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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市 今 天 多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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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温度 26℃，明晨
最低温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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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小记者协会是由常州市委宣传部、常
州市教育局、常州日报社等单位联合发起，在市民
政局注册登记的从事中小学生新闻相关活动的唯
一合法组织。协会成立于2009年，至今已发展会
员10余万人次，会员学校170多所。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的主要展示平台为《常州
晚报》，协会小记者也称为“常州晚报小记者”。“常
州晚报小记者”是常州地区唯一一家经市教育局
批准招募小记者的组织，接受市委宣传部、市教育
局、市民政局等单位的监督，小记者各方面权益具

有合法保障。
目前，社会上以各类名义开展的小记者招募

行为，均无常州市小记者协会的授权。另外，常报
集团、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原工作人员常城、陈渊已
经离职，其行为均与常州市小记者协会无关。

特此声明！
常州市小记者协会
常州报业传媒集团
2016年9月18日

声 明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常州市第
十二次代表大会将于 9 月 22 日上
午在市行政中心龙城大厅隆重开
幕，9月25日闭幕，会期4天。昨天
下午，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筹备工作
新闻发布会召开，介绍党代会各项
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市委新闻发言人李信介绍说，
本次党代会将全面回顾总结市第十
一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研究确定
今后五年常州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从严治党的思路目标和重点举措，
选举产生中共常州市第十二届委员
会、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出席省第
十三次党代会的代表，动员全市广
大党员和干部群众以更大的勇气和
魄力加快发展、奋力前行，全力推动
常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再上
新台阶。目前，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十一届市委工作报告和纪委工

作报告的起草工作，是党代会筹备
的一项重要任务。十一届市委工作
报告历经 5 个月时间起草完成，报
告把握上级精神，贯彻中央、省委决
策部署，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五
大发展理念贯穿全文。凸显常州特
色，对过去五年取得的成绩亮点进
行了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并结合
常州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实事求是
地指出当前发展中存在的矛盾问
题，特别是对“强富美高”新常州建
设的奋斗目标作了全面阐述，对“一
城一中心一区”的发展定位作了深
化拓展和具体明确。报告坚持与

“十三五”规划建议、规划纲要、各专
项规划一脉相承、全面衔接，不提新
的口号，同时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思
路创新、理论创新、举措创新，在“强
富美高”和党的建设工作部署上，紧
跟形势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
展路径和主攻突破点，充分体现市
委工作的前瞻性和引领性。报告起
草过程中，尊重社会各界意愿，反映
不同层面要求，形成团结向上、催人
奋进的总体基调。 （下转A3版）

我市举行新闻发布会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本 报 讯 在 昨 天 召 开 的
2016 全国森林城市建设座谈会
上，国家林业局正式授予我市“国
家森林城市”称号，市长费高云在
授牌仪式上接受奖牌。

这标志着我市绿化建设和生
态文明水平迈上新台阶。

本次会议由国家林业局、全
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等联
合主办，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主
任王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林
业局局长张建龙主持会议。会议
全面贯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践行

五大发展理念特别是绿色发展理
念，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生态文明思想以及关于着力开展
森林城市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全
面推进森林城市建设，有效增进
城乡居民生态福祉。

国家森林城市，既是对一个城
市生态建设的最高评价，也是城市
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2014年，
市委、市政府发出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动员令，全面推进森林城市建
设。在500万常州市民的共同努
力和参与下，我市走出了一条具有

“水墨江南、鱼米之乡、平原地区”特

色的造林之路，初步形成了“一核、
双心、九极、七板块、多廊、多点”的
森林城市建设布局。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 3 年来，全市造林 15 万多
亩，基本形成林水相依、林路相依、
林城相依、林田相依的城市森林生
态系统网络，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37%，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3%，

“水城、古城、森林城”风貌合一的美
丽新常州焕发出蓬勃的绿色生机。

此次全国共有 22 个城市荣
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副市长张耀钢出席会议。
（杨杰）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37%，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3%

