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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常州市文旅休闲明星城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近日发布。

《行动计划》对常州2020至2022年
旅游业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保障
措施等进行了详细规划，并明确发展目
标：充分发挥常州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
丰富旅游资源优势，全力把常州打造成
为全国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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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成
为全市重要战略性支柱产业。

《行动计划》旨在加快推进文旅休闲
明星城建设，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
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发
展，努力开创常州旅游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和影响力。到
2022 年，新增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1 家、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2 家、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 5 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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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创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金坛区、武进区、新北区创成省级全域旅
游示范区。常州创成国家文化和旅游消
费试点城市，创成 2-3 个省级文化和旅
游消费试点、示范单位。

在产业贡献度上争一流的同时，在
游客满意度、城市美誉度上也要争一
流。把游客满意作为最高标准、第一追
求，以一流的旅游产品、一流的旅游环
境、一流的旅游服务、一流的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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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放、大
气、包容的格局，加快提升常州旅游国际
化、现代化水平，积极打造文商旅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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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八方游客了解常州、走进常
州、体验常州、爱上常州。

《行动计划》明确我市文旅发展主要
任务。首先是要加快发展全域旅游，把
常州作为最大景区建设经营。打造全地
域旅游目的地，加快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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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天候旅游目的地，把
夜间游作为休闲度假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把夜游、夜食、夜购、夜娱等要素充分整合
起来，加快把“龙城夜未央”打造成为全国
知名夜生活品牌，促进城市消费年轻化、时
尚化、高端化。打造全季节旅游目的地，积
极实施“四季旅游”发展战略，加快开发淡
季和无季节性旅游产品，形成“处处有景、
四季可游”的新格局。

其次是要打响文旅品牌，构建产品体
系。加强对常州文脉的挖掘梳理，着力打
造“开吴之地·名士之都”“江南门户·运河
名城”“三杰故里·红色名城”“百年工商·智
造名城”四大以文化为核心的旅游品牌，把
文化作为常州旅游最深度体验，让游客在
常州收获文化体验、感受别样风情。同时，
依托主题乐园、江南山水、乡村田园、特色
美食、康体养生、亲子研学等特色资源，着
力打造专属常州、代表常州、象征常州的产
品体系，构建“乐园之都”“闲逸山水”“美丽
乡村”“食美常州”“康体颐养”“亲子研学”
六大产品体系，进一步增加有效供给，满足
多样化旅游需求。

再次是要培育新型旅游业态，狠抓大项
目大企业建设。积极顺应旅游业态多元化、
融合化、区块化、主题化趋势，拓展“旅游+”
深度广度，推动产业链和价值链向高端延
伸。加快发展会展旅游，积极培育体育旅
游。大力策划、招引、实施、建成一批大项
目、精品项目，加快培育一批实力强、影响大
的龙头企业、骨干企业，有效增强旅游产品
供给能力，实现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全力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确保曹山未来城、中沙
文旅月亮船、焦溪古镇、环球恐龙城康养育
乐小镇等重点项目快推进、早投运。大力培
育市场主体，支持重点文旅企业加强资源整
合，通过产权转让、合资合作、重组上市等多
种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支持有条件的文旅
企业到市外、省外投资，加快上市步伐，培育
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骨干企业。

此外，《行动计划》还对优化旅游服务
和强化城市宣传推介明确了任务。

（常文旅 周洁）

我市发布文旅休闲明星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打造全国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

《常州市文旅休闲明星城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常州
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旅游资源优
势，加强对常州文脉的挖掘梳理，着力
打造以文化为核心的四大旅游品牌，
把文化作为常州旅游最深度体验，让
游客在常州收获文化体验、感受别样
风情。

一是“开吴之地·名士之都”品
牌。深入挖掘常州名家辈出、名人故
居众多的资源优势，发挥历史名人在
旅游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彰显“诚信、
包容、开放、儒雅”的常州名士精神。
加快实施季子文化传承中心等重大项
目，推进苏东坡、唐荆川、恽南田、管干

