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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阎立走
访察看市环境监测中心，调研我市环保工
作，并重点察看了大气污染防治情况。阎
立强调，环保工作是长期工程，需要久久为
功，全市各级环保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加
强能力建设，各相关部门要协同配合，扎扎
实实将我市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向纵深推
进，以实际成果造福于民、取信于民。

今年以来，全市各地加快环境污染
治理进度，尤其是在市民关切的大气污

染治理方面，截至 8 月 21 日全市列入年
度大气目标任务书的 1083 项工程已完
成 895 项，完成率达到 82.6%。据统计，
今年上半年市区 PM2.5 浓度比 2013 年
降幅超过 19%，重污染天数明显减少，7
月以来空气质量达到优或良的天数超过
2/3。另外，我市今年以来不断加大环
保执法力度，全面排查环境突出问题，并
以中央环保督查为契机，集中查处了一
批环境违法企业，进一步确保污染减排、

源头控制。
阎立指出，“十三五”期间我市将

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
推进能源结构调整，深化工业污染治
理，加快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
现代产业体系，在去产能与增动能的
转换中做好绿色转型这篇文章，从源
头上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
的矛盾，绘就“强富美高”新常州生态
画卷。 （下转A8版）

阎立调研环保工作强调——

坚持问题导向 提高治理效率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全市
重点项目情况汇报会。市长费高云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增强抓项目工作的责任感
和紧迫感，瞄准目标抓推进，集中力量破
难题，确保圆满完成各项年度目标任务。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抓重大项目的
氛围越来越浓，成功引进时代新能源动
力及储能锂离子电池、车和家智能汽车、
上汽集团房车生产运营基地等一批重大
项目。1-8 月，我市 156 个重点项目中
153 个实施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446.7 亿

元，完成年度计划 65.7%。其中，76 个
新建项目开工率达 84.2%，比去年同期
提高 3 个百分点。77 个续建项目累计
完成投资进度比去年同期提高 7.3 个百
分点。同时，我市积极推动企业上市，其
中，武进不锈、快克锡焊、神力股份 3 家
企业已经过会，年内新增“新三板”挂牌
企业36家，目前全市“新三板”挂牌企业
总数达96家，上市公司达39家。

费高云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
分利用9·28科技经贸洽谈会召开机遇，

力争近期再招引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各
辖市区要结合自身特色，加大产业链招
商力度，加快新兴产业培育，努力提升项
目质态。要加快省、市重点项目推进速
度，能快则快、能赶则赶，推动项目尽早
竣工投产，抢得市场先机，形成经济发展
新动能。既要在行政审批、要素保障等
环节优化服务环境，还要在城市管理、文
化建设、生态环境等方面下功夫，全面提
升我市对优质项目、高端要素的吸引力，
把“常州服务”的品牌擦得更亮、打得更

响。要抓住证监会加快股市IPO发行节
奏机遇，大力推动企业股改上市，让更多
企业到主板上市和“新三板”挂牌。要全
力挖掘潜在项目信息，年内再储备一批
大项目、好项目，同时积极做好明年新开
工项目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争取四季
度就把各项前期手续办理好，为明年项
目按计划开工打好基础。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韩九云主持
会议。副市长张耀钢、李小平和市政府
秘书长李林出席会议。 （韩晖）

市政府召开重点项目情况汇报会

瞄准目标抓推进 集中力量破难题

人民日报昨天发表华夏新供给经济
学研究院贾康、苏京春的文章《扭住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全文如下。

全球约90%的中等收入经
济体没有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最早是
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
中用来形象描述经济体特殊的停滞徘徊
期的。它在比较全球不同经济体经济发
展水平的基础上产生，属于在实证数据的
比较中可明确观察到的一种统计现象。

基于人均国民总收入这一指标，世
行将全球各个经济体划分为4个发展阶
段：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

高收入，划分标准的上下阀值逐年上
升。从世行2014年最新发布的2012年
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来看，我国人均国
民收入为 4270 美元，站在了当年世行
上、下中等收入分界值 4085 美元的上
方，成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近50年来全
球 100 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 13
个国家和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
上中等收入上升为高收入经济体。从世
行发布的 2012 年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

来看，处于下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有
49 个，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有
48 个。目前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的经
济体中，有 20 个已经居于其中超过 16
年，有的甚至达到了三四十年之久，未能
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