我市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详见A2版）

常州市十一次党代会以来（10）

感受提质 55年全会主题回年全会主题回顾顾之之

本报讯 2016 中国常州科技
经贸洽谈会举办在即。昨天下午，
市政府召开科技经贸洽谈会筹备工
作暨外资工作推进会，就有关问题
再作部署推进。副市长李小平出席
会议并讲话。

根据初步方案，会期主题活动
包括开幕式暨“创响中国”常州站活
动启动仪式、项目签约仪式，专题活
动包括 2016 高工机器人产业高峰
论坛暨常州·长三角“智造”峰会、

2016 常州机器人及智能制造国际
技术对接交流会、2016中国物联网

（传感器）行业标准技术研讨会、
2016 以色列生命科学技术（常州）
交流对接会、2016中德企业对接交
流会暨中德智创园揭牌仪式等。

会议就有关工作进一步作出部
署，并要求各辖市区抓紧这一段时
间，集中精力开展项目招引，再次掀
起一轮招商引资新高潮。

（商轩 杨成武）

我市对经洽会筹备再作部署

省统计部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5 年 我 市 实 现 文 化 产 业 增 加 值
306.05 亿元，占 GDP 比重达 5.8%，名列
全 省 第 二 。 我 市 文 化 产 业 增 加 值 占
GDP 比重连续两年位居全省第二，连续
两年获评全省文化改革发展先进地区。

回溯全市文化产业发展，一年一大
步，成功实现跨越式发展和提升：

2010 年，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仅
71.02 亿元，占 GDP 比重仅 2.31%，位居
全省平均数以下；

2011 年—2013 年，全市文化产业
增 加 值 由 139.29 亿 元 稳 步 提 升 至
231.02 亿元，占 GDP 比重也由 3.89%逐
渐升至5.3%，连续3年名列全省第三；

2014 年，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达
276.17 亿元，占 GDP 比重达 5.63%，与
苏州并列全省第二；

2015 年的数据，再次显示常州文化
产业已从全省“第一方阵”走向“排头兵”。

“文化产业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于增强城市综合实力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徐缨表示，在目前已经取得成绩的基
础上，全市上下将对照文化建设迈上新
台阶的各项目标要求，加快探索文化产
业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进一步推动
文化产业持续发展，“力争到 2020 年文
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8%，使
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更加
巩固”。

举措：文化产业发展要素
逐渐完善

上月 25 日，我市首次赴香港举办中
国常州文化人才引进暨文化产业项目

（香港）推介会，这是我市继上海、深圳和
武汉之后的又一场推介会，共达成22项
合作项目或意向，其中7项合作协议现场

签约。江苏金刚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鹏勃高兴地说，该公司将
与亚洲主题公园有限公司进行合作，“这
将使我们进一步形成集科技装备、规划
设计、运营管理于一体的服务能力，从单
纯的科技装备公司变成全服务提供商”。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关键是以政策
优化引导发展，以平台建设服务发展。
近年来，我市以政策扶持为抓手，推动
文化金融对接，对文化产业信贷风险补
偿资金项目贷款和文化产业引导资金
等政策不断拓展和升级，大力优化引导
资金、金融服务、改革激励、文化人才等
方面的政策支持。据统计，2011 年以
来累计获部、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 1.76 亿元，市文化产业引导资金资助
项目 193 个，扶持资金达 5080 万元，带
动项目总投资 121.4 亿元。通过“政、
企、银、保”四方联动，突破文化金融结合
瓶颈，至今年 8 月共为 63 家文化企业授

信总额2.7亿元。
为搭建文化企业对接、创新、交流平

台，我市不断整合文化项目资源，通过文
化创意项目（常州）对接会、文化人才引
进暨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常州文化创
意和设计大赛、常州文化展示中心等平
台建设，推动项目与资本对接、发展与合
作共赢。其中，第三届常州文化创意和
设计大赛即将进入终评环节，共计 819
件作品入围，发现并推介了一批优秀文
创作品和人才参加全省大赛。