贞、赵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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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旅
游线路，实现名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
的整体性、可持续性。

二是“江南门户·运河名城”品
牌。编制实施《大运河文化带常州段
总体规划》，依托世界遗产大运河常州
城区段，推进西起中吴大桥东至朝阳
桥的核心区先导段建设，构建“城河一
体”文旅发展新格局。加强古运河风
光带保护开发，推动孟河、奔牛、杨桥
等古镇古村保护利用和焦溪古镇江南
水乡古镇联合申遗，实施青果巷历史
文化街区二期、大运河文化带奔牛段、

大运河文化带春秋淹城遗址改造提升
等一批重大项目，将青果巷、南市河、
篦箕巷、锁桥湾等历史文化遗存串连
成线，打造特色鲜明、有机联系、相得
益彰的运河文旅长廊。进一步扩大

“常走大运”等品牌活动的全国影响，
积极参与“大运河世界遗产经典游”等
精品项目建设，推动古运河水上游提
档升级，打造高品位的文化长廊、高颜
值的旅游长廊。

三是“三杰故里·红色名城”品
牌。保护好、利用好以“常州三杰”为
代表的红色文化资源，整合常州三杰
纪念馆、溧阳新四军纪念馆、中共苏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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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教育
基地。重点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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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推动红色文化融入生态游、
乡村游、民俗游、工业游等，积极争创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打造全国
有影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

四是“百年工商·智造名城”品
牌。充分挖掘利用常州工商文化遗产
价值和现代智造产业优势，依托恒源
畅厂、戚机厂、国光 1937 科技文化产
业园、天虹大明 1921 创意园等，通过
空间重组、要素重置和功能重构，打造
具有鲜明常州特色的“工业旅游廊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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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工业旅游示范区创建，
培育一批生产观光游、厂区体验游、工
业研学游等工业旅游特色产品，加快
把常州打造成为全国知名工业旅游目
的地。

常文旅 周洁

同时提升各自内涵

围绕塑造四大文旅品牌——

我市将加强四大类景点形态建设

《常州市文旅休闲明星城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为常州未来的旅游发展
构建了六大产品体系，依托主题乐
园、江南山水、乡村田园、特色美食、
康体养生、亲子研学等特色资源，打
造一批专属常州、代表常州、象征常
州的特色产品体系，满足多样化旅游
需求。

一是“乐园之都”产品体系。推
动主题乐园集群化、集约化发展，实
施环球恐龙城康养育乐小镇、中华
恐龙园提升改造等项目，建设世界
级恐龙文化体验基地，打造国内顶
尖的主题乐园。推动环球动漫嬉戏
谷对标国际先进游戏主题乐园，打
造国内一流的电子竞技基地和游戏
文化体验中心。推动淹城春秋乐园
品质提升、功能完善、体验优化，打

造以春秋文化、国学礼仪为主题的
高品质乐园。

二是“闲逸山水”产品体系。挖掘
常州“一江一河三山四湖”自然禀赋，
彰显远山近水、天然淡雅的独特魅
力。依托天目湖、太湖湾、茅山等旅游
度假区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国际影响
的高品质旅游度假区。发挥西太湖、
长荡湖等自然生态优势，打造都市近
郊亲水休闲度假胜地。实施天宁杜鹃
花小镇、金坛茅山童瑶岭、溧阳悠然南
山、武进西太湖北部片区田园综合体
等一批项目，建设富有江南神韵的山
水休闲度假目的地。

三是“美丽乡村”产品体系。突
出“一村一景、一村一业、一村一韵”，
加快培育生态环境优美、功能设施完
善、服务质量优良、运营机制创新的

乡村旅游新业态，推动“美丽乡村”向
“美丽经济”嬗变。实施新北新市现
代文旅农业产业园、金坛智能化渔
场、天宁郑陆生态休闲绿道、武进壹
方创意休闲现代旅游产业园、金坛柚
山美丽乡村等一批深植乡土文化、环
境品质一流的乡村休闲度假精品，形
成“春赏花、夏采摘、秋养生、冬民俗”
的四季游格局。

