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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以“智领未来”为主
题的 2017 数字创意产业论坛在我市举
行，众多国际国内知名机构代表、专家、
行业精英齐聚一堂，聚焦人工智能、文化
产业创新发展等热点话题，探讨数字创
意产业发展趋势和创新经验。这是第
14 届中国常州国际动漫艺术周的重要
活动之一。

副省长王江，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
裁、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谭跃，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副司长宋奇慧，

市长丁纯，市政协主席俞志平，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省网信办主任徐缨，市领导蔡
骏、周斌、白云萍、方国强和市政府秘书
长杭勇出席论坛。

前央视新闻主播、普雷资本创始人
赵普主持活动。

王江在致辞中表示，以弘扬民族文
化、扩大国际交流、搭建交易平台为宗旨
的国际动漫艺术周连续 13 年在常州举
办，逐渐成为立足常州、面向全国、影响国
际的国家级动漫品牌节展，成为江苏推动

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顺应数字经
济发展大势，艺术周在去年首次举办数字
创意峰会的基础上，今年又以“智领未来”
为主题，邀请专家学者和企业家朋友聚焦
发展热点，共商发展大计，为数字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希望全省广大
从业者发挥优势、加强交流，加快推进数
字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引领社会风尚作出积极贡献。

“坚持创新驱动，推动融合发展；完
善支持政策，建好示范基地；创优发展环

境，激发内生动力。”丁纯表示，在围绕
“两聚一高”部署要求，加快建设“文化强
市”过程中，常州将以创意生产为核心、
科技创新为动力、龙头企业为带动，积极
推进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
数字创新技术与文化创意有机融合，全
力打造结构合理、整体协调和持续发展
的数字创意产业新格局。力争到“十三
五”期末，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超过 8%，数字创意产业成
为新兴支柱产业。 （下转A6版）

10个项目集中签约

第14届中国常州国际动漫艺术周进行中

2017数字创意产业论坛在常举行

本报讯 昨天下午，2017 动画创新
发展推进会在我市举行。这是第 14 届
中国常州国际动漫艺术周重要活动之
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
高长力，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蔡骏出
席并致辞。

江苏优漫卡通、爱奇艺、恐龙园股
份、卡龙、麦拉风等知名动漫播出平台、
券商、动漫授权企业，以及全省动漫园区
代表、企业代表、行业知名专家等120多
人齐聚一堂，就推进江苏动画企业与新
媒体渠道、资本市场、品牌授权等对接融
合进行专题研讨，谋求动漫创意发展新

动力。
推进会上，江苏国家动画产业基地

（园区）联盟正式成立。该联盟由南京高
新技术开发区南京软件园、无锡国家动
画产业基地、苏州工业园区国际科技园、

常州创意产业基地、昆山软件园动漫产
业园、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动漫产业
园等6家国家级动画基地（园区）共同发
起成立，旨在增进全省各动画产业园区
之间的交流对接，为省内影视动画企业

间加强合作、开拓市场、提升业务水平与
创新能力等搭建产业平台，努力创建江
苏动画产业知名品牌，进一步推动全省
影视动画产业创新发展。

（下转A4版）

江苏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园区）联盟成立

2017动画创新发展推进会举办

本报讯 昨天，副省长王江在
我市调研教育、文化、体育工作，
市长丁纯、副市长方国强陪同调
研。

在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王
江指出，当前教育事业体制机制
改革进入攻坚期，希望常州进一
步加大创新力度，深化教育事业
体制机制改革，努力打造地区名
校，推动教育工作不断发展。在
教师节来临之际，王江向常州全

体教育工作者表示慰问，祝大家
教师节快乐，他说，教师是教育事
业改革的主要力量，希望常州继
续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提高整
体教育水平。

在常州博物馆，王江听取了我
市“文化 100”惠民品牌打造、文化
广场项目建设等情况汇报，对常州
文化建设和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
王江强调，常州文化具有深厚底蕴
和良好基础，要坚持改革创新，积累

更多更好的经验和做法，发挥示范和
带动作用，以更高质量满足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需求。

王江一行还考察了常州奥体钟楼
全民健身中心。该中心今年 5 月建成
开放，总投资约 9000 万元，室内场馆
向学生开放，保障学校体育教学，课余
时间向居民开放。王江详细了解了场
馆开放、设备设施、安全保障等工作，
充分肯定了我市体育产业的发展成
绩。 （舒泉清）

省领导在常调研教育文化体育工作

电商步步紧逼之下的行业巨变期，
实体零售商转型之路在哪里？

3 年来，在泰富集团部署下，瑞和泰
开始前所未有的跨界转型。本月 8 日，
带着“多业态叠加的集合店”“跨境电商”
和“没有工厂的制造商”三大全新标签，
瑞和泰旗下高端商业品牌“乐富”精致生
活馆亮相武进湖塘。

