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思路

常州日报社出版 自办发行 今日 20 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12 第11869号

2016年10月18日
星期 二
农历丙申年九月十八

中国常州网
http://www.cz001.com.cn AA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金坛长荡湖旅
游度假区管委会获悉，自本月 16 日起，
长荡湖网围整治进入为期1个月的协议
签订阶段。

据了解，我省正在全面推进新一轮
太湖治理和湖泊生态红线规划实施，其
中，加快网围整治、实行退渔还湖是一项
重要内容。而作为太湖流域第三大湖泊

的长荡湖，因地处滆湖、太湖上游，对太
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和湖泊生态环境
保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据金坛长荡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
主任周建立介绍，去年和今年，长荡湖连
续遭受特大洪灾袭击，网围养殖遭受重
创，许多渔民纷纷主动要求网围整治、离
水上岸而转产转业。鉴于此，该区在前

期反复调研基础上，本月出台了长荡湖
网围（捕捞）整治实施方案。

根据方案，在明年 3 月 31 日之前，
金坛将拆除网围面积17568.5亩，涉及3
镇 3 街道的 16 个村。方案明确沿用上
一轮整治标准，按每亩8320元标准给予
养殖户一次性综合补贴。其中，在明年
1 月 20 日前和 2 月 28 日前自行完成网

围拆除的，每亩还可分别享受 1500
元、1000元奖励。

据了解，长荡湖网围面积最多时达
6.8万亩，自2004年起已先后进行3轮
网围整治。此轮整治，还将捕捞纳入其
中，对持证渔民予以相应补偿后，由住
建、人社部门妥善解决渔民上岸安居和
社保问题。 （赵鹤茂 杨建新）

旨在还长荡湖满眼碧波，并保下游太滆二湖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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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坛长荡湖最后部分网围17568.5亩——

明年 3 月 31 日前将全部拆除

本报讯 10 月 15 日是全市今年第
五个学习日，主题是“践行新理念，迈上
新台阶”。我市各级各部门纷纷围绕学
习日主题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

湖塘镇党委中心组开展“学习日”活

动，重点学习市委书记阎立在市第十二
次党代会上的报告，并观看区第十二次
党代会专题宣传片《旗帜的力量》。大家
表示，将以市、区党代会精神为指导，大力
发展城市产业，加大对各类创新创业人才

的引进和服务力度，在全镇兴起“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热潮，并推动传统纺织产业
实现转向高端装备、先进工艺、营销模式、
产业链两端、功能型纺织品等“五个转
型”，更好打造“强富美高”新湖塘。

武进区财政局全体工作人员专题
学习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和区党代
会报告。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表示，将
结合自身岗位职能，努力做好财政各
项工作，有效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
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进一步调动和
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新北区新桥镇党政领导认真学习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该镇提出，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要求坚持产城融合
方向，促进生产生活生态联动发展，着
力打造“精美常州”， （下转A4版）

我市组织开展第五个“学习日”活动

践行新理念 迈上新台阶

（详见A7版）

李克强刘云山在北京观看发射实况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习近平致电表示热烈祝贺

本报讯 昨天，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举行第三十四次会议。受阎
立主任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俞志平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副书记杭天珑，副主任贾宝中、邵
明、张东海、盛建良，党组成员姜洪
鲁，秘书长周建伟及委员共34人出
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张耀钢副市

长受费高云市长委托所作的人事提名
说明。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韩
九云同志辞去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职务的请求的决定》，决定任命曹佳中
同志为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举
行了向宪法宣誓仪式。曹佳中同志于
今年 9 月由无锡市政府副市长调任我
市，并已在市十二次党代会上当选为
常州市委常委。 （下转A2版）

任命曹佳中同志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审查批准审查批准20162016年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年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三十四次会议

任命曹佳中同志为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2016年10月17日常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常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 定 任 命 名 单

常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
接受韩九云同志辞去常州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并报市人民代
表大会备案。

（2016年10月17日常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常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韩九云同志辞去
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常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听取并
审议了市财政局局长周效华受市人
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常州市
2016年1-9月份预算执行情况及市
本级支出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鉴
于必要的支出调整因素，会议经过审

议，决定批准调减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33500万元、追加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58732万元（其中：省级转移支付
支出预算8000万元）、地方政府新增一
般债券支出预算68000万元，决定批准
政府性基金预算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支出140000万元。

（2016年10月17日常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常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调整本级
财政支出预算的决定

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和常州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常
州市、辖市（区）和镇三级人民代表
大会换届选举问题的决定》，经研究
确定：

一、全市各辖市（区）统一选举
日，定为2016年12月5日。

二、各辖市（区）、镇进行选民
登记的时间分别为：溧阳市 2016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4 日；金坛
区 2016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5 日 ；武 进 区 2016 年 10 月 25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14 日；新北区 2016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6 年 11 月 9 日；天宁区
2016 年 10 月 18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4
日；钟楼区 2016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6
年11月15日。

