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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长丁
纯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促进开
发区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常
州市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的若干政策》《关于加快学前
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

会议指出，开发区是经济
建设的“主阵地”、项目突破的

“主战场”、开发开放的“主载
体”、转型升级的“主力军”。全
市开发区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导
向，围绕“一特三提升”，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提
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要结合自
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明确
产业优先发展方向，坚持以亩
产论英雄，以质效配资源，招
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协同联动，
努 力 招 引 一 批 旗 舰 型 、税 源
型 、富 民 型 重 大 项 目 和 科 技
型、先导型精致项目。要积极
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经
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努力
争取国家、省先行先试试点；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和“互
联网+政务服务”，努力打造法
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

营商环境。
会议指出，培育高新技术

企业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重要举措。各地各部门要加
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加强引导、主动服
务，量质并举壮大高新技术企
业集群，为产业转型升级持续
发展注入新动能。要不断完善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机制，引导
科技型小微企业对标找差，加
快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力争
到 2021 年实现高新技术企业
数翻一番的目标。要把高新技
术企业培育纳入重点工作，财
政资金、优惠政策优先向高新
技术企业聚焦，对高新技术企
业申报、培育的关键环节和难
点问题，要加大培训和辅导力
度，有效激发企业积极性。

会议强调，办好学前教育、
实现幼有所育，是党和政府为
老百姓办实事的重大民生工
程。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府主
导、公益普惠原则，进一步完善
学前教育布局规划，大力发展
公办幼儿园、非营利性民办普

惠园。要加大财政保障力度，
健全政府投入、社会举办者投
入、家庭合理分担的学前教育
经费投入机制，多渠道增加学
前教育资源供给，依法保障幼
儿教师权益，确保学前教育实
现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要
坚持协同推进，认真落实主体
责任，强化绩效考核和监督管
理，形成关心支持学前教育发
展的强大合力。

会议还学习解读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审议了《常州市市级行政
事业单位所属企业改制脱钩工
作实施方案》《常州市烟花爆竹
燃放管理办法（草案）》，听取了
关于全市 2019 年城乡低保提
标情况的汇报。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曹
佳中，副市长梁一波、许峥、陈
正春和市政府秘书长杭勇出席
会议。部分市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应邀列席会议。

当天下午，丁纯还主持召
开市长办公会议，研究部署下
阶段重点工作。

（谢韵）

审议通过关于促进开发区发展、加快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等政策文件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本报讯 昨天，由市农业农
村局、新北区人民政府主办的

“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促进生态
文明建设”——2019 年常州长
江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在长
江常州段录安洲举行。省农业
农村厅副厅长张建军和市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蔡骏出席活
动并分别讲话。市领导盛建良、
许峥、张耀钢出席活动。

据了解，今年我市长江渔
业资源增殖放流品种包括濒危
物种胭脂鱼、省重点保护水生
野生动物长吻鮠和经济物种鲢
鳙鱼，数量共计2324.6万尾。

本次放流鱼苗由常州市政
府采购中心集中采购，鱼苗数
量与质量由常州市公证处公
证，市农业农村局按照放流技
术规范，组织放流苗种的野化
锻炼、检疫检验、现场验收并开
展持续的护渔巡查，保障增殖
放流效果。

2003 年，我市在全国最早
开展长江渔业资源增殖放流，
17 年来已在长江和通江河湖放
流濒危和经济物种 3.3 亿尾。
近年来，我市首创的“以渔活

水”生态养护工程，运用水生生
物的生态修复、生物操纵、生态
补偿、生物监测功能，有效改善
了水域生态环境；率先提出“护
渔活水”理念，倡导社会各界加
入增殖放流、抵制非法捕捞、救
助水生野生动物等护渔行动，
实施的“禁、放、养、打”水生生
物资源保护综合举措取得良好
成效；严格落实禁渔期制度，严
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今年已
查处长江非法捕捞案件 19 起；
加强“河长制”责任落实，不断
强化长江干流和通江河湖的管
理保护，长江常州段水生生物
资源得到了逐步恢复。今年，
长江常州段还首次拍摄到了

“水中大熊猫”江豚的身影。
近 300 人共同参加了本次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
（常农宣 董逸 文 夏晨希 摄）

2019年常州长江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昨举行

17年里，3.3亿尾鱼苗投入长江怀抱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长丁
纯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以及省委书记娄勤俭在
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动员会议上的讲话精
神。

会议指出，在全党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
大事业、伟大梦想作出的重大
部署。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要
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把开展主题教育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进一步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

委部署上来，以对党、对人民、
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抓好主
题教育活动。各地各部门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的总要求，努力实现“理论
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
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
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
标。要把主题教育融入到贯彻
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具体实
践之中，融入到当前正在推进
的各项重点工作之中，转化为
聚精会神抓发展的实际行动，
转化为“种好幸福树，建好明星
城”的实际成果。

会议传达了《地方党政领
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
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文件精神。会议要求各地各部
门把食品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来抓，全力确保人民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要坚持谋
发展必须谋安全、管行业必须
管安全、保民生必须保安全，将

“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
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
责”落到实处，落实生产经营者
的主体责任，支持公众参与监
督，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共治的
食品安全工作格局。要加快建
立食品安全领域现代化治理体
系，提高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
监管能力，提升食品全链条质
量安全保障水平；深入创建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和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进一步增强
人民群众对我市食品安全的获
得感和满意度。

（谢韵）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

本报讯 昨天下午，住常州
的省政协委员开展“三走进一
联系”活动，实地考察了江苏恒
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天合光
能股份有限公司、江南环球港
等企业；并在江南环球港举行
了住常州的“省政协委员活动
之家”挂牌仪式，让住常州的27
名省政协委员有了自己的“委
员活动之家”和新的履职平台。

省政协委员、市政协主席

俞志平参加活动并讲话。省政
协委员、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科教城党工委书记韩九云参加
活动并在挂牌仪式上致辞。省
政协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陈建国参加活动。

俞志平要求，把住常“省政
协委员活动之家”打造成“四个
一线”的主阵地、“三走进一联
系”的工作站，建设成为一个学
习、团结、智慧、民主、服务之

家。委员们要立足凝心聚力第
一线、决策咨询第一线、协商民
主第一线、国家治理第一线“四
个一线”的要求，承担起人民政
协的使命担当、充分发挥主体
作用，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
上双向发力，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政协智慧、政协方案，团结
凝聚各方力量为高质量发展走
在前列献计出力。

（孙蕾蕾 姜一鸣 谢韵）

搭建履职平台 助推“三走进一联系”

住常“省政协委员活动之家”挂牌
本报讯 26 日，由常州市委

网信办与江苏省信息安全测评
中心、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联合组织的常州市首届网络安
全竞赛圆满收官。通过必答题、
抢答题、情景题和风险题等层
层角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代
表队、市级机关联合队、武进区
代表队获得党政机关组前三
名，常州信息、轻工、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代表队获得大专院校
学生组前三名。

为了全面加强网络安全工
作，近年来，我市建立了网络安

全责任制，完善了安全监测、评
估、通报、整改闭环制度，各地
区、各部门强化组织领导，加强
力量配备，不断完善网络安全
防护体系并推出一系列措施。
其中，组织网络安全竞赛是一
项重要举措，旨在通过竞赛的
方式选拔网络安全人才，提升
网络安全技能。

“2019 年常州市网络安全
竞赛”设立党政机关组和大专
院校学生组两个组别，吸引了
33 支队伍、104 位选手相互学
习，同台比拼。 （谢韵）

常州市首届网络安全竞赛圆满收官

学生代表参与放鱼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