集合店，定位全新生活方式

谋求转型，瑞和泰一直在努力。3
年前，乐富新区传媒店开出，与以往截然
不同的年轻化品牌、年轻化定位显示了
其转型的决心。

随着“乐富”品牌的深入人心，瑞和
泰管理层发现，尽管乐富定位于 80、90

后年轻化消费人群，功能也在不断增
加，食之秘、罗森便利等业态先后被引
进，但在休闲和社交空间布局、多元化
体验感上，仍然难以满足更多年轻消费
人群的需求。

而今跨界转型，实施的首先是定位
变化：乐富湖塘店不再定位于业态单一
的实体店，而是用“商业综合体”思维，

做一个多种业态叠加在一起的生活方
式类集合店，通过更多的“生鲜”“便利”

“轻餐饮”等多种业态和“特色服务”的
组合，突出精致生活的引导，同时增强
了店铺的集客能力。

乐富湖塘店规模达 2000 平方米。
其中，近一半面积用以展示来自世界各
地的特色商品，还组合了24小时罗森便

利店、周黑鸭专卖、日本料理鱼忘七秒、
滋补养生馆、甜品食之秘、儿童乐园等业
态。店内设有多处休闲和社交空间，顾
客可在此随意品酒、聊天。最大的亮点，
还在于店内的港湾海鲜馆。它专门配备
一个后厨，消费者选购好珍宝蟹、龙虾、
生蚝等各类鲜活水产品，可让大厨现场
烹饪。 （下转A8版）

多业态集合店+跨境电商+无厂制造商：

瑞和泰三大动作跨界转型

常州并不“出产”恐龙，可作为这座城
市的崭新“名片”，凭借着“无中生有”的创
新发展，开园17年的中华恐龙园既是常
州市民家喻户晓的主题公园，也成为备受
各地游客喜爱的中国民族主题公园。

而今，这只诞生于常州的“恐龙”，正
通过“投资+服务”的创新业务战略，大
步流星布局全国，走出了一条“恐龙
园+”的转型发展之路。

“恐龙园+”之一——
从“单一公司”到“集群企业”
从单一的主题公园投资运营商，实

现向文化旅游产业“投资运营整体解决

方案供应商”的转型，对恐龙园股份有限
公司来说，并不比17年前“无中生有”建
造恐龙园来得轻松。

事实上，自2013年8月提出“投资+
服务”的创新业务战略起，恐龙园股份有
限公司自我变革的步伐就从未停止。

2013 年 12 月，恐龙园股份有限公
司景观规划设计公司成立，随后，旅游管
理公司、景区运营公司等一系列文旅专
业化公司相继成立。截至今年 7 月，恐

龙园股份有限公司已从过去的单一公
司，裂变成拥有创意开发设计、文化旅游
管理、文化科技、景区运营管理、旅行社
等5大公司的产业集群企业。

与此同时，依托20年来在传统景区
业务积累的丰富经验，恐龙园股份有限
公司先后提炼出主题公园“5+3”发展模
式、主题景区“24H12M80Y”理论和球
豆开发理论，以及“形象、内容、体验、衍
生”主题公园产业链等专业理论，形成了

从理论到产品的一整套“文化旅游产品
服务清单”，为“主题旅游度假”“生态闲
养度假”“田园乡村旅游”及“特色小镇”
等项目，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服务。

“恐龙园+”之二——
从立足常州到走向全国
今年 7 月 1 日，兰州西部恐龙水乐

园开门迎客，近万名游客蜂拥而至，尽情
享受“水中狂欢”的乐趣。（下转A8版）

——常州恐龙园股份有限公司转型升级报告（下）

“恐龙园+”成为核心竞争力

本报讯 昨天，市委常委、纪委书
记张春福带队赴溧阳，开展社会矛盾
和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督查。

张春福一行先后到溧阳市安顺
燃气公司、汽车客运总站、合成维稳
中心等，重点督查了相关工作。

督查组要求该市总结成功经

验，进一步强化政治责任，抓好全面
排查，做好整改落实，并结合“三大
一实干”活动，对照省、市要求，对已
排查和发现的不足及时整改到位，
对督查和反馈的问题尽快拿出解决
方案，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
良好环境。 （芮曼菁）

市领导督查大排查大整治

本报讯 昨日下午，记者从市
水利局获悉，市委宣传部、市水利局
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丁双林等 5
人获评“常州最美水利人”。

从 4 月份开始，市委宣传部联
合市水利局在全市水利系统首次开
展常州“最美水利人”先进典型评选
活动。按照评选方案，最终授予金坛
区新浮水库管理所丁双林、武进区河

道湖泊管理处殷仲明、新北区孟河镇
农村工作局杨金忠、钟楼区农业局常
洪春、市河道湖泊管理处韩红波常州

“最美水利人”荣誉称号。
据了解，5 名常州“最美水利

人”均来自水利工作一线，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11 日起，本报将陆续报道他们的先
进事迹。 （陈娟 刘一珉）