四是“食美常州”产品体系。挖掘
常州地方饮食文化特色，打造休闲美
食、湖鲜美食、养生美食、乡土美食等
立体式、多元化餐饮系统。构建特色
美食街区、特色美食小镇等美食功能
集聚区，推进双桂坊、南大街、莱蒙都
会等美食街区旅游观光化提档升级，
建设一批特色美食街区。提升“常州
十大美味”“常州地标美食”等品牌的

全国影响，建设中外美食荟萃的餐饮
名城。

五是“康体颐养”产品体系。依托
常州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优势和丰富
多元的康养资源禀赋，探索“旅游+康
养+度假”发展模式，打造健康管理、
旅游观光、养生养老产业，培育山水养
生、温泉养生、道家养生、食疗养生、中
医养生等各具特色的养生旅游产品。
实施新北孟河小黄山中医康养小镇、
金坛茅山颐园、溧阳南山竹溪谷等一
批康养旅游项目，打造全国知名康养
旅游目的地。

六是“亲子研学”产品体系。提炼
常州作为“千载读书地”的文化内核，
整合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
科技教育、非遗艺术等研学资源，加快
打造一批“一站式”亲子研学旅游线
路。实施武进太湖湾青少年研学旅游
基地、新北“芝荟时光”百兴教育孵化
基地、钟楼佳农探趣亲子研学基地等
一批亲子研学旅游项目，推出一批具
有较强竞争力的特色游学产品和研学
旅行基地，把常州打造成为全国知名
研学旅游目的地。

常文旅 周洁

我市规划构建六大旅游产品体系

增加游客参与度 大力发展深度游

对我市城区“小
散乱”污水排放问题
开展专项整治

问题提出：
陈伟斌等 19 位代表提出，水环境

质量的提升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我
市部分“小散乱”经营户存在排水管漏
接、乱接、混接等情况，导致污水直接
排入市政雨水管网甚至直排入河，造
成河道水质恶化、河道水环境破坏。

建议：
1、全面梳理，摸清底数，查清数

量规模、预处理设施运行、排水去向等
情况，力求全面彻底、不留死角，并将
排查结果分类梳理，建立问题清单和
任务清单。

2、生态环境、住建、城管、市场监
管、教育、卫健等部门要建立协调联动
工作机制，制订专项治理方案。

3、各部门建立联合执法监督机
制，用行政处罚手段，倒逼排水户实现
污水达标排放，并确保新开企业污水
排放规范达标。

4、依托属地基层单位（包括街
道、社区、物业公司等），持续做好宣传
教育工作。

进一步促进司法
公正，营造良好营商
环境

问题提出：
许新跃等 10 位代表提出，近年

来，受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经济案件的
数量和复杂程度不断增加，对司法系统，
特别是人民法院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
种情况下，易造成案件来不及办理而积
压等情况，会挫伤企业发展的积极性。

建议：
进一步提高法官的能力素质，以提

高办案质量，减少案件积压；法院对案件
积压，要有明确的结案时间限制；法院对
法官要建立问责制度；纪检部门对司法
部门要建立监督制度，以进一步促进司
法公正，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依法加强规划体
系建设，打造宜居美丽
明星城市

问题提出：
金万新等 12 位代表提出，改革开放

以来，规划在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优
化城乡布局、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
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应该看
到，我市城市规划体系还存在一些比较
突出的问题，需依法加强规划体系建设，
把常州打造成宜居美丽明星城市。

建议：
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强化市

级规划的统筹性、主导性，弱化各区在城
市空间规划中的导向作用。全面梳理各
项专项规划，切实做好各项专项规划与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衔接，确保专项规划
的落实。全面开展城市设计，拓展规划
编制主体，全面实施规划委员会制度，保
障公众对规划的参与权和知情权。依法
完善规划的审议、报批、调整、备案程序，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规划的审
议、报批、调整和备案工作，进一步强化

