经
120金融商务区建设，加快把我市建成区域性
的资本运作中心、资产管理中心和金融服务中
心。加快旅游业发展，推进东方盐湖城一期等
旅游业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
文化旅游等旅游产品，旅游业总收入增长

17％。加快电子商务发展，大力培育壮大电
子商务骨干企业，推动电子商务企业集聚发
展，积极推进制造业、商贸流通业与电子商
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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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大力推进现
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不断提升农业组织
化、规模化、科技化和产业化水平。优化农
业结构，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休闲观光农
业、设施农业，提升产出效益，增强生态功
能。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新增高标准农
田8万亩。推进“亩产吨粮市”创建活动，新
增市级农业龙头企业20家以上，建设市级
以上农业产业园区10个，现代化粮食仓容
占比达到50%。
（三）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建设创新型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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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创新企业 #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2.8%左右。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培
育创新型企业。打造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
支持和推动龙头骨干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
立研发机构，承担国家和省重大科技成果产
业化项目和产学研合作项目。培育一批科技
型上市企业，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上市的
培育和支持力度。壮大高新技术企业，累计
突破9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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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创新载体 #推进科技园区建设，
加快构建“一核两区三园多基地”的区域创
新布局，常州科教城加快建设成为国际一
流的高职教育和国际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基
地，高起点规划建设江苏中科院智能科学
技术应用研究院，常州高新区、武进高新区
要迈入全国高新区先进行列，西太湖科技
产业园、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华罗庚科
技产业园要打造成为具有区域特色的创新
高地。完善现有孵化器的功能定位，引导社
会资本和骨干企业建设孵化器，新增孵化
面积100万平方米，在孵企业超过5500家。
推进创新平台建设，重点建设1-2家产业共
性技术研发平台，积极发展20家左右科技
企业孵化平台，支持发展10家左右产业技
术公共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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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创新创业人才 #大力实施“龙城
英才计划”，各级政府要引进拥有核心知
识产权、有成功创业经历的创业型人才，
提升我市产业发展水平。鼓励企业大力引
进掌握前沿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人
才，加大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力度，每万
名劳动者中高技能人才数达600名。进一
步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完善创新创业
人才政策，健全人才引进、培养、使用、激
励保障等工作机制，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
创新创造活力。
（四）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激发科学发展

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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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积极推进科
技与金融、人才与资本有效结合，释放科技
创新活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文化产
业多元投入机制，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
展，完善市级国有文化企业管理机制，激发
文化企业内生动力。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加快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进程，建立
稳定、长效的县级公立医院补偿新机制。继
续深化农村“三大合作”改革，抓好土地承包
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加快建立农村产权交易
中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和城乡统一
的建设用地市场，探索建立农民承包地经营
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抵押、担
保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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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外经贸工作水平 #加强与上海自
贸区对接，充分利用上海自贸区的“溢出效
应”。优化外资结构，紧盯世界500强和行业
龙头企业，强化产业链招商，大力引进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采购、销售、物流等功能
性机构，全力推动一批重大高端产业项目落
户。推进外贸转型，坚持稳出口与促进口并重，
鼓励企业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加快高新技
术产品、机电产品和服务贸易、文化产品出口，
支持企业进口国际先进生产设备、关键技术和
重要生产资料。加快“走出去”步伐，鼓励有条
件的企业到境外并购知名品牌和优质资产，开
展技术和产品研发，构建国际营销网络；积极
推动境外工程承包，带动设备、技术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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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开发区转型发展 #优化发展规划，
鼓励各开发区按照我市产业链发展的要求，结
合自身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重点打造一批
“特色园区”，形成各具特色的主导产业，提升
园区核心竞争力。推进产城融合，促使开发区
从形态开发向功能开发转变，支持符合条件的
开发区扩区升级，推动金坛、溧阳开发区升格
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动常州出口加工
区、武进出口加工区升格为综合保税区，推动
西太湖科技产业园、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
华罗庚科技产业园、武进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
范区、中德创新园区、航空产业园等载体建设；
按照园区国际化的要求，推动国际合作园区建
设，提高开发区管理水平。坚持集聚集约发展，
进一步提高开发区的投入强度和产出水平，努
力把开发区建成生态工业示范区和低碳经济
示范区，继续引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五）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建设现代化

