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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3 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3日晚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今年1月以来，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我同总统先生
3次通话，充分体现出我们之间的高度互
信以及中法关系的高水平。两国发扬彼
此同情支持的友好传统，相互援助医疗防
疫物资，为各国人民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树立了榜样。我密切关注当前欧洲和法

国疫情发展。法方正在采取一系列积极
有效防控措施，我向法国政府和人民致以
诚挚慰问并表示坚定支持。中方愿继续
向法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习近平应询介绍了中方疫情防控的
形势，强调中法共同肩负着维护国际和
地区公共卫生安全的艰巨责任，双方应
精诚合作，推进联合研究项目，加强国境
卫生检疫合作，支持世卫组织工作，共同

帮助非洲国家做好疫情防控，努力打
造卫生健康共同体。中方愿同法方一
道，推动有关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二十
国集团等框架下协调合作，开展联防
联控，完善全球卫生治理，帮助发展中
国家和其他有需要的国家加强能力建
设，抵御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
让合作的阳光驱散疫情的阴霾。

（下转A3版）

习近平分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
英国首相约翰逊、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市政府召
开全市旅游发展大会。市委书记齐家滨
强调，这既是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
动员大会，也是文旅休闲明星城建设的
启动大会。旅游是大产业、大民生、大展
示，关系长远发展、关系民生福祉、关系
城市形象，要促进大融合，推动大发展，
努力打造全国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

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陈金虎主持
大会。

齐家滨指出，近年来，常州凭借无中
生有、借题发挥的创新精神，走出了一条

“资源创造型”旅游发展新路，荣获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打出了“近悦远来·乐在
常州”的品牌影响，旅游业发展取得明显
成效。受疫情影响，我市旅游业受到了
很大冲击。为此，市委、市政府专门研究
制定相关扶持政策，统筹3亿元资金，打
出支持文旅发展促进旅游消费的“组合
拳”，目的就是帮助企业抢抓疫后市场反
弹机遇，增强信心、渡过难关、加快发展，
抓住清明、“五一”小长假的黄金期，把疫
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齐家滨强调，城市与旅游业是发展
共同体，两者共生共荣，旅游业促进城市
发展，城市支撑旅游业繁荣。市委、市政
府提出建设文旅休闲明星城，目的不仅
要推动产业加快发展，而且要推动生态
环境、城市管理、文化建设、美丽乡村等
工作再上新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居民的
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当前，旅游业正
经历深层次结构性的重大转变，从高速
增长转向高品质发展，从外延式扩张阶
段向内涵式升华阶段转型，已成为经济
增长的重要引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力、
创业富民的重要渠道和一个地方形象展
示的重要窗口。各级各部门要从全局和
战略的高度，准确把握新趋势新特征，进
一步增强抓好旅游业的紧迫感责任感，

切实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规律、开拓创
新，加快补短补缺，奋力实现旅游业发展
的新突破。

齐家滨强调，加快推动常州旅游高
质量发展，要瞄准标杆对标一流，全力提
升常州旅游业的竞争力影响力。要充分

发挥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旅游资源
优势，对标全国一流，努力将常州建设成
为长三角独具特色、充满魅力的休闲度
假目的地城市。

要在产业贡献度上争一流。确保到
2022 年，全市旅游总收入超 1500 亿元，

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8%以上，
成为现代服务业的先导性产业和国民经
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创成国家文化和旅
游消费试点城市，主要指标走在全国全
省前列。

要在游客满意度上争一流。把游客

满意作为最高标准、第一追求，以一流的
旅游产品、旅游环境、旅游服务、旅游体
验，展示美丽、创造幸福、分享快乐，把

“头回客”变成“回头客”、把“过路客”变
成“过夜客”，让“近者悦、远者来”。

要在城市美誉度上争一流。要以开

放、大气、包容的格局，不断提升常州旅
游国际化、现代化水平，打造文商旅融
合、富有特色的拳头产品，展示城在景
中、景在城中、城景相融的独特风貌，让
秀美的江南山水灵动起来，让宝贵的人
文遗产展现价值，让更多的人了解常
州、走进常州、体验常州、爱上常州。

陈金虎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聚焦
新目标，勇担新使命，以更高站位、更
大力度、更实举措，强势推进文旅休闲
明星城建设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
要借节造势、借媒唱戏、借梯上楼，以
立体化营销推介常州旅游；要在文旅
融合、资源整合、产品聚合上下功夫，
以融合化思维拓展常州旅游；要大力
培育市场主体、积极引建重大项目、全
面优化支持方式，以产业化路径做强
常州旅游；要推进旅游基础设施标准
化、游客服务便利化、旅游管理制度
化，以品质化服务提升常州旅游，努力
把常州打造成体现国际风范、具有江
南韵味、彰显常州特色的休闲度假目
的地城市。

