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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2020 常州文
旅惠民月活动在环球恐龙城迪诺水镇开
启，全市 21 个重点景区实行半价优惠。
副市长陈正春出席活动。

为有效统筹全市文旅资源，以优惠
优质的文旅产品预热文旅市场，拉动疫
情过后的文旅消费，常州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整合全市旅游景区、旅行社、星级旅

游饭店、行业协会等资源，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文旅惠民月系列活动，邀请广大市
民和游客“春回龙城·重逢常州”。

活动具体分为“感恩普惠游”“情满
龙城游”“致敬免费游”“超值文化游”“文
化惠民游”“乡野踏青游”等几大板块，紧
紧围绕惠民、感恩、送温暖等主题。活动
期间，全市 21 个重点收费景区门票半

价，在此基础上还有淹城双园门票 1 元
秒杀，天目湖山水园、南山竹海、御水温
泉 1 元秒杀等特惠活动；开通春季乡村
旅游免费专线车，旅行社推出让利优惠
产品，让大家走出家门赏花踏青；全市文
化单位开展各类公益文化活动，丰富市
民文化生活。

另外，我市文旅系统将组织1000名

常州“最美逆行者”基层医护代表免费一
日游，并向他们赠送旅游惠民年卡，邀请
他们分享旅游业恢复发展的成果。

到昨天，常州4家旅行社已组团近千
人开展常州本地乡村踏青游。常州23家
景区景点已恢复开放，其中环球恐龙城、
天目湖和中国春秋淹城旅游区 3 家 5A
级景区开园已接待游客26000多人次。

“春回龙城·重逢常州”2020文旅惠民月启动

全市21个重点景区旅游：半价

单 位

环球恐龙城

天目湖旅游度假区

春秋淹城旅游区

太湖湾旅游度假区

天宁禅寺、天宁宝塔

金鹰海洋世界

江南环球港

嬉乐湾生态农业园

中国花卉博览园

西太湖“滆湖之星”观光塔

西太湖影视拍摄基地
东方盐湖城
茅山宝盛园

金坛金牛洞景区

参与活动景区
中华恐龙园

恐龙人俱乐部

迪诺水镇

天目湖山水园

南山竹海

御水温泉

淹城春秋乐园

淹城野生动物园

环球动漫嬉戏谷

太湖湾露营谷

中华孝道园

活动时间
2020年3月25日-4月24日

自运营之日起-4月24日2020年3月25日-4月24日
自运营之日起-4月24日
自运营之日起-4月24日2020年3月25日-4月24日
自运营之日起-4月24日

2020年3月25日-4月24日

2020年3月25日-4月24日

2020年3月25日-4月24日

2020年3月25日-4月24日

2020年3月25日-4月24日

2020年3月25日-4月24日

2020年3月25日-4月24日

2020年3月25日-4月24日

自运营之日起-4月24日

自运营之日起-4月24日

2020年3月25日-4月24日

2020年3月25日-4月24日

自运营之日起-4月24日

自运营之日起-4月24日

自运营之日起-4月24日2020年3月25日-4月242020年3月25日-4月24日2020年3月25-4月24

门票类型
成人票

恐龙人竞技场入场券
东经120观光塔成人票

影视蜡像馆成人票
淘气堡

旋转木马
南极岛冰雪乐园成人票

成人票
儿童票
成人票
儿童票
成人票
儿童票

成人票

成人票

普通票
学生票
优待票
普通票
优待票
成人票

老人票、儿童票
天宁禅寺

天宁寺+天宁宝塔
亲子门票（一大一小）

游乐项目套票
（八项，每项仅一次）

成人票
成人票

老人票、学生票
成人票

老人票、学生票
成人票
成人票
成人票
成人票

挂牌价（元）
26012850506020120120609045218128
190
180
2301801307035120602080160
200
60201030153015013050

活动价（元）
1006425253010606030452310964
60
90
11590653517.5603002580
78
3010515815756525