（下转A4版）

常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工作办公室

公 告

今天刊发：翻越雪山后，走过草地主要有4难

今天起本报在国内新闻版（A7版）开设专栏——

长征胜利80周年·历史解码

人民日报昨天发表评论《莫把民粹
当民主》，主体内容如下。

民粹主义是一个涉及政治学、社会
学等学科的复杂概念。民粹主义有时也
称作平民主义，它主张社会进步要体现
平民的利益和价值诉求。作为一种所谓
代表社会大众意愿的理想和价值倾向，

平民主义既有合理性，也有负面作用。
一方面，许多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党纷纷
以平民化为标榜；另一方面，当很多人的
诉求存在不合理因素时，这种纯粹以多
数民意为追求的政治主张就容易演变成
一种极端化的倾向。政治家们为了选
票，很可能迎合这种民粹主义心理，以此
汇聚民意。比如，为了赢得选举，政客们
纷纷提出减税。但如果这些政策无限制
地实施，最后可能导致政府财政破产或
者更大的公共利益受损。这在西方国家
的政治实践中真实存在。

从理论和实践上看，民粹主义并不
等于民主。概括起来，二者主要有三个
区别。

民主所主张的多数主义是有限多数
主义，而民粹主义则把多数主义绝对化。
民主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但这一原则在实
践中并不能绝对化，实际运用上并不是任
何事情、任何场合都要少数服从多数。比
如，不少国家在选举、立法以及重大问题
决策中，需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程序来进
行。但超出一定领域，就不再由简单多数
支配。如在日常行政事务中，行政机关依

据法律有一定裁量权，其依法作出的行
政裁量就可能考虑多种因素。但民粹
主义奉多数为至上，凡事由多数决定，
在多数的名义下甚至可以为所欲为。
这样一来，可能反而损害了社会公益或
者国家长远发展利益。

民主要求法治，但民粹主义可能
否定和破坏法治。现代民主政治离不
开法治，人民的权利需要法治保障。
没有法治，人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就没
有民主。但民粹主义可能为了一时的
诉求，打着多数人的旗号进行一些偏
激的活动。从历史上看，在法国大革
命中，一些恐怖行径正是打着人民的
旗号实施的，当时就展现出这种多数
决定一切的做法有可能走到错误方
向。 （下转A8版）

莫 把 民 粹 当 民 主

溧阳 15 日举办纪念塘马战斗 75
周年系列活动。

北京、上海、福建和我省等地新
四军研究会、党史办有关负责人来到
塘马烈士陵园敬献花篮，举行哀悼仪
式，并在江南指挥部纪念馆报告厅举
行《塘马 1941》《塘马之歌》首发式。

1941 年 11 月 28 日，日军 3000 多
人、伪军 800 多人，并出动坦克、大炮，
包围塘马。

新四军 16 旅浴血抗击，毙伤日伪
军 500 多人，粉碎了日寇企图消灭新
四军抗日武装阴谋，并使苏南党政军
机关人员等 1000 多人突出重围。激
战中，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和 270
多位指战员壮烈牺牲。

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本报在纪
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曾作详细报道。

芮曼菁 史珂 文/摄

纪念塘马之战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指出，要大
力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重点发展
旅游休闲、文化创意、电子商务、养老服
务等产业，加快金融商务区、互联网产业
园、大数据产业园、西太湖影视基地等特
色集聚区建设，促进服务业总量扩大、结
构优化、业态创新。

市发改委负责人本月 10 日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2015年全市服务业增加
值 2610.4 亿元，占 GDP 比重 49.5%，实
现了“三二一”产业梯次结构。不过，服
务业发展中还存在五方面不足，短板效
应比较明显。

一是服务业发展空间集聚、集约、集
中度不高。现有的服务业集聚区资源整
合、产业对接、公共服务等功能较弱，有
的集聚区还仅仅停留在同类企业物理空
间集中阶段。二是全市服务业中新技
术、新业态、新模式涌现不多，品牌和商
业模式创新也落后于国内服务业发达城
市。三是服务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企
业抱团合作意识、改革创新意识、品牌塑

造意识、现代经营意识有待加强。四是
服务业高端人才依然紧缺，尤其是现代
物流、电子商务、文化创意、设计服务等
领域专业型人才仍然短缺。五是要素制

约日益突出，人力成本大幅上升、可供
项目落地空间有限等已成为常州服务
业加快发展的瓶颈。

这位负责人表示，针对五方面不
足，我市将重点推进五大工程建设：

一、实施服务业集聚载体建设工
程。分类滚动推进全市30个服务业重
点集聚区发展。促进服务业集聚区由规
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下转A8版）

我市现代服务业如何“补短板”？

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详见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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