会上，副市长陈正春作《常州市支
持文旅发展促进旅游消费的八项措
施》相关解读。我市文旅企业代表、网
红代表以及武进区、市文广旅局负责
人作交流发言。

市四套班子领导；市法院院长、检
察院检察长；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市
政府有关副秘书长；各辖市、区和常州
经开区党政主要领导，政府分管领导；
市级机关部门和驻常中央、省直单位
主要负责人；各辖市、区文体旅游部门
和常州经开区社会事业局主要负责
人；部分重点文化和旅游企业主要负
责人和网络自媒体代表出席大会。

会前，与会人员考察了环球恐龙
城。 （舒泉清）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旅游发展大会

促进大融合 推动大发展 努力打造全国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

全市旅游发展大会昨天在恐龙城大剧场召开。 朱臻 陈暐摄

在昨天举行的 2020 年全市旅游发
展大会上，市委书记齐家滨指出，市委、
市政府正在研究制定《文旅休闲明星城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充分发挥深厚历史
文化底蕴和丰富旅游资源优势，对标全国
一流，努力将常州建设成为长三角独具特
色、充满魅力的休闲度假目的地城市。

根据目标，我市旅游业将在以下三
个方面瞄准标杆，争创一流。

一是在产业贡献度上争一流。确保
到 2022 年全市旅游总收入超 1500 亿
元，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8%以
上，成为现代服务业的先导性产业和国
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新增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1 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2
家、5 星级酒店及国际高端知名品牌酒
店10家，培育全国知名综合性文旅集团
5 家，培育全国知名旅行社 5 家，创成国
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主要指标
走在全国全省前列。

二是在游客满意度上争一流。把游
客满意作为最高标准、第一追求，以一流
的旅游产品、旅游环境、旅游服务、旅游
体验，展示美丽、创造幸福、分享快乐，把

“头回客”变成“回头客”、把“过路客”变
成“过夜客”，让“近者悦、远者来”。

三是在城市美誉度上争一流。要以
开放、大气、包容的格局，不断提升常州

旅游国际化、现代化水平，打造文商旅融
合、富有特色的拳头产品，展示城在景
中、景在城中、城景相融的独特风貌，让
秀美的江南山水灵动起来，让宝贵的人
文遗产展现价值，让更多的人了解常州、
走进常州、体验常州、爱上常州。

大会提出，要突出抓好八个方面的
重点工作。

一是加快发展全域旅游。坚持“大
旅游”理念，把常州作为最大景区来建设
和经营，擘画生态美、生活美、生产美的
融合发展新蓝图，提升常州旅游现代化、
集约化、品质化水平，实现全域宜居宜业
宜游。 （下转A3版）

市委市政府研究制定《文旅休闲明星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三个方面争创一流 突出抓好八项工作

本报讯 为扶持文旅企业纾困解
难，促进旅游市场消费升温，增强文旅
企业发展后劲，全力推动全市文化旅
游业健康发展，我市于本月23日出台
以下八项措施。

加大金融扶持力度。设立 2000
万元贴息补助专项资金，对受疫情
影响较大的文旅企业向各金融机构
申 请 的 流 动 资 金 贷 款 给 予 贴 息 补
助，帮助文旅企业快速恢复生产经
营。

激活本地旅游市场。举办“文旅
惠民月”活动，组织“常州人游常州”，
全市 22 家封闭式景区实施门票半价
优惠，开通春季乡村旅游免费专线车，
全面复苏本地旅游市场。

拓展全国旅游市场份额。推出
3000万元“常州旅游消费券”，游客通
过线上领取消费券，用于常州景区门
票、餐饮住宿等旅游消费补贴，吸引更
多全国各地游客来常旅游。

鼓励旅行社开展游客招徕。设

立 1000 万元团队游客奖补资金，组
织旅行社推出“长三角十万人游常
州”“江苏人游常州”等特色精品线
路，积极吸引长三角区域游客来常
旅游消费。

提升旅游消费能级。设立 1000
万元平台营销专项奖补资金，鼓励
OTA 等营销平台积极开发、推广、销
售二日游以上常州旅游线路产品以及

“景区+酒店”等组合旅游产品。
（下转A3版）

各级各类支持资金超过3亿元

我市出台八项措施

支持文旅发展 促进旅游消费

全市旅游发展大会提出，要努力
挖掘旅游文化内涵，讲好旅游故事，不
断提升旅游业软实力，把“头回客”变
成“回头客”、把“过路客”变成“过夜
客”，让“近者悦、远者来”成为常州打
造文旅休闲明星城的金字招牌。

