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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首批 52 个国家级
高新区之一，常州国家高新区于
1992 年正式成立，为“高新”未来
架设格局。

25 年砥砺奋进，尤其近 5 年
来，常州高新区兼顾大局与民生
共享，持续攀升的城市“颜值”和

“气质”，将“百姓生活和美”写进
当代建设发展的画卷中。画里的
美景印证了高新区这 25 年的梦
想，也把70万居民曾经的期待转
化成现实——

基础设施提升改造，为城市
发展拉开路网；生态环境综合提
升，为绿色家园打造靓丽名片；社
会保障不断优化，为民生福祉绘
就幸福底色⋯⋯

看 故 事

用劳动换来城市的
整洁美丽，见证高新区翻
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年底，在高新区扫了 21
年马路的屠伟平就要正式退休
了。“想想也舍不得的，我在这一
片区域工作了20多年，看着路慢
慢变宽，看着两边的高楼越来越
多，有感情了。”

今年 50 岁的屠伟平还记得
29 岁那年刚报名当保洁员时的
场景。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年的小姑娘黝黑了不少，脸上
也留下了岁月的风霜。不过，能
用自己的劳动换来城市的整洁美
丽，见证着高新区翻天覆地的变
化，屠伟平很骄傲。

“那时候的通江路只有现在
的一半宽，路上绿化的品种没现
在的多；那时候两边都是低矮的
平房，路也不好，有的地方还是
田。”屠伟平现在是新北区新环环
卫服务处的保洁员，工作的范围
到过龙城大道、珠江路和通江路，
这里如今已成为高新区的核心商
圈。在这条路上，她和小组里的
另外16名保洁人员起早摸黑，确
保着道路、绿化带的整洁卫生。

屠伟平说，早些年的时候，他
们保洁员的清扫任务很重，因为
整个高新区都在大力搞基础建
设，如今，机动车道交由扫地车，
他们主要负责人行道和绿化带的
整洁。下班了，屠伟平也会和组
里几个要好的姐妹到附近的商场
逛逛街。“十来年前下班后路上就
没什么人了，而现在呢，下班后才
是高峰人流的开始。”

说 数 据

五年新建安置小区
27 个，主干道路 175 公
里，绿地340公顷

过去五年，高新区致力于产
城融合，人居环境不断改善。五
年累计实施动迁 594 万平方米，
建成安置小区 27 个，安置面积
287 万平方米，安置居民 1.98 万
户；建成城市主干道路 175 公里，

改造提升镇村公路 128 公里，全
面实现镇村道路村村通。

城市功能不断完善，京沪高
铁常州北站、新北客运中心、江
宜高速、常州机场改扩建等重要
基础设施建成投运，S238 省道、
S122 省道、玉龙路等主干道路顺
利通车，轨道交通一号线全面开
工，新龙国际商务区建设全面启
动。

生态环境全面提升，五年新
增公共绿地 340 公顷，建成城市
慢行系统和绿色生态绿廊80.8公
里，高铁生态公园、新龙生态林一
期等项目建成开放，48 条主要河
道环境综合整治全面完成，1063
个自然村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工程。

看 故 事

退休生活，羡煞一帮
老同事

今年 58 岁的邹祥琴是新桥
镇的文艺骨干，2012 年拆迁后搬
进新龙花园。邹祥琴对镇政府最
满意的一点就是，二十多年了，无
论什么情况下，镇里都给居民留
了一块文体空间，而且这空间越
来越大，硬件条件也越来越好。

邹祥琴“舞龄”二十多年了，
从前她在老乡政府活动中心跳
舞，后来新桥街上有了大广场，现
在，镇上有健身中心，各个社区还
有文体活动中心，她一天中有半
天时间不着家。忙！忙着和老伙
伴们排舞、练歌。“这两天我们又
在排广场舞了，17 日区里面有广
场舞比赛的。”

除了发展硬件设施，新桥镇
还在不断升级“软件”——提升镇
上文艺骨干的专业水平，邹祥琴
就是受益者之一。新桥镇新韵特
色团队共有18支特色队伍，涵盖
文学、书法、运动、舞蹈、合唱等各
个领域。镇里经常组织文艺骨干
参加省市区里的大大小小的业务
培训。邹祥琴的体育指导员证也
从三级升级到二级到一级，现在
已经是国家级的体育指导员。
2015 年，她还被评为常州市优秀
社会体育指导员。

