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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科协召
开十一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市
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回顾总
结去年工作，研究部署今年任
务。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涛出
席会议并讲话。

陈涛充分肯定了市科协过去
一年在深入推进强化政治引领、
服务创新发展、服务科技人才、加

强科学普及、推动社团改革等五
个方面取得的成绩。他希望在今
年的工作中，市科协进一步围绕
高质量发展完善科技创新服务机
制，围绕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完善
科学普及推进机制，围绕党委政
府科学决策完善智库建设机制，
围绕服务科技工作者完善科技社
团引领机制，不断创新科协事业
新局面。各级科协组织要弘扬

“勇争一流、耻为第二”的常州精

神，真正把常州的科技事业干实
干好干成。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常州市
科协党组书记、主席宋平所作题为

《凝聚新力量，展现新作为，奋力谱
写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
报告。会上通报表彰了第十五次自
然优秀科学论文、2017-2019年度
综合示范学会，以及“十三五”第四
批常州市科学教育综合示范学校获
奖个人和集体。 （董逸 荆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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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新科协事业新局面

本报讯 15日，携手·启航——
中国数据中心技术产业发展论坛
暨黑牡丹并购艾特网能进军数字
产业发展大会在常州举行。

会议得到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云数据专业委员会、中国电子节
能技术协会数据中心节能技术委
员会等行业协会大力支持，副市
长梁一波出席会议并代表主办方
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欧阳平凯
做主题致辞，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云数据专业委员会主任王镭、中
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黄建忠莅临会议并作主题演
讲。会议由黑牡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戈亚芳主持。

近年来，常州紧紧围绕打造高
质量工业明星城市战略目标，加快
发展以工业和能源互联网为代表
的数字经济，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

推广应用，大力促进互联网+实体
经济融合发展，制造业智能化水平
和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常州企业
也越来越多地融入数字经济。黑
牡丹集团对艾特网能的并购，是传
统产业拥抱新时代发展的典型合
作范例。艾特网能董事长蓝富坤
表示，本次艾特网能与黑牡丹牵手，
将成为艾特网能的一个新起点，艾
特网能将努力成为具有国际一流
水平的数据基础设施设备提供商、
数据中心“一站式”交付专家。同
时，艾特网能还将携手致力于投身
数字经济的产业投资人，推动产业
与资本的结合，通过产业并购、产业
孵化、产业链整合等方式，布局数字
经济产业链。

欧阳平凯院士在论坛上指
出，江苏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整
体水平居全国前列，数字江苏发

展评价指数达到了81.53%，全省
数字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 3 万
亿元，位居全国第二。随着数字
经济深入发展，数据中心市场将
拥有千亿级的产业机会。但作为
数字经济最重要的柱石，数据中
心的基础设施产业，江苏省目前
尚未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希望常
州能够抓住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
契机，将数据中心的产业做大做
强，成为江苏省的又一个优势产
业集群。他希望以黑牡丹（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艾特网能
技术有限公司为代表的致力于深
入数字经济领域的公司，能够通
过上下游整合，通过推动各行业
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打造产业集
群，为社会提效降本，提高经济发
展质量做出努力，培育经济增长
的新动能。 （刘文斌 谢韵）

中国数据中心技术产业发展论坛在常举办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
市文明办了解到，为进一
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弘扬传统美德，
过好“我们的节日”，营造
欢乐、喜庆、祥和、文明的
节日氛围，市文明办特向
市民朋友们发出《2020 年

“我们的节日·春节”倡议
书》。

倡议市民过一个“有
温度”的道德年。注重家
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多陪伴父母长辈、多关爱
家人子女，提升家庭文明
程度；关爱礼遇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最美人物等先
进模范人物，立好人好报
导向；积极参与邻里互助、
文化帮扶、扶危济困等志
愿服务活动，行团结友善
之举；关心关爱孤寡老人、
空巢老人、残疾人、困难家
庭、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
让 他 们 感 受 到 节 日 的 温
度。

倡议市民过一个“有
新意”的文明年。积极践
行《常州市民文明公约》，
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
秩序、爱护公共设施、推行
垃圾分类；广泛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树立文
明新风；倡导文明用餐，亲
友团聚、家人团圆不攀比，
不铺张浪费，抵制“舌尖上

的浪费”；深入推进移风易
俗，养成健康文明生活方
式，不酗酒、不赌博、不搞
封建迷信，提倡鲜花祭祀、
网上祭祀。

倡议市民过一个“有
味道”的文化年。大力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支
持和参与“文化进万家”