备 注
清明节放假期间除外

清明节放假期间除外

清明节放假期间门票100元

清明节放假期间除外

全市各大主要景区实行门票半价优惠

右图：随着我市复工复产步伐的加
快，常州港停泊的外籍货轮逐步增多。
连日来，常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进一步
加强口岸巡查监管，对外籍船员测量体
温，对登轮人员核查身份，并与驻地卫
健、海关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加强信息
交流共享，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陈暐 王旭东图文报道

本报讯 记者 23 日获悉，钟楼
区北港街道已率先完成龙江路高架
沿线市容环境整治。

此次全市开展高架沿线市容
环境专项整治，其中龙江路高架和
龙城大道高架钟楼段总长约 16 公
里，涉及钟楼区北港、西林、五星、
新闸 4 个街道。3 月中旬起，钟楼
区城市管理局和北港等街道为提
升高架沿线城市形象，优化人居环
境，消除安全隐患，开始稳步推进
这一工作。

钟楼区城管局市容科科长王頔

惟说：“高架既是城市交通动脉，也
是城市形象窗口。钟楼区委、区政
府高度重视此次整治工作，多次组
织实地勘察现场、研究商讨方案，梳
理出广告、工地、墙面、绿化、环境等
5 大类 30 个单元格 94 个整治内
容。”她表示，钟楼区将以环境综合
治理为主线，以“区块联动、因地制
宜、分类整治”为原则，强化担当、履
职尽责，力争将高架沿线打造成环
境更加优化、空间更加完善、功能与
生态相协调的窗口新形象。

（何嫄 须晓清 王逸君）

北港街道：

高架沿线市容环境整治
龙江路段已完成

“人民美好生活”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词
之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的生动表达。当前，常州全力推进

“五大明星城”建设新实践，用实干
和成绩给予回应与落实。

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理论逻
辑。常州全力推进“五大明星城”建
设，就是致力于解决发展中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坚持创新发展，工业
智造明星城、科教创新明星城、文旅
休闲明星城建设，牵住科技创新这
个“牛鼻子”，致力于破解发展动力
不足问题，进一步优化配置，释放新
需求，创造新供给，实现新旧动能转
换，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
间，培育新业态。坚持协调发展，文
旅休闲明星城、宜居美丽明星城建
设力图从根本上破解常州经济与社
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与
自然的发展失衡难题，进一步提升
常州城市发展品质。坚持绿色发
展，宜居美丽明星城建设直接回应
与解答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城乡
特色品质、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坚
持开放发展，“五大明星城”建设致
力于破解常州发展内外联动问题，
充分发挥好“一点居中、两带联动、
十字交叉”的区位优势，精准定位，
不断增强城市发展动能、提升城市
能级和竞争力。坚持共享发展，和
谐幸福明星城建设致力于解决居民
收入水平、公共服务水平、社会保障
水平、社会治理水平等问题。“五大
明星城”的落脚点，就是实现共享发
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需要。

坚持以人民美好生活为实践逻
辑。“五大明星城”建设是“五位一
体”总布局的常州表达，具有丰富的

“美好生活”内涵。排在首位的工业
智造明星城建设，将通过做大做强
产业链、强化“互联网思维”、坚守实
业传承、用好资本利量等举措，为了
更好地夯实全面建成高水平小康社
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
基础。全力推进科教创新明星城建
设，常州将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
人才集聚联动协同的基础上，深化
产教融合、产城融合、校所企共赢。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
泛，具有高质量、高水平、多样化、丰
富性要求。“五大明星城”以人民美
好生活为实践逻辑展开，有利于保
障常州人民在物质条件相对富裕的
基础上，享有更多的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权益，不断实现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尤其是，宜居美丽明星城、
和谐幸福明星城建设顺应了人民需
要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转变，把百
姓的“关键小事”当成“头等大事”的