对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发生
在规划工作中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行为。

为老旧小区改造
加装电梯提供便利

问题提出：
周智夏等 13 位代表提出，我市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早已启动，但在加装
电梯过程中，存在资金筹措难、审批手续
难、矛盾协调难等问题。

建议：
1、在老旧小区改造时，由政府整合

相关专项资金，协调水电气通讯等公用
事业单位，在改善小区整体环境的同时，
为居民加装电梯做好外围准备工作。

2、居民加装电梯是民生工程，应简
化审批手续，采用一站式服务，为居民加
装电梯提供指导帮助。政府也可以采用
市场化方式，委托平台公司统一实施，租
赁给居民使用。

3、积极帮助协调矛盾，乡（镇）政府
和街道办事处，或者村（居）民委员会和
物业公司作为第三方出面协调矛盾具有
公信力，在帮助居民加装电梯的同时，促
进邻里和睦。

提升常州国际机
场形象

问题提出：
胡丽敏等 10 位代表提出，常州奔牛

国际机场于 1986 年 3 月正式建成通航，
距今已有 34 个年头，我市是江苏省较早
建有机场的城市之一，2019 年旅客吞吐
量突破 400 万人次。反观兄弟城市无

锡，依托苏南地区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广
阔的市场空间，无锡机场乘势而上，裂变
发展，2019年旅客吞吐量797.5万人次。

建议：
1、增加航线班次。目前，航线主要

集中分布在国内大城市，可以拓展更多
中小城市航线和国际航线。

2、全面提升 VIP 贵宾室，餐饮中增
加体现常州特色的食品，有效推广宣传
常州。

3、周边配套和商业支撑是机场的
软实力，要对商业业态进行扩容，引进一
些有分量的品牌、商铺。

查设施清通道，严
保老旧和高层住宅小
区消防安全

问题提出：
民革常州市委提出，消防安全重在

预防。必须无条件确保消防设施运转正
常、通道畅通无碍，特别是老旧小区、高
层小区该换的设施、该清的通道，亟需引
起重视与治理。

建议：
成立全市消防安全专项整治领导小

组，实行市、区、街道等分级监督管理机
制，统一设置专项整治举报电话，完善相
关法规及配套实施细则。

通过将老旧、高层住宅小区物业公
司的消防设施维护保障纳入行业管理、
信用评价范畴等举措，督促物业公司履
行消防安全职责。

对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或高层
住宅小区的消防责任直接落地，由社区
或村督促指导业主或使用人加强消防
管理。

要强化监督管理，全面检查老旧
小区、高层建筑小区的消防栓、喷淋系
统及楼道灭火器材；及时更新改造老
旧小区、高层建筑的烟感、温感等预警
系统并接入联网监测系统；重点整治
小区消防安全通道安装隔离桩、私设
停车位等。

五措并举打造常
州“夜经济”

问题提出：
李亚雄委员提出，在今年 3 月召开

的全市旅游发展大会上，市委、市政府明
确要“把发展夜经济作为城市经济和旅
游发展新重点”，并提出常州推动“全天
候旅游”必须补齐这块短板。加速恢复
常态经济需要“夜经济”，实现城市消费
形式升级、经济结构转型、城市能级提
升，也都需要“夜经济”。

建议：
把常州既有的元素和优势用足用

好，把最靓的“夜元素”提炼出来，挖掘
“夜魅”吸引力。

把分散、跨界、分区域的夜元素整合
起来，要从消费需求、人文关怀、动静结
合的契合度来顶层设计，变点为线、变线
为面、变单一为组合，实现重点区域和整
个城市的“连台合戏”。