此外，我市还不断推动文化创意、文
化创客的发展，一方面抓住智能装备、主
题公园、花木种植等本地资源和优势产
业进行跨界融合，以文化创意提升产业
价值；另一方面，鼓励扶持文化创客，促
进文化领域创业创新，一批示范性文化
创意“众创空间”和低门槛文化创业特区
正在蓄力，一批“专、精、特、新”文化企业
即将破茧为蝶。 （下转A3版）

——我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连续两年位居全省第2的解析

从平均数以下疾步走向排头兵

一位朋友想到农村创业，他在城市
打拼多年积累了不少经验，觉得应该不
是难事。但咨询一圈却打了退堂鼓，“经
营模式、资金、物流、市场等都是绕不过
的坎，农村创业难题甚至比在城市创业
还要多。”人民日报18日发表评论《到农
村创业 少些“想当然”》指出——

类似这样的“想不到”还有很多。有
人感慨，不同于城里火热的网购，农民互

联网使用不熟练，产品推广难度不小；有
人发愁，农村急缺懂市场、有技术的新型
人才，电商下乡遭遇困境⋯⋯实际上，农
村创业并非易事，千万不要“想当然”，否
则就会遇到“想不到”的困难。

这些年惠农政策越来越好，“三农”
发展势头不错，志在四方的大学生、怀揣
乡愁的企业家、倦鸟归林的农民工，纷纷
来抢占农业“风口”。据农业部统计，全
国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超过 480 万，各地
农民工和大学生返乡创业人数年均增幅
保持在两位数左右。他们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为农村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
液。有的用科学理念转变传统方式，实

现农业提质增效；有的瞄准农民“卖难”
痛点，用一根网线对接产销，促进农民增
收；有的寻求农村新业态的空白点，开发
农业多种功能，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下转A5版）

到农村创业 少些“想当然”

有市民反映，香樟作为行道树太单调了。19 日，记者在湖滨路、武进大
道、常武路看到，两侧的黄山栾树开满灿灿黄花。一阵风来，大片的栾树一
起摇曳，栾花如同金雨洒落，煞是柔美浪漫。 张烨 周露露 宋婧 文/摄

行道树——栾树花开

迎接市十迎接市十二次党代二次党代会召开会召开

本报讯 溧阳市以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为契机，由城管部门联合公安、溧城
镇、昆仑街道办和电信、移动、联通运营
商，组织开展“牛皮癣”专项整治，对非法
小广告电话强制停机。到一周前该市汇
总“牛皮癣”号码223个，移动、电信已停
机59个号码。

据了解，本次整治工作采取“清理与
疏导、打击和防治”相结合，一方面在该市
主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和
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对张贴、喷涂的各种
小广告进行清理，另一方面对涂写、张贴、
散发小广告的违法行为进行打击，对这些
小广告固话、手机号码实行强制停机。

整治工作启动后，该市城管部门联
合溧城镇开展部门联动、全民参与、全面
覆盖的清“癣”行动。老小区一直是小广
告的重灾区，为此，溧城镇创新治理模
式，发动社区志愿者参与治理，将楼道管

理责任到人，开展循环式巡逻，随见随
清，并对涉及的电话号码进行收集整理，
统一登记汇总。

该市城管局督查科科长黄爱生告诉
记者，整治中，先对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

进行登记、分类、汇总，再向电信、移动、联
通公司申请停用相关电话。停机前，会通
过电话、短信的方式告知当事人，并对其
进行宣传教育，责令自行清除。已停机的
当事人在接受教育并自行整改后，由社区
核实并出具书面意见方可恢复通讯功
能。“若停机之后仍然不改的，将联合公安
等部门根据《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对其进行立案处理。”

此外，该市城管局在集中整治的同
时，还将采取分类监管措施加强管理。对
于招聘、租房、疏通等生活服务类小广告，
设立宣传橱窗或公共信息发布栏，满足发
布者和市民的需求。 （芮曼菁 庄姝）

移动、电信已掐断59个号码

溧阳：

对非法小广告电话强制停机

市长费高云接受“国家森林城市”奖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