精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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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常溧高速公路
建设和常宜、溧广高速公路前期工作。全力推
进地铁和城市路网疏导工程，开工建设地铁1
号线，完成新堂北路翠竹段、红梅南路等地铁
疏导路网建设工程，青洋路高架北延、河海东
路拓宽等工程建成通车，开工建设兴东路、劳
动西路、白云南路等道路。加快县域快速干道
建设，金武路快速化改造工程主体建成，延政
西路西延工程基本建成，S122、S263等国省干
线公路加快建设。积极推进输变电工程和一流
配农网建设。实施水利建设工程，完成新沟河
工程年度投资目标，加快新孟河工程前期工
作，实施长江堤防提升加固工程、丁塘港拓浚
工程和澡港河整治工程，完成千亩以上圩堤加
固150公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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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功能 #围绕现代化城市建设，
做好区域协调、空间发展、产业发展等规划编
制工作，推动土地规划、空间规划、产业规划、
生态规划“四规合一”。加快城市新片区建设
进程，着力推进西太湖科技城、新龙国际商务
城、凤凰新城、钟楼新城等片区重要功能项目
建设，加快东大门建设步伐，尽快形成现代化
城区新形象。加快中心城区改造提升步伐，继
续实施“三改”工程，推进31个旧城改造项目。
提高公用事业保障能力，实施应急水源一期
工程和雨污水设施能力提升工程，开工建设
戚墅堰污水处理厂三期和天然气利用三期等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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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深入开展城市环境
综合整治“9313”行动计划，突出解决城市环
境薄弱地段脏乱差问题，重点提升高架沿线、
城郊接合部、城中村等区域的环境质量。巩固
提升城市长效管理水平，推进管理力量向社
区、薄弱地段延伸，实现城市管理全覆盖、常态
化。加强对工业固体废弃物、建筑垃圾等废弃
物的综合利用和管理，完成餐厨废弃物综合处
置一期工程，提升环卫保障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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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推动城乡统筹发
展，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加快小城镇
建设步伐，推进8个重点中心镇建设，打造一
批专业镇、特色镇，提升小城镇的辐射带动能
力。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深入实施强村富民
工程，进一步做强村级集体经济，金坛、溧阳行
政村（涉农社区）村级年收入达70万元以上，
常武地区行政村（涉农社区）村级年收入达
100万元。继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城镇污水

集中处理率达95%，镇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100%，建成10个美丽乡村示范村。探索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在水稻田、水源地、生态公
益林、生态湿地等重点领域开展生态补偿试点
工作。
（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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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绿城 #围绕建设宜居城市，大
力推进以“增核、扩绿、联网”为主要内容的生
态绿城建设。实施生态源保护、中心城区绿地、
环城郊野公园、生态绿道等生态绿城建设工
程，建设横塘河、永安河等一批湿地公园，推进
白荡河等公共绿地建设，对小黄山、长江水源
地实施生态源保护，在长江路、延政路、南运河
等沿线建设生态绿道，建设“怀德桥—桃园滨
河绿地一期”城市慢行系统，完成翠竹公园、蔷
薇园改造工程，营造良好的城乡绿化环境。做
好花博会园区后续开发利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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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环境综合整治 #深入实施清水蓝天
宜居工程，强化环保联动执法，不断巩固提升
全市环境质量。实施河道水质再提升工程，深
入开展工业污水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不断改
善141条已整治河道水质，提升澡港河等7条
河道生态功能，太湖水治理完成省定治理任
务。大力开展大气环境综合整治，强化大气污
染源头控制，深化工业污染治理，加强机动车
污染防治，开展扬尘污染治理，进一步改善我
市的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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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节能减排 #组织实施一批节能减排
重点工程，对10家热电企业实施脱硫、脱硝、
除尘提标改造，国电常州发电公司达到新的排
放标准。推进炼钢、炼铁、水泥等行业淘汰落后
产能，对重污染化工企业实施关停并转。实施
清洁生产，完成50家企业的自愿性清洁生产
审核和100家企业的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实
施资源综合利用，推进滨江开发区、钟楼开发
区等园区循环化试点工程。
（七）注重民生为先，推进社会事业加快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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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 #大力推进创业带
动就业，城镇新增就业9万人，常州籍高校毕
业生就业率达到95％以上。扩大社会保险覆盖
面，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步提
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做好廉租住房和公共租
赁住房建设工作，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40亿
元。加快完善社会救助制度，落实城乡低保标
准自然增长机制，加大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力
度。关爱残疾人和妇女儿童，为市区1万名持
证无业残疾人提供免费体检，为20万名适龄
妇女免费开展“两癌”筛查，为城区1.5万名适
龄儿童开展口腔检查。建立多元化养老模式，
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加大养老机构建
设力度，推动医养融合发展，积极发展农村区
域性的养老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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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文化软实力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启动申报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
建，加快文化广场工程建设，扎实推进“文明社
区天天乐”和“精彩龙城—文化惠民月”活动。
深入推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抓好青果
巷、前后北岸历史文化街区等一批重点文化项
目，深入开展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利用，
做好“非遗”抢救性保护工作。大力发展文化产
业，推进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壮大一批
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龙头文化企业，力争文化
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5.5%以
上。