把城市保障和公共服务系统化地建
构起来，只有保障功能到位、公共服务延
时，夜生活才能完整、夜经济才能闭环，
消费者才能有真正获得感。

打造有影响的“夜经济品牌”。常州
当下打造夜经济，提出“龙城夜未央”，就
是要使夜生活、夜经济、夜体验，与“夜
色”一样无尽无止。

政企同向、区市合力、分块实施、统

筹规划。政府引导，以企业为主体，激发
经营者热情，将夜经济深度融入嵌入城
市各个方面，分块做精做深。

加强职教教师教
育协同创新实验区建设

问题提出：
臧志军等 5 名委员提出，常州是一

座职教名城。但近年来，常州职教在国
家和省的可见度、辨识度在下降，同时随
着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加快，传统模式
下的常州职教对产业发展的贡献度也在
下降。

2019 年 6 月，江苏省教育厅批复同
意江苏理工学院和常州市教育局共同创
建职教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实验区。目前
来看，实验区在师资的聘用、晋升，以及
产教融合体系构建等方面尚未形成明显
的政策突破，在面向新兴产业的新型教
师培养培训方面尚未找到切实可靠的路
径，在放大实验效应，在更大范围内共享
职教教师教育成果和产教融合成果方面
略显不足。

建议：
要细化分工，形成校地协同机制。
要勇于突破，打造职教教师“培聘一

体化”的政策特区。例如，可在预备教师
政策、企业来源教师的过渡期政策、职教
师范生和教育硕士入职的地方性政策等
方面寻求突破。

要打破壁垒，创新职教教师教育的
“四协同”模式，即跨阶段协同、跨专业协
同、跨学校协同、跨“国”协同。

要推进产教融合，构建职教教师三
方共育平台。

朱雅萍 周茜 唐文竹 黄钰 姜小
莉 宋婧

代 表 委 员 问 政 录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常州市教
育局获悉，全市通过验收、准予复课
的机构已达 392 家，教育许可类培训
机构的复课率已达 55.9%。全市各
地培训机构复工复课验收工作正在
持续推进。

对申请恢复线下培训的机构，我
市组建了多部门联合验收小组，进行
现场指导和验收，在疫情基本控制、基

本防控条件、学员和公共卫生安全保
障三大类19个方面进行全面检查，坚
持不达标准不予复课，强化培训机构
的疫情防控工作。

各地还建立了政府、医院、社区、
家长等多层次培训机构防控工作体
系，帮助培训机构准确掌握属地教育
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卫生疾控部门等
疫情防控人员名单及其联系方式，畅

通疫情防控信息渠道，提供咨询、指导
等个性化服务。

据了解，培训机构复课后，市、区
两级疫情防控指挥机构，还将对培训
机构开展错时错峰培训、实施“封闭
式”管理、严格卫生消毒制度等方面的
督查和“飞行检查”，确保疫情防控举
措落到实处。

（教宣 尤佳）

我市392家培训机构有序复课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我市市场监
管局获悉，近期，该局发布《常州市电梯
安全状况（2019 年）》。去年，全市未发
生电梯责任事故以及较大社会影响的
电梯安全事件，电梯安全状况持续保持
平稳态势。

据统计，截至 2019 年底，全市拥有
各 类 电 梯 54813 台 ，其 中 在 用 电 梯

51695 台。2019 年，全市新增办理使用
登记的电梯 5248 台；保留量同比增加
4602台，环比2018年增长约58%；投保
电梯超过 1.6 万台，投保数量在全省位
居前列。此外，去年全市完成老旧电梯
更新改造电梯5台，完成电梯加装6台。

据悉，2019年我市在全省率先实现
“96333”电 梯 应 急 救 援“ 六 个 统 一 ”，

“96333”电梯应急救援标牌实现应贴尽贴。
全市电梯应急处置平台全年接警

1284起，日均接警3.5起；救援成功平均
用时 26.7 分钟，满足安全技术规范规定
的30分钟。去年，该局在全市精准划分
20 个救援网格，全面落实网格化志愿应
急救援单位。

（黄洁璐 王文杰）

我市去年电梯应急处置日均接警3.5起

救援成功平均用时26.7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