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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坛薛埠镇有机茶园
入选“中国美丽田园”

薛埠刚被中国茶叶学会授予“中国名茶之乡”
本报讯 记者从市农委获悉，农

业部2014年中国美丽田园推介活
动揭晓，金坛市薛埠镇有机茶园入
选“中国美丽田园”。

据了解，“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和“中国美丽田园”是农业部自
2013年开始进行的一项评选活动。
入选的农事景观，具有地域特色显
著、农耕文明悠久、产业规模宏大、
生态环境优美等特点。今年农业部
共认定100个村为2014年“中国
最美休闲乡村”，同时按稻田、桃花、

梯田、茶园、草原、果园、荷花、向日
葵等 13类景观，认定 140处为
2014年“中国美丽田园”。

金坛市薛埠镇是江苏最大的产
茶镇，金坛99%以上的茶叶都是来
自这里。金坛薛埠镇农业综合服务站
站长张留斌向记者介绍说，目前薛埠
现有茶园4.1万亩，今年10月刚被
中国茶叶学会授予“中国名茶之乡”，
“这次入选美丽田园的有机茶园面积
有2.2万亩，其中有千亩茶园3家，
百亩茶园31家。” "汤怡晨 文摄#

第二批“清香源”冬虫夏草
本周五开售

买过的都说“清香源”虫草品质好

本报讯 随着气温的降低，市
民采购冬令滋补品的热情也高涨
起来。此前，常报优购联合清香源
举办的产地虫草直销会受到了购
买市民的好评。近期，不少市民前
来咨询第二次直销会的举办时间。

市民李先生上一次买的是
168元/克“清香源”虫草，吃下来
效果很好，与他之前买的500多
元的其他品牌虫草差不多，于是给
常报优购来电表示还想再买。市民
张先生则是在直销会买过之后，又
直接跑到位于大庙弄的“清香源”
总店买了不少，价格虽然没有直销
会上优惠，但他表示，回去试了下
“清香源”虫草，效果真的很好。现
在市场上假虫草太多了，最怕就是
花了钱还买不到真的。
清香源拉面、清真牛羊肉、青

藏特产等都以品质好而被常州市
民所熟知，“清香源”虫草也不例
外，“清香源”的所有虫草，都是从
清香源董事长王学仁在青海果洛
承包的三座山头上采挖的，保证了
“清香源”虫草的品质。市场上普遍
认可西藏那曲、青海玉树和果洛虫
草的品质是最高的。
此外，“清香源”干虫草采用传

统方法处理，不经过水洗，而是将
土刷掉后晒干，避免了虫草的二次
污染，保证虫草的药性不流失，以
达到最好的保健效果。

此次常报优购联合清香源举
办的产地虫草直销会，是今年最后
一场直销会，价格也跟之前一样优
惠，最低78元/克起。

直销会上的“清香源”虫草除
了品质有保证外，价格也比市面上
同级的至少要便宜50%以上。据

了解，平时即便是在清香源总店购买
虫草，也享受不到这么大幅度的优惠。
有需要的市民可以趁着活动有优

惠再买一些，每天前50名购买的市
民可获赠昆仑雪菊一份，现场还提供
打粉服务。 "徐莉$

商铺出租
红梅南路银河湾明苑沿街旺铺，

商业成熟社区，50平米，5米挑高，二
间相连可合租，适应各种经营业态（餐
饮除外）。
联系人：陈先生13775012012

刘女士13775121599
另有80平米内街商铺出租。

商住房出租
红梅公园旁听松大厦 5楼，157

平米，商住房，地处新民路口，位置佳，
交通便利，环境好，简装，适合办公。

联系人：陈先生13775012012
刘女士13775121599

我市首个建设“美丽村庄”全面规划选中西夏墅梅林村

再过一年，到梅林看“美丽村庄”

梅林是什么地方？在常州，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并不多。不过，随着“美丽村庄”规划的推进，未来，它
将为更多的人知晓。
“美丽村庄”规划是我市建设美丽村庄的第一个全面规划，日前通过专家论证，建设工作已全面展

开，预计到明年 11月份，不仅梅林当地的居民，还有城里来的观光客，都能看到并且感受到一个水清、
宜居、生态、有农游特色的新梅林。

建设基础 有历史文化底蕴，也有时代特色
梅林村位于新北区西夏墅镇东

部，东接春江镇、北邻孟河镇、南联
罗溪镇，是进入西夏墅镇的东部门
户。全村总面积9.17平方公里，总
人口近6800人。
很多人知道梅林，是因为当地始

建于500多年前的孔庙、200多年
前的东林寺!原真武庙"以及150年

前的梅村古戏楼，其中梅村古戏楼还
被列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实，除了这些，梅林还有很多