实践更加注重常州百姓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尊严感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为价
值逻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
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
发展为了人民，就要从广大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力推进工业
智造明星城、科教创新明星城建设，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常州
经济高质量发展，使人民过上更加
富裕的幸福生活。坚持发展为了人
民，就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最关心
的现实问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发
展依靠人民,就能够不断汇聚事业
发展行稳致远的智慧和力量。全力
推进“五大明星城”建设，必须广泛
依靠低调务实的常州人民，尤其是
注重发挥“企业家”“创新人才”“龙
城工匠”等不同群体的作用，为此，
注重打造“一流的政务环境”“一流
的政策环境”“一流的法治环境”，做
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营造干事
创业的良好环境。“宜居美丽明星
城”“和谐幸福明星城”建设目标与
举措，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
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全体人民，带领全体人民朝着
共同富裕的方向迈进，归根到底，是
为了让常州百姓拥有“更加现代、更
加美丽、更有品质”的幸福生活。

坚持以“一盘棋”全局思维为战
略基点。常州主动对标与国际国内
先进城市，思考如何在发展中争先
进位，需要整体谋划和全局思维。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
局者，不足谋一域。”在追求高质量
发展阶段，常州要进一步提升城市
综合实力和档次能级，以“一盘棋”
全局思维和普遍联系的眼光谋划设
定目标任务。“一盘棋”思维是指要
统筹协调、整体施策，不能零打碎
敲，而是把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通
盘考量。“五大明星城”建设是一项
系统工程，工业智造、科教创新、文
旅休闲、宜居美丽、和谐幸福，都是
常州推动城市提档升级、实现人民
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是科学
的、符合人民意愿的，五个明星城既
各有侧重、靶向精准，又相互联系、
彼此支撑。低调、务实的常州注重
一张蓝图干到底，坚持不懈“狠抓项
目、狠抓创新、狠抓环境”，科学把握

“五大明星城”建设局部与整体、当
前与长远、传承与创新、舍与得的平
衡，真正让大局惠及局部，以局部成
全大局，逐步把“五大明星城”蓝图
变成现实。

常州工学院“五大明星城”建设
研究课题组曹雨平教授、博士

“五大明星城”建设新实践——

打造新时代人民美好
生活的“常州样本”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受冷
暖气团共同影响，预计今天至月底我
市多降水过程，气温起伏较大。其
中，25-26日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
雨，并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
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强冷空气
影响，26日夜里起偏北风将增大至5
至 6 级、阵风 7 级，气温也将明显下
降，48 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可达 9-
10℃，29日早晨最低气温将降至4-
5℃，部分地区有霜或霜冻。

具体预报如下：
25 日：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

中等局部大，13-20℃；
26 日：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

中到大局部暴雨，16-22℃；
27日：雨止转阴，10-18℃；
28 日：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

小雨，7-11℃；
29 日 ：多 云 转 阴 有 小 雨 ，4-

10℃；
30 日：阴有小雨并渐止转阴，

8-12℃；
31 日 ：多 云 到 阴 有 小 雨 ，6-

16℃。
（其相 庄奕）

29日最低气温降至4℃

今天至月底——

我市多降雨

本报讯 根据轨道交通二号线建设
进度，为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常州公交
26 日起，临时撤销东方路快速公交专用
站台。

东方路沿线将撤销“东方路横塘河
路”“紫云居”“白金汉爵”“东方路华丰
路”4 对快速公交专用站台，同时增设

“章东桥”“横塘河”“紫云居”“白金汉爵”
“东方路华丰路”5对常规公交站台。

我市公交公司敬请广大市民留意，
并相互转告。 （杭汉军 唐文竹）

B2路公交：

撤销东方路4个
BRT专用站台

（上接 A1 版）对 41.50 公顷缓冲区进行
文化旅游开发。项目将进行古镇风貌及
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以及文保单位和
古建修缮，提升改造古镇及周边区域基
础设施，建设景观景点。

4、纺织博览园
项目位于丽华北路东侧、劳动中路

北侧、京杭大运河老线段南侧，主要由商
业综合体、办公、商业街、文保及工业遗
存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33.6万平方米，
结合原有建筑新建娱乐楼及文化街区和
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

5、黑牡丹文创园南城脚园区
项目位于天宁区和平北路 32 号，对

具有近 80 年纺织文化记忆的旧址进行
修缮翻新，将打造成以大运河文化为基
调、以纺织文化和黑牡丹企业文化为主
线，具有文化创新及文化交流功能的纺
织文化文创艺术社区。