邹祥琴朋友圈里经常会晒自
己的活动，羡煞了一帮老同事。

“他们有的退休后进城带小孩，融
入不了新小区的环境，成天就在
家看看电视。”

说 数 据

五 年 建 成 学 校 21
所，11 个医院院区改扩
建，2.3 亿推进文体设施
建设

过去五年，高新区致力于民
生优先。

社会保障更加优越，城乡实
现一体化，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站）实现社区（村）全覆盖。
教育资源量质齐升，五年累

计投入超过 23 亿元，建成天合国
际学校、飞龙实验学校、香槟湖小
学等 21 所学校，4 所中小学与市
重点学校实行联合办学。

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不断提
升，五年累计投入超过 5.6 亿元，
完成新北人民医院、三井医院等
11个院区新建和改扩建工程。

文化惠民丰富多彩，五年累
计组织 2000 余场次群众文化活
动，累计投入2.3亿元推进文化体
育设施建设，春江全民健身中心、
三井文化活动中心等综合性文体
工程建成开放，在全市率先启动
农村社区“10 分钟体育健身圈”
建设，将全区 41 个农村社区全部
按城市社区“10 分钟体育健身
圈”标准创建成达标社区，“10 分
钟体育健身圈”实现城乡社区全
覆盖100%。

看 故 事

“常州江鲜第一村”，
发展红利惠及每位村民

秋风起，“常州江鲜第一村”
银河村的江蟹勾着无数吃货的
心，引入优质长江水源生态养殖
的江蟹，壳青肚白，膏肥肉鲜，引
得一辆辆的私家车从城里开往新
北区孟河镇银河村。

与客流量一同增加的是村级
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近年来，
银河村借助长江水利资源优势，
投资近8000万元，大力发展水产
养殖，引进十多家较大规模水产
养殖企业，实现特种水产养殖专
业化。现已流转土地3500余亩，
辐射带动通江村、荫沙村流转土
地2997亩。去年，银河村成功申
报常州市银河现代渔业产业园
区。

在传统营销模式的基础上，
村委还逐步建立电子商务平台，
开设农家乐，民宿业务，推广产业
融合发展，为银河村发展休闲旅
游打好基础。

“不是几家几户富，是要带领
全村共同致富。”这是村书记蒋亚
军一直以来的目标，如今已经成
为了现实。村委注册成立了江苏

省江边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合
作社成立以来，带动三十多户老
百姓从事水产养殖，经过市场培
育，他们已经成了水产养殖专业
大户，这些大户常年长期雇佣农
民 100 人左右，高峰期可达 200
人。

水产品江蟹、甲鱼、江虾、江
鱼、江鮰、小龙虾等，已逐渐进入
江苏、安徽和浙江等市场。在村
委的发动下，农民也能在旅游业
上分一杯羹，村集体发展的红利
惠及到每一位村民。

说 数 据

14.7 万亩土地确权
登 记，培 育“ 三 品 ”167
只，组建合作社413家

过去五年，高新区农业现代
化发展水平成功跃居全省县（市）
区第一方阵。顺利完成全区 14.7
万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工作。

目前，全区已形成了东南村
优质稻米、梅林村无土草坪、新北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设施蔬菜、银
河村高效渔业等四大农业主导产
业，同时，培育了无花果、高档盆
花、薄壳山核桃等特色农业产
业。全区累计培育“三品”167
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 137 只、绿
色食品 28 只、有机农产品 2 只。
全区农产品中已拥有省著名商标
3 个、省名优产品 2 个、市知名商
标17个。

截至目前，全区共组建农民
专业合作社 413 家；组建家庭农
场 311 家；区级以上农业龙头企
业 27 家，极大发挥了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载体作用。

常州高新区25年，兼顾大局与民生共享

将“百姓生活和美”绘进发展的画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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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高新区一批主干道路顺利通车。

银河村螃蟹育苗池。过去五年，常州高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
平成功跃居全省县（市）区第一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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