特色：梅林村成功创建了“江苏省卫
生村”、“江苏省绿化示范村”、“常州
市生态村”、“常州市新北区民主法
治示范村”、常州市“一村一品”特色
村、“常州市新北区科普示范村”等；

梅林还是整个新北区的草坪“发源
地”，全村草坪面积 4500亩，是全
区草坪种植面积最大的一个村。
根据今年省有关部门建设美丽

乡村的要求，综合考量资源禀赋、建
设基础、产业特点、乡风民俗等因
素，梅林和我市其他6个村庄一同
入选全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范围。

规划目标 “三心两环”打造宜居、宜游的样板新农村
根据《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

梅林美丽村庄!特色样板村"规划》
要求，我市建设“美丽村庄”的这个
首个规划为梅林给出了一个十六
字的形象定位：静思问道，悠乐天
堂；梦里故园，原味水乡。规划要让
梅林形成“三心两环”村域总体结
构。
“三心”指围绕现有的东林寺、

孔庙遗址等文化资源及滨湖旅游接
待中心而形成的3个核心。“两环”
指围绕3个文化核心衍生出的诸多
文化游乐项目集中布局而成的旅游
度假休闲圈，以及外围生态农田串
联而成的生态农业体验圈。

新北区西夏墅镇梅林村党总支
书记王龙虎说，建设美丽村庄，首先
是解决村里居民最关心、最亟需、
最受益的事。“南北主干道安西公
路要打造成一条景观大道，建成后
全长 850米、宽 8米，并且配套绿
化设施，其他道路至少有4米宽；
南北向的沿寿河要改造成一条景观
河，其他河道都要变成清水河。”

其他方面和老百姓的生活就
更密切了：村里老房子都要“穿衣
戴帽”，外立面要装修刷新，村民的
菜园子要配上绿化，并且围上竹篱
笆，让它干净整洁起来；1000多平
方米的村活动中心，功能要配套齐

全，不管孩子还是老人，都能在这
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梅林建设
“美丽村庄”总投资3000多万元，过
了一年你再过来的话，你还能看到
百亩地的梅园、500亩地的蓝莓采
摘园，还有钓鱼、游乐、高尔夫练球
场等充满乐趣的农家乐，品尝到这
里原生态的农味。
西夏墅镇宣传委员谢小荣告诉

记者，梅林建设美丽村庄的目标，就
是打造以观光农业、休闲旅游为主
导的“文化名村、休闲乡村、样板新
农村”。

据了解，到2016年，我市要逐
步建成30个美丽乡村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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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区是全市城乡一体化发展

的先行区#记者了解到#在去年新北

区行政村区划调整后# 新北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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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政村公共服

务设施进行的全面规划布局已经完

成$ 规划目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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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从空间上

实现公共服务设施城乡全覆盖$

行政村的公共服务设施主要为

辖区内居民提供最基本的日常生活

服务#包括行政%民政福利%医疗卫

生%文体和商业等服务内容$ 根据规

划要求#到
#$#$

年#新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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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村都要有公共服务中心# 实现新

北区行政村公共服务设施 &一委两

站三室两超市一场地'的全覆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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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村公共服务设施宜结合公

共绿地广场集中建设# 形成公共服

务中心# 并设置在辖区中心且交通

便捷的地区$ 用地规模控制在不少

于
%&$$

平方米# 其中室外体育活动

场地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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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 建筑面积

不少于
%$$$

平方米$ 当与其他建筑

物合建时# 宜设置在建筑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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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这样既保证进出宽敞#也方便村

民办事$ 徐昕 刘懿

匆匆，太匆匆。一路奔忙着的2014年，只剩下半个月的日子了。
走过的是岁月，经历的是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双脚，丈量

时代进步的里程；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努力，聚集中国行进的力量。
前行路上，有你有我。为深化拓展“走转改”活动，本报编辑记者将深入

基层，专题报道我市经济社会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细心发现社区建设、民生
幸福、基层民主的常州样本，讲述普通市民情系中国梦的感人故事。即日起，
本报推出“行进中国·精彩故事”专栏，说常州话，讲身边故事。同时，欢迎广
大读者以亲历者、观察者、受益者的身份提供线索，分享行进中国的精彩故
事。联系电话：15251930372。

新北区公共服务设施到 2020年全覆盖，要打造“三大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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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报优购%清香源&

产地虫草直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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