5位常州“最美水利人”评出

本报讯 昨天下午，我市发布
许东庆、周建新、王岚炳、胡锋、黄
苏、陈建 6 位常州“最美建设人”先
进事迹。

近年来，我市城乡建设系统积
极推进重点工程建设，不断增强城
市功能品质，奋力打造优美城乡环
境，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目标任

务。在此过程中，全系统涌现出许
多爱岗敬业、业务精专、品行优秀、
吃苦耐劳的先进典型。

上月，市委宣传部和市城乡建设
局联合开展常州“最美建设人”推选工
作，经过层层筛选，最终评选出6位常
州“最美建设人”。本报将从10日起
陆续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韩晖）

6位常州“最美建设人”评出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教育
局获悉，我市评选出 20 名第五届

“师德标兵”（名单详见 A3 版）和 20
名“师德先进个人”。

“师德标兵”评选工作是推动我
市“师表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评
选出的“师德标兵”均为全市各校中

从事教育教学一线工作的在职教
师，具有优秀的职业素养和高尚的
教师职业道德。

据了解，我市从2003年起开展
“师德标兵”评选活动，每 4 年进行
一次。迄今已评选出共90名“师德
标兵”。 （尤佳 教宣）

我市评选出20名“师德标兵”

新学期开学后，邹区实验小学的孩
子们回到了美丽的校园，又见到了他们
喜爱的朱小砂校长。事实上，因为年龄
原因，朱小砂已在今年暑期卸任邹区实
验小学校长一职，但他依然保持着忙碌
的工作节奏——一来，学校扩建工程还
有部分手续没有办好，他主动提出，自
己熟悉情况，理应负责到底；二来，钟楼
区教文局希望他这个“老教育”能发挥
余热。他二话不说，接下了督学重担，
每周对全镇 7 所学校督常规、督教学、
督安全。

教师节前夕，从教30余载的朱小砂

被授予“最美常州人”荣誉称号。“朱校长
多年来践行‘以美育人’，而他也用实实
在在的行动，诠释了一个教育者的真、
善、美。”熟悉朱小砂的人都这样评价他。

美是一扇门

朱小砂自 1998 年起担任邹区实验
小学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彼时，邹区实
小还是一所普通的乡镇学校。作为土生
土长的邹区人，朱小砂满脑子都是如何

“办优质学校、育一流人才”。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思考，朱小砂初

步找到了答案：相比于单纯注重分数，让孩

子们拥有美的心灵、美的品格、美的行为，
才应是教育更本真的追求。1999年起，邹
区实验小学正式开始了“以美育人”的教学
实践，到现在，已经是18年坚持不辍。

如今已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的芮
新丰，当年在邹区实小担任美术老师，也
是“以美育人”教育实践的参与者、见证
者。“‘以美育人’就是在提升教学质量的
同时，以艺术教育为突破口，让孩子从艺
术中感知美、接受美、追求美，再将美融
入到他们的思想行为中去。”

这扇“美”的大门在邹区实小徐徐开
启，孩子们被带到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美丽

新世界。朱小砂除了发挥本校教师的艺
术教学特长，还积极向外争取、整合资源。

“常州好多艺术界知名人士，都来我
们学校上过课。我想，他们都是被朱校长
身上那份教育者的品质、情怀所打动吧。”
芮新丰回忆说，当时城里的学校还刚刚开
始素质教育的探索，但邹区的娃娃们已经
能享受到高质量的素质教育了。

在朱小砂的积极推动下，邹区实小
大力发展“至善至美”校园文化，不断拓
展“至美课程”范围，目前共开设艺术、科
技、体育、人文四大类共 46 门选修性校
本课程。 （下转A4版）

——朱小砂教育理念和实践纪事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砥砺奋进的 5 年

昨 天 ，我 市 慰 问 团 赴 驻 锡
31604 部队，慰问在酒泉驻训期间
牺牲的常州籍军官黄竞的亲属，并
参加先进事迹座谈会。

黄竞，40岁，是第72集团军某炮
兵旅副旅长，上月2日晚因车祸牺牲。

他入伍 22 年，生活简朴，做事
认真，先后任职 10 多个岗位，岗岗

出彩，17 次在师团比武中获得第
一，6 次参加军以上考核获得名次，
被原南京军区评为“小老虎式”干部
标兵，曾是全团公认的训练最实、专
业最硬、休息最少、精力最好、伤病
最多、荣誉最全的“六最连长”。

本报将于近日报道黄竞事迹。
黄钰 陆峰

追忆副旅长黄竞

黄竞黄竞（（左左））生前资料图生前资料图

（详见A2版）

省队市办15载

江苏女手首夺全运会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