面对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约 90%不能如愿进入高收入经济体
的前车之鉴，我国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
攻坚克难，升级发展，就难以跨越“上中
等收入陷阱”。

当前“黄金发展期”的特征
正在消退，而“矛盾凸显期”的特
征日益显现

当前，虽然我国已成功跨越了“下中等
收入陷阱”而站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边
缘，但“黄金发展期”的特征正在消退，而

“矛盾凸显期”的特征日益显现，正面临诸
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第一、技术赶超压力巨大。当下，技
术创新和产业革命不断加速，我国后发
赶超时间更加紧迫，越紧迫则越容易追
赶不上，越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全球发展格局钳制，贸易摩擦制约
接踵而至。发达经济体在贸易摩擦中的
打压，以及需要按照先行发达者制定的

“游戏规则”来发展，我国后发赶超势必
会承受先行者的压力和排挤。第三、能
源、资源、环境制约表现为“胡焕庸线”格
局下的“三重叠加”，集约增长刻不容
缓。 （下转A2版）

全球约90%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没有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怎样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本报讯 昨天，市房管局发布 8 月
楼市数据。8 月常州楼市表现较为平
稳，其中住房成交均价保持稳定，成交情
况好于去年同期。目前，市区商品住房
库存已连续第21个月下降。

8 月，市区定销商品房集中签约量
明显少于 7 月，商品住房成交量环比有
所下降。不过，与去年同期相比，单月销
量增长较为明显。8 月市区商品房销售
备 案 面 积 62.32 万 平 方 米 ，环 比 下 降
9.90%，同比增长 32.60%。其中，商品
住宅销售备案面积 47.63 万平方米，环
比下降14.99%。

8 月 市 区 二 手 房 销 售 备 案 面 积
37.78万平方米，环比增长12.57%，同比

增长96.05%。其中，商品住宅销售备案
面积 33.11 万平方米，环比增长 7.18%，

同比增长113.34%。
（下转A8版）

上月成交均价6999元/平方米

常州楼市库存连降21个月

市区住宅去化周期还剩7.35个月

本报讯 9 月 30 日～10 月 4 日，
2016 中国常州西太湖（秋季）国际车展
将在西太湖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车展由常州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常
州报业传媒集团和常州市汽车流通协会
联手打造。

此前举办的 2016 西太湖春季车展
销售车辆突破 5000 辆，客流达到 10 多
万，销售收入近10亿元。

市汽车流通协会会长戴永治表示，
此次将拥有更多的参展品牌、更好的车
型资源、更大的销售让利。

据悉，许多车商拿到了厂方特批的区
域优惠政策，能给予市民抄底购车机会。

目前，本次车展正处于紧锣密鼓招
商阶段。 （周剑）

全年抄底购车机会在十一黄金周

西太湖秋季车展将持续5天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精神，
2016 年中秋节放假安排如下：9 月
15 日（星期四）至 17 日（星期六）放
假，共3天；18日（星期日）公休调至
16日（星期五）。

节假日期间，各单位要妥善安

排好值班和安全、保卫等工作，遇有
突发事件发生，要按规定及时报告
并妥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
安度过节日假期。

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9月6日

中秋节放假通知

本报讯 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
为 20 兆瓦的分布式屋面光伏发电
项目，8 月 31 日在上上电缆集团成
功并网发电。

据介绍，光伏发电项目全部建
设在现有厂房屋顶，所发电量以自
用为主，余电上网。预计年发电量超
过 2000 万千瓦时，年创经济效益
2600 万元。此次并网发电为南厂
区，北厂区、西厂区预计 9 月底完成
并网。届时，上上电缆分布式屋面光
伏发电项目将成为常州市装机容量
最大的分布式屋面光伏发电项目。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于2016年
4 月开工建设，共改扩建 5 个配电
房、新增25个光伏接入点的近百台

配电柜，铺设面积达 20 万平方米，
采用分散接入、低压并网。

据施工单位反馈，项目经历了
电闪雷鸣和暴风骤雨天气，所有组
件均正常运行，没有出现故障，光伏
组件性能卓越。

上上电缆集团董事长丁山华
说，光伏发电项目作为上上电缆“十
三五”初重点技改项目，不仅使企业
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也符合当今
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前，上上
电缆大力开发新能源领域用电缆产
品，已实现风能电缆、光伏电缆、核
能电缆以及电动汽车充电桩电缆的
批量生产与应用。