%#

协调发展各项事业 #扎实推进教育现代
化建设，实施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改革发展示
范区、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建设。加大
教育投入力度，加快推进中小学布局调整和常
州大学、常州工学院新校区、殷村职教园建设。
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医疗卫生服
务水平，市一院综合病房大楼、市七院门急诊
病房大楼建成使用，加快钟楼三级医院建设步
伐。完善城乡基层卫生服务体系规划，进一步
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

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
个孩子的政策。实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三年行
动计划，高水平建设“10分钟体育健身圈”，全
力备战第十八届省运会，承办好中国羽毛球大
师赛、环太湖自行车赛等重要赛事。加快智慧
城市建设，推动常州高新区智慧城市产业园建
设，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实施社区信息化、免费wifi等一批信息惠民工
程，提高社会各领域信息技术应用水平。支持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工作，进一步加
强外事侨务、对台事务、档案方志、民族宗教、
防灾减灾、双拥、残疾人事业和关心下一代等
工作。

&#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 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深化“道德讲堂”建设，倡导见义勇为，提
升市民素质。大力建设和谐社区，城乡和谐社
区达标率分别达96%和95%。严格落实社区事
务准入制，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自治组织
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机制。进一步推动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完善维护
群众权益的工作机制，努力从源头上化解社会
矛盾。深入推进“民生警务”，进一步健全应急
管理体系，抓好突发事件风险防范，切实加强
生产安全、质量安全等综合监管和司法行政、
国家安全工作，不断提升“平安常州”建设水
平。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
力量建设，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

与此同时，今年我们将继续办好推进就业
和社会保障等十件为民办实事项目，让广大市
民更多更好地享受常州发展的成果。
（八）推动职能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

型政府
"#

改进工作作风 $提升行政服务水平 #全
面落实中央、省和我市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
切联系群众的各项规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完善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长效
机制，建立机关干部与重点工程、重点项目联
系挂钩的工作制度，继续开展走访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活动，着力解决基层和群众反映强烈的
热点、难点问题。牢固树立雷厉风行、一抓到
底、干就必成的工作作风，高效推进各项工作。
加强行政效能监察，大力整治机关“庸懒散慢”
等不良作风，着力提高行政效率和执行力。

$#

转变政府职能 $提升公共管理效能 #加
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步伐，以减少审批事项、
创新审批方式为重点，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
缩短审批时间，减轻企业负担，推进审批事项
网上阳光运行，提高行政效能。本届政府任期
内市政府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减少三分之一以
上，保留的一般性审批项目办结时限总体缩短
一半以上，所有行政审批项目收费一律按标准
下限收取。加快机构改革步伐，进一步整合机
构职能，规范机构设置，理顺权责关系，完善体
制机制，加快形成精干高效的地方政府组织体
系。稳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进一步加强
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形成“一办四中心”的
运行模式，更好地架起政府与群众联系的“连
心桥”。

%#

加强自身建设 $提升政府公信力 #坚持
依法行政，自觉接受人大的法律监督、工作监
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重视审计监督、司法监
督和社会公众监督。加强政府系统廉政建设，
严格遵守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完善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强化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要
岗位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严肃查处各类违法
违纪案件，坚决防止损害群众利益行为。大力
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严格财
政预算管理，确保行政运行经费零增长、“三
公”经费负增长，把有限的资源和财力更多地
用到改善民生和服务发展上。

各位代表，常州正处于加快现代化进程的
关键时期。让我们在中共常州市委的正确领导
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奋进，扎实工作，为
共同创造我市更加美好的明天、谱写中国梦的
常州篇章而努力奋斗！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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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日开始，大年夜及之前的所
有车票均已经可以购买。旅客可以在
常州汽车站官方网站、“常州·行”手机
客户端方便地购买到汽车票，也可以
通过常州汽车站官方微信了解相关实
时信息。

春运40天，常州3个火车站预计发
送旅客115.09万人次，较去年增长3.2%。

常州机场比去年增加了长春、太原、
福州、银川、兰州等通航城市，加密了深

圳、重庆、西安、厦门、成都、昆明等方向
的航班。春运40天，常州机场预计执行
航班2000架次，同比增长48%；运送旅
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40%。