“送欢乐下基层”、戏曲进
乡村、乡村广场舞、“健身
拜大年、体育进万家”等活
动，发挥自身特长，参加写
春联、送福字、拍全家福、
全民阅读、知识普及、诗歌
朗诵等志愿服务活动，丰
富节日文化生活，在辞旧
迎新、团圆喜庆、祝福美好
中 让 大 家 感 受 到 浓 浓 的

“年味”“民味”“文化味”。
倡议市民过一个“有

规矩”的平安年。自觉遵
守市政府关于禁燃禁放烟
花爆竹的相关规定，减少
环境、噪声污染和火灾、人
身事故隐患，保护大气环
境、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
安全，做优良环境的守护
者；不闯红灯、不酒后驾
车、不开快车、不争道加
塞、不疲劳驾驶，主动礼让
行人，做文明交通的践行
者；走亲访友尽量选择公
共交通、自行车、步行等绿
色方式，做绿色生活的倡
导者。 （文明 郑雨露）

过“有温度”的道德年、过“有新意”的文
明年、过“有味道”的文化年、过“有规
矩”的平安年

市文明办发出倡议：
过好“我们的节日·春节”

本报讯 1 月 13 日下
午，荆川里小区广场上人
声鼎沸，掌声不断，社区携
手荆川村委开展“携手奋
进，共创未来”迎新春文艺
汇演。

此次文艺汇演以廉政
为主题，社区党员群众、

文艺团队将一个个自创、
自 编 、自 演 的 既 富 浓 浓

“廉”味、又充满时代气息
的节目展现给现场观众，
歌舞、合唱、葫芦丝演奏、
诗 朗 诵 ⋯⋯ 节 目 精 彩 纷
呈，高潮迭起。

（陈少妤）

荆川里小区上演
廉政主题文艺汇演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发改委
和国家统计局常州调查队联合召
开2019年价格形势新闻通气会。

价格水平总体可控，
全省并列第七

据介绍，2019年，我市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CPI）累计涨幅3%，
比上年同期高0.8个百分点，比全
国高0.1个百分点，比全省低0.1个
百分点，涨幅在全省13个辖市中
与苏州、镇江、扬州、连云港并列第
7位。从各月走势情况来看，我市
2 月份 CPI 上涨 1.9%为全年最低
点，12月份上涨4.7%为最高点。

八大类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
七升一降。其中，食品烟酒类上涨
6.4%、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上涨
4.4%、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上涨
3.3%、衣着类上涨3.1%、生活用品
及服务类上涨 2.9%、医疗保健类
上涨1.3%、居住类上涨1.2%、交通
和通信类下降0.6%。

总体来看，2019年，我市主副
食品类价格同比有所上涨，畜肉、
蔬菜等相对涨幅较大。

据悉，去年8、10、11、12月份，
我市CPI涨幅超过3%，市发改委
及时启动对低保、特困等人群的物

价补贴，发放物价补贴资金达
2517 万元，惠及人（户）数约 35.5
万/人（户）。同时，去年下半年，市
发改委对全市32所学校发放了临
时价格补贴320万元。

肉、蛋、水产、豆制品、
蔬菜全部涨价

据了解，2019 年，受节日、气
候等多重因素影响，构成“常州市
幸福菜篮子价格指数”的“江苏凌
家塘农副产品批发价格指数”和

“常州菜篮子零售价格指数”分别
为 96.7、113.04，同 比 分 别 下 跌
3.3%、上涨13.04%。

据悉，与 2018 年相比，构成
2019年我市菜篮子零售价格同比
指数的五大类商品价格全部上
涨。肉禽类、蛋类、水产品类、豆制
品类、蔬菜类价格涨幅分别为
26.82%、3.86%、0.72%、1.08%、
5.41%。其中肉禽类价格上涨推
动“菜篮子”指数上升11.21个百分
点，作用最明显。

近期，市发改委围绕春节前社
会关注的蔬菜和旅游服务等热点，
开展了专项价格监测，结果显示，
目前地产叶菜类批发价抬头，蔬菜
零售价格持续上涨；春节期间我市

出游价格明显上涨，长线游价格较
1月16日前平均上涨20%-50%。

全市农副产品平价
商 店 一 年 让 利 惠 民 约
2200万元

2019 年，我市继续围绕农副
产品平价商店“保供稳价、利农惠
民、应急调控”的主线多措并举，促
进全市平价商店工作提质增效。

目前，我市共有100家农副产
品平价商店。据统计，2019 年全
市农副产品平价商店全年平均每
天每店让利约20个品种，平价蔬
菜平均让利幅度约19.8%，平价粮
油肉蛋平均让利幅度约 7.5%，让
利惠民总金额约2200万元。

（发改轩 郑雨露）

我市公布2019年价格运行总体情况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涨幅3%

数字经济引领数据中心行业千亿级产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