6、季子文商旅农综合体项目（舜山
康养小镇）

项目占地 1200 亩，布局“一核两环
三片多点”。一核为季子文化传承中心；
两环为环绕舜山新沟河的道路和水系
环；三片为国际康养片区、现代农业片
区、乡村休闲片区；多点为季子躬耕园、
国际康养社区、乡村文创学院等。

7、丰北-黄天荡江南水韵项目
对黄天荡、丰北村进行生态环境保

护、开发及利用，一期将原来的坑塘水面
改造成生态湖泊；二期完成片区内的道
路、码头、桥梁、管线等基础设施建设；三
期进行产业植入，黄天荡新增各色花卉
及产业化开发。

8、牟家文农旅项目
对牟家村进行乡村旅游项目建设，

包括进行游客服务中心升级改造、申浦
清境民宿、共享农场、牟家集市、同在桑
梓水乡景观以及伊酷啦探险岛等项目建
设。

武进区

9、春秋淹城遗址公园改造提升工
程

淹城遗址保护修复、亮化和绿化以
及文化展示；周边环境整治和美化以及
西入口服务区的建设等。

10、武进高新区园中园
以传承老房子文化为主，展示古树

奇树、灵石巨石为辅，由低层现代建筑和
古居老宅组成一个集养心修身观赏于一
体的旅游项目。

11、壹方创意休闲现代旅游产业园
拟打造独具一格的集科技、生态、休

闲旅游、餐饮住宿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
合性创意休闲现代旅游产业园。

12、嬉乐湾智能化种植休闲旅游观
光项目

将旅游度假休闲与观光体验旅游相
结合，建设智能化种植休闲旅游观光项
目，打造集采摘、科普、示范于一体的旅
游新业态产业基地。

13、双涵生态乐园
建设精品亲子旅游度假主题酒店项

目，配套户外游泳池、互动采摘园、海棠
观光大道、网红复古墙、书画院、户外亲
子草坪，趣味鱼塘等，打造集餐饮住宿、
休闲养生、亲子采摘、文化艺术为一体的
度假庄园等配套项目。

14、玉美健康养生旅游项目
新建以旅游养生为主题的特色精品

酒店，包含住宿餐饮、会务接待、休闲阳
台、特色步行道、儿童游乐设施、果林生
态采摘园等。

经开区

15、光大环保垃圾焚烧发电工业旅
游示范园

利用存量土地，新建环保科普馆、图
书馆、生态厕所、篮球场、健身广场等，主
要用于环保科普教育、惠民便民利民。

金坛区

16、茅山国际会议中心
建设集会议、办公、餐饮及娱乐为一

体的综合性建筑。
17、明月湖度假酒店

建设家庭式养生度假酒店，依据
茅山丘陵山地特征，嵌入自然、隐于山
林，建筑风格以现代舒逸的自然风格
为主。

钟楼区

18、大运河文化带先导段南市河整
治工程

包括南市河历史文化街区环境提升
工程，街区内的建筑风貌修复、市政配套
设施提升、环境景观提升等工程。

19、夏家大院保护修缮及周边环境
提升工程

建设内容包括保护修缮、建筑物装
修、周边地块整治等。同步实施景观绿
化、市政基础设施等工程。

20、安基运河时光码头
将运河文化与邹区灯文化深度融

合，打造具有江南运河田园风光特色，集
文化展示、产业联动、休闲度假于一体的

“运河慢村”旅游项目。
21、蓝科技文化创意旅游街区
新建工业遗存展览馆、民俗文化展

示馆、音乐书吧、电子竞技馆、怀旧礼堂、
休闲健身馆等多种业态集聚的产业融合
新平台，使沧桑陈旧的老厂房重现新生
命，成为网红打卡新地标。

22、嗨翻竞技主题乐园
建设全国最大的室内体育休闲主题

乐园，计划建设面积 8200 平方米，主要
内容涵盖体育竞技类、大型游艺类、儿童
城堡类、电子游艺类。

常文旅 周洁

22个项目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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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天阴有阵雨

或雷雨，雨量中等局
部大，偏南风 4 到 5
级阵风 6 级。今天
最高温度20℃，明晨
最低温度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