为保护旅客隐私，常州机场对登机
牌内容进行全面调整，通过技术手段屏
蔽旅客证件号码，仅显示航班号、旅客姓
名、登机口、座位号，旅客的证件号码信
息将通过条形码传递。

!唐文竹 邓春成 吕翠 邢文昱

奚平 金琪"

大年夜前所有汽车票均已开售

大娘水饺
送餐时间:10点 -21：00

盒饭送餐时间 10：00-19：30

送餐专线:8668337788101717

二十年品质 二十年信誉
毛师傅快餐
真材实料 红烧狮子头
866272788662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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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改善3000户居民的居住
条件，改造面积50万平方米。新增28
个老小区改造项目，面积82万平方
米。新开工各类保障房1.8万套（户），
续建约27万平方米保障房项目。中心
城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廉租住
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应保
尽保。

7.建设生态绿城
实施丁塘河湿地公园、横塘河

湿地公园、凤凰公园、皇粮浜公园等

公园建设工程，建设“怀德桥—桃园
滨河绿地一期”城市慢行系统，推进
白荡河、运北路龙游路、东方大道东
城路等公共绿地建设，打造公园绿
地10分钟为民服务圈。积极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建成10个美丽乡村示
范村。

8.实施交通便民
优化轨道交通施工期间的交通

组织，对晋陵路吊桥路至延陵路
段、周线巷、正素巷等路段实行单

行线优化提升，对环城高架地面道路
实施交通信号“绿波”控制,进一步优
化市区16条主干道交通信号“绿波”。
继续推进公交优先，新辟5条公交线
路，5条线路延长服务时间，市区新建
300个公交站棚，新增200辆高品质公
交车。

9.打造智慧城市
扩大4G网络覆盖面，新建2500个

LTE基站。对15个公共场所实行免费
WIFI项目服务。完善城乡社区一站式服

务受理平台，社区100%启用电子台账。
全年新建50个“智慧社区”，扩大覆盖10
万用户。

10.提高和谐安民水平
提升改造视频监控体系，新增技防

入户10万户。加强小区物业管理，实施
多部门联动，优化小区管理秩序。建立
并完善物业服务企业与项目经理信用
档案，健全对物业服务企业的评价机
制。实施电梯应急救援安全保障工程，
建立统一应急报警平台；按照就近原
则，首期建成11家专业维保单位构成
的网格化应急救援体系，救援范围覆
盖各辖市（区）主城区；建立专业救援
队伍并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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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为农业企业搭建了展销平
台，方便市民一站式采购年货。常
州天水食品有限公司在国内独创淡
水鱼深加工技术，鱼松、鱼饼等产
品不到1小时，就卖出了30多袋。绿
工坊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展出了
30多种小盆栽、水培植物和沙耕植
物，有粗肋草、熊掌木、山苏等稀有
品种，价格从10元-30元不等，很受
市民青睐。

活动期间还举行了花木文化艺
术展等。 !张丽 马浩剑"

2014为民办实事10大项目确定

首届武进花市
新品多人气旺

警方全城搜捕30分钟擒劫犯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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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男子挣脱后冲向另一辆
号牌为苏D9292X的出租车，赶跑驾
驶员后控制了车辆，调转车头向广
化桥方向驶去。

怀德桥派出所民警很快赶到
现场，一面驾警车追赶，一面通
知110指挥中心展开全城布控。
据民警事后介绍，抢劫出租车
后，嫌疑人一路沿怀德路、中吴
大道、龙江路、松涛路等疯狂逃
窜，连闯数个红灯。下午2点25
分，北港派出所警车在茶花路发
现了嫌疑车辆，立即通过电台向
110汇报，在附近的西林、永红、
五星与特警大队4辆警车迅速赶

往增援。嫌疑人发现有警车跟
踪，开始沿常金路往金坛方向加
速行驶。指挥小组迅速下达了在
保障周围群众安全的前提下，见
机将嫌疑车辆截停的指令。5分
钟后，当嫌疑车辆过了常金大桥
后，因下桥信号灯变红，嫌疑人
下意识减速。跟随民警史定宇迅
速驾驶警车将嫌疑车辆逼停，另
两名民警跳下警车，将嫌疑车辆
围住。此时，红灯才过了不到10
秒。嫌疑人仍关闭门锁拒不下
车，民警用警棍将嫌疑车辆副驾
驶室玻璃砸碎，解除门锁，迅速
将嫌疑人擒拿控制。

经初步了解，嫌疑人余某，50
岁，本地人，有吸食海洛因、盗窃、
赌博等前科，对抢劫出租车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现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中。
!舒泉清 芮伟芬 荆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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