（丁齐舰 秋冰 芮蔓菁 文/摄）

上上电缆建设我市最大
分布式屋面光伏发电项目

本报讯 昨天，是全国首个“中
华慈善日”。作为“慈善之城、爱心
之都”，我市昨天在行政中心举行市
级机关集中捐赠仪式，正式启动今
年全市“慈善一日捐”活动。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阎立，市长费高云，市政协主席邹宏
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志平等
四套班子领导，依次将爱心款投入
捐款箱内。随后，市党政机关负责
人也纷纷捐款。

据初步统计，当天市四套班子、
法院、检察院，各部委办局、公司、直属
单位领导干部等共捐款398万余元。

近年来，我市慈善事业快速发
展，慈善资金不断充实，主要围绕助
医、助学、助困、助老、助孤、助残等
方面开展慈善救助活动。“慈善一日

捐”活动在我市已连续开展多年，全
社会营造了浓厚的慈善氛围。今年
的市级“慈善一日捐”活动，主要在
新北区、天宁区、钟楼区及其所属街
道（镇）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市各部委办局、公司、直属单位及其
所属事业单位，驻常部队、武警驻常
机关中进行。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自本月 1日正式施行，开启了依
法治“善”新时代。为更好地宣传慈
善法，促进全市慈善事业，我市于上
月起首次组织开展“慈善月”系列活
动，“慈善一日捐”为本次慈善月的
最后一项重要活动。

今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截止时
间为9月12日。

（高颖 黄赤辉 朱雅萍）

《慈善法》正式施行 “慈善日”首个推出

我市全面启动“慈善一日捐”

本报讯 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
局本月 1 日正式批复江南农村商业
银行开办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这
标志着该行金融市场业务获得实质
性突破。该行也成为全国农商行系
统第 2 家获得普通类资格（全业务
牌照）农村商业银行。

近年来，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快
速发展，2014年银行间市场外汇衍
生品交易量首次超过即期交易量，
2015 年仅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量
就达到即期交易量1.69倍。

随着我国外汇管制的逐步放

开，汇率波动相应加大，客户客观
上需要金融机构为其提供包括汇
率套期保值、风险控制等在内的一
系列衍生金融服务，以有效控制企
业生产经营、收付汇过程中面临的
汇率风险。金融机构通过开办金
融衍生品交易业务，有助于丰富风
险管理手段，提升在流动性风险、
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等方面的管
理能力。

江 南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成 立 于
2009年，是全国首家地市级股份制
农村商业银行。 （下转A8版）

江南银行获批开办
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

我们必须冲出这样一种窘境：在劳动力低廉方面，竞
争不过低端经济体；在高新技术与投资环境方面，却又竞
争不过高端经济体。

而国际竞争现实，已不允许我们再常规地、跟随式
地，经历以平均利润率机制主导的漫长的市场发育，以及
自然的经济结构优化过程。

新华社杭州 9 月 5 日电（记者臧晓
程 屈凌燕）5 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
十一次峰会闭幕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会见中外记者。

习近平介绍了在峰会闭幕式上总结
的本次峰会达成的共识和取得的主要成
果，即各方决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规
划路径；决心创新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
注入新动力；决心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
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决心重振

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构建开放
型世界经济；决心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
展，让二十国集团合作成果惠及全球。

习近平指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
州峰会恰逢世界经济增长和二十国集团
转型的关键节点，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
注，也承载了各方高度期待。各成员、嘉
宾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围绕构建
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峰
会主题，就重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商

世界经济增长与合作大计。在各方共同
努力下，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实现了预
期目标。峰会之后，各方将继续共同努
力，积极落实和推进杭州峰会各项成果，
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
包容增长。

习近平最后感谢二十国集团成员、
嘉宾国、国际组织为杭州峰会成功所作
的重要贡献，感谢工商、智库、劳动、妇
女、青年、民间社会等各界为峰会成功和

二十国集团发展贡献的智慧，感谢各国
媒体对中国举办杭州峰会的支持。

王沪宁、汪洋、栗战书、杨洁篪等参
加。

另据新华社杭州 9 月 5 日电（记者
王慧慧 商意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
州峰会 5 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继续
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致
闭幕辞。

（下转 A8 版）

G20杭州峰会闭幕

习近平向中外记者介绍峰会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