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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组织
收听收看省政府全体!扩大"会议

! ! ! !

本报讯
!!

日上午!我市组织收听
收看省政府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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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会议认真
贯彻中央对江苏发展的新要求和全国

# 两会$精神!深入分析一季度形势!对
扎实做好下一阶段工作作出部署%省长
罗志军在讲话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
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巩固经济回升
向好的基础!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升级!

奋战二季度!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罗志军说!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全
力推进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各项
工作!总体开局良好!一季度全省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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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要清醒地看
到! 今年是经济形势极为复杂的一年!

要坚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

不断提高江苏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
风险能力" 罗志军强调!二季度要进一
步扩大有效投入!确保上半年完成年度
投资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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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抓好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的同时! 注重抓好重大产业项目建
设'在扩大政府投资的同时!注重引导
和带动社会投资'在扩大投资规模的同
时!注重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
和效益"

今年一季度!我市完成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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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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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完成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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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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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益钧#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强调###

! ! ! !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召开常委!扩大"

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工
作会议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全面部署贯彻落
实措施"会议强调!要全力打好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这场硬仗!全市上下要切实做到( 五个始
终坚持$!不断开辟解放思想新天地!提升苦干
实干新境界!壮大引领支撑新力量!努力开创
常州科学发展新局面%

市委书记范燕青主持会议%

会议首先传达了日前召开的全省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工作会议精神%省委书记梁保
华指出!当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重要&更加紧迫!全省上下要以发
展创新型经济为核心!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步

伐!着力推进( 三个转变$!突出( 五项重点$!做
到( 八个加快$%

范燕青在讲话中指出!一要认真学习!坚决
贯彻省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部署!

围绕目标加快转!认清形势加快转!真抓实干加
快转%二要借鉴先进地区智慧&胆略和干劲!打
好转型发展这场硬仗!要切实做到( 五个始终坚
持$%三要紧抓快干!全力做好今年工作%

范燕青强调!当前全市上下要按照年初确
定的任务和有效投入提升年动员大会明确的
奋斗目标!坚持不懈!全力以赴完成和超额完
成各项目标任务! 真正做到有效投入水平更
高&加快投入增幅更高&投入产出效益更高&服
务发展素质更高!力争在( 十一五$最关键的一

年再上新台阶%

市长王伟成指出!实现加快发展&科学发
展&率先发展!一要抢抓机遇快转型!通过转型
升级缩短与先进地区的距离%二要突出重点求
突破!力争在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培
育规模企业&加速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提升
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寻求突破%三要敢于创新
放胆做!解放思想!创新发展理念和思路!创新
体制机制!创新领导方式!创新社会管理!努力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四要认准目标埋头
干!既要抓当前!更要抓长远'既要为当前负
责!更要对历史和将来负责%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有
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李益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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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市红十字会收到社会各
界支援玉树抗震救灾捐款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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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是
玉树地震以来收到捐款最多的一天% 其中!

中天钢铁集团捐款
!&&

万元! 一对老年丧
失独子的夫妻捐款

!)#

万元!还有患病在床
的九旬老人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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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昨天下午! 中天钢铁集团董事长&总
裁&党委书记董才平派代表!来到市红十字
会!向玉树地震灾区捐赠人民币

!&&

万元!

这是迄今为止通过我市红十字会向玉树地
震灾区捐款数额最大的企业% 两年前四川
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时! 中天钢铁集团曾捐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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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支援灾区人民抗震救灾%

昨天! 到市红十字会捐款的市民络绎
不绝%有一对不愿留姓名的老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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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
的独生子不幸死亡! 按规定得到了政府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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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慰问补助金!可这对老夫妻一
分未花!还另外拿出

!

万元交给计生干部!

请计生干部代他们到市红十字会! 捐给玉
树灾区失去孩子的父母们% 他们说!看到在
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 就想到自己失去
的儿子!心如刀绞!特别难过% 这对夫妻还
委托计生干部! 表达了领养失去父母的地
震孤儿的愿望%

一位年近九旬& 患病住在市仁慈医院
的老人! 昨天委托医生到市红十字会捐款
!&&

元% 另一位曾在玉树服役
"+

年的退伍
老兵!在子女已为玉树捐款的情况下!自己
还特意赶到市红十字会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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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昨天下午
#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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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市红十字
会已收到社会各界支援玉树抗震救灾捐款
!*')&,*!

万元% %张建国$

市慈善总会累计收到
捐款近 !"#万元
! ! ! !

本报讯 相距千里之外!依旧心手相连% 青
海玉树的地震灾情深深牵动着常州人民的心!

常州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向灾区奉献爱心%昨天
上午!市委&市政府在行政中心举行( 市级机关
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救灾捐赠活动$!机关干部
纷纷慷慨解囊%

截止到
%

月
!!

日下午
#

时! 全市各级慈善总
会累计接收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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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市慈善总会捐赠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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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可通
过以下两种方式向市慈善总会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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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少兵 汤怡晨$

（怀德苑）旗舰店：怀德南路怀德苑北大门 电话：85775777
（湖塘）店：湖塘新城上街A-308 电话：89818777

【4.28-4.30】菜品 68折【5.1-5.8】菜品满 100送 100券

中国餐饮五强 年度最佳火锅连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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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开张
热烈祝贺江苏工业学院
升格为常州大学
常州大学常州校友会

隆盛机票
更多优惠 注册会员

网上订票 网上支付 双重积分
www.96889699.com

24小时服务电话 96889699广化街210号电话：86625718

御 源 堂
燕窝优惠月满八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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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晴到多云!西北风转
东南风! 风力都是

'/%

级!今
天最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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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明晨最
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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