挖掘江南文化 讲好旅游故事

着力打造一批以“运河文化”“名
人文化”“红色文化”“工商文化”“美食
文化”等内涵为核心的旅游IP。

加快构建“城河一体”发展新格
局，重点实施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二
期、古运河-老城厢休闲文旅、大运河
文化带春秋淹城遗址改造提升等重大
项目，贯通大运河两岸公共空间与休
闲旅游空间，打造运河IP。

整合常州三杰纪念馆、溧阳新四

军纪念馆、中共苏皖边区一大会址、中
共常州地区百年党建史料馆、王诤故
居、冯仲云故居等红色史迹，重点建设
青果巷红色文化教育体验基地、钟楼
大庙弄红色文化街区、金坛新四军红
色文旅基地等，打造红色经典景区
IP。

挖掘常州名家辈出、名人故居众
多的优势，推进焦溪古镇江南水乡古
镇联合申遗工作，加快实施季子文化
传承中心等重大项目，推进苏东坡、管
干贞、赵翼、恽南田、唐荆川、李伯元、
盛宣怀、赵元任、刘国钧、周有光等代
表性名人纪念馆群建设，推出“跟着名
人游常州”IP游线。

重点实施纺织博览园、黑牡丹文
创园南城脚园区、蓝科技文化创意旅
游区、新型纺织服装工业旅游等一批

项目，打造具有常州特色的“工业旅游
廊道”IP。

加快构建湖鲜美食、江鲜美食、养
生美食等美食系统，加大“常州十大美
食”宣传推介力度，建设一批特色美食
街区，打造一批网红美食、网红饭店，
打造“食美常州”IP。

放大特色优势 打响旅游品牌

常州文旅将全力提升专属常州、
代表常州、象征常州的旅游核心品牌
影响。

打响“乐园之都”品牌。持续开发
新产品、推动集群化、集约化发展，让
经历了“无中生有”“弯道超车”“模块
输出”的常州主题乐园保持新鲜感，不
断增加客流量。

（下转A3版）

要把“头回客”变成“回头客”、“过路客”变成“过夜客”，
在加强项目建设的同时——

我市旅游业将致力于内涵升华
为打造文旅休闲明星城，将常州建设成长三角独具特色、魅

力的休闲度假目的地城市，我市将对标全国一流，确保到2022
年实现全市旅游总收入超1500亿元，旅游业增加值占GDP比
重超8%，新增国家5A级旅游景区1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2家、
5星级酒店及国际高端知名品牌酒店10家，培育全国知名综合
性文旅集团5家，培育全国知名旅行社5家，创成国家文化和旅
游消费试点城市，全力打造拳头产品，增强旅游硬实力。

补齐城市短板，优化发展全域旅游
积极构建“一核”（常州城市休闲旅游中心）、“两带”（大运

河历史文化旅游休闲带、武进—金坛—溧阳旅游度假发展
带）、“五区”（天目湖旅游度假区、太湖湾旅游度假区、茅山旅
游度假区、长荡湖旅游度假区、曹山旅游度假区）全域旅游发
展大格局。

以老城厢为面，以运河段城区为线，以青果巷、南市河、前
后北岸、篦箕巷、天宁寺、红梅公园、东坡公园等为点，打造都
市型现代服务业核心集聚区；积极培育“夜公园”“水世界”“灯
光秀”“音乐节”等产品，依托古运河两岸、青果巷、南大街、江
南环球港、迪诺水镇等，建设夜游、夜食、夜购、夜娱等夜间经
济集聚区； （下转A3版）

总投资417亿元 ——

今年我市开工建设22个文旅项目

溧阳市

1、南山全域旅游集散中心及配套中心
总建筑面积 12.4 万平方米，规划有南山全域旅游配套游客

接待中心、高端酒店、低密度养老度假区，将实施 9 个自然村的
美丽乡村建设，以及基础设施、道路河道整治、污水管网、全域景
观等工程。

2、曹山未来城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国际会议中心、星级精品酒店、艺术中

心、环球中心、水乡小镇、酒店。

天宁区

3、焦溪古镇申遗保护
围绕申遗保护工作，对焦溪古镇 9.57 公顷遗产区进行历史

文化遗存保护和整治， （下转A2版）

附：

22个项目概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