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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舒泉清） 飞雪迎春
到，瑞雪兆丰年。虎年第一个工作日，常
州新春“第一会”激发起全市上下重振产
业雄风、再创城市辉煌的信心和豪情。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产业发展大会，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认真落实省、市党代会部署，加快打
造长三角产业中轴，奋力建设国际化智
造名城。市委书记陈金虎强调，要珍惜
新一轮最好的“时”与“势”，全面落实

“532”发展战略，坚持制造立市、产业强
市、质量兴市，用冲刺姿态跨越万亿台
阶，跑好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盛蕾主持会
议。市政协主席白云萍、市政协党组书记
戴源等市四套班子全体领导出席会议。

会议表彰了一批获得国家级、省级
等荣誉的单位、个人以及2021年度“星
级企业”。2021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反
复冲击和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交织影
响下，全市仍有超三分之二的星级企业
保持税收增长，发展定盘星、压舱石、顶
梁柱作用充分体现。工业经济稳中向
好、稳中有进，发展质效不断提升，新旧
动能加速转换，转型升级成效正在显
现。

陈金虎代表市四套班子，向过去一
年为常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

广大企业家表示衷心感谢，向奋战在发
展一线的全体党员和干部群众致以崇高
敬意。陈金虎指出，2021年，常州抢抓
机遇、乘势而上，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主
要经济指标增幅位列全省第一方阵。大
家用实干的汗水，向世人展示出一个蓄
势待发、厚积薄发的常州。这些成绩的
取得是全市上下团结拼搏的结果，也与
在座各位企业家的担当作为密不可分。

陈金虎指出，制造业是我们这座城
市的最亮特色、最大优势、最强竞争力。
面对前所未有的产业振兴之势、能级跃
升之势、区位质变之势、政通人和之势，
距离“万亿GDP之城”仅一步之遥的常
州，惟有重振产业雄风，再创一个热血沸
腾的激情年代。

要抢占集群发展“主攻点”。深耕实
体经济，坚持“链式”发展，推动地标产业
强链、新兴产业拓链、未来产业建链，打
造高端高质高新的硬核产业集群。要打
造特色地标产业，到2025年培育3个以
上规模超3000亿元的产业集群。要加
速壮大新兴产业。聚焦八大高成长性产
业链，到2025年总规模超6500亿元。
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人工智能、细
胞治疗、超材料、无人驾驶、元宇宙等前
沿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
计划。要加快建设企业矩阵，加快做强
龙头企业，力争到2025年实现本土企业

“世界500强”零的突破，以全国一流的
政策力度引领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
路。今年，全市高企数量要达3400家左
右，到2025年实现倍增。深入实施上市
企业倍增计划和上市后备企业“双百”行
动，到2025年上市企业超过150家。

要激活科技创新“主动能”。加强创
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加快构建以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让科技之光闪耀智造之城。
要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全力建设“两
湖”创新区、中以常州创新园、智能制造龙
城实验室等高端创新载体平台，滚动编制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清单，协同突破“卡脖
子”难题。要建强人才链支撑创新链。深
化产才融合，围绕“高精尖缺”和“卡脖子”
领域，“一事一议”“一人一策”引进全球顶
尖战略科学家，加快建设长三角青年创新
创业港。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向
纵深发展，每万名劳动者中高技能人才数
继续领跑全省。要壮大资金链浇灌创新
链，精心打造龙城金谷，构筑覆盖科创企
业生命全周期、成果转化全过程、产业发
展全链条的科技金融体系。

要把准“智改数转”“主方向”。加快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新型算力供给，

打造产业大脑。掀起企业“智改数转”浪
潮，到2025年规上工业企业基本实现数
字化转型。大力培育双跨、行业级工业
互联网平台，加快培育数字化解决方案
提供商，鼓励技术领先的企业走出厂门、
输出方案、制定标准。推动“5G+工业互
联网”场景应用，打造标杆示范，让更多
企业看得见成效、找得到路径，真正“敢
转”“愿转”“会转”。

要强化重大项目“主抓手”。继续坚
持重大项目招引推进不动摇，始终保持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强劲态势。加强
产业链招商、基金招商，压紧压实“日常

跟踪、月度巡查、季度督查”工作机制，
实现重大项目开工率、竣工率和达产
率有新提升。畅通城市发展“大通道”
和“微循环”，打造长三角现代物流中
心，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健全
全市统筹招商工作机制，建立要素跟
着项目走的新机制，让每个板块在“赛
马场”上龙腾虎跃、各展所长。

要打造质量品牌“主力军”。学习
德国的工匠精神，使常州质量向德国
质量看齐、与德国质量媲美。开展工
业产品质量提升行动，让常州制造成
为高品质的代名词。 （下转A3版）

出台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和30条重磅政策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产业发展大会

加快打造长三角产业中轴 奋力建设国际化智造名城

我市召开产业发展大会。 陈暐摄

本报讯（记者 舒泉清）常州虎
年新春“第一会”，掀起了全市上下
重振产业雄风，再创城市辉煌的热
潮。大会出台了《关于促进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关于促进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进一
步明确全市产业主攻方向、目标任
务和具体路径，以国内最优的政策、
最大的力度、最强的措施，撬动更多
国内外高端要素向常州产业集聚，
充分调动全市企业家和各级干部抓
产业、谋发展的积极性，不断激发广
大企业专注实业、敢闯敢拼的创造
活力。

记者从市发改委、工信局了解
到，《意见》共分“总体要求、工作目
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4个部
分。第一部分总体要求，分为指导
思想和基本原则，其中基本原则包
括“坚持创新驱动、开放合作，坚持

‘智改数转’、融合发展，坚持龙头带
动、链群互动，坚持安全生产、绿色
发展”4个方面。第二部分工作目
标，在“十四五”规划、“532”发展战
略等相关指标目标的基础上，围绕
规模效益、产业结构、企业发展、创
新水平、两化融合、绿色发展等6个方
面，完善指标体系、提出更高目标要
求。第三部分主要任务，从“打造先
进制造业集群、纵深拓展‘智改数
转’、推动技术创新突破、培育培强新

兴产业、推进‘两业’融合发展、抓好
绿色安全发展、培育壮大名企名牌、
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等10个方面，
提出包括十大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
发展方向和目标在内的36项举措，全
面打造长三角产业中轴。第四部分
保障措施，包括强化统筹协调推进、
加强政策精准扶持、完善人才队伍建
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等4个方面。

《政策》共分7节30条，涉及提
升产业发展能级、加快企业“智改数
转”、完善产业创新体系，加速绿色
转型、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产融
结合、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据了
解，《政策》明确“十四五”期间，全市
安排500亿元以上政策性资金，撬
动8000亿元以上社会资本投入产
业发展。其中单项激励政策，按照
国内最优、力度最大、吸引力最强制
定。在支持方向方面，《政策》围绕
产业做大做强，以四条细分政策围
绕专业机构、金融工具、标杆企业、
成功案例、重要平台和信息设施等
方面精准支持“智改数转”，引导企
业锻长板、扬优势，推动更多企业从

“机器换人”走向“数据强脑”，抢占
未来发展制高点。

相关负责人介绍，《意见》《政
策》在充分体现“532”发展战略精
神内涵的基础上，注重立足实际，展

示常州产业发展特点。
“1+1”文件体系。即一个《意

见》、一个《政策》，前者强调原则性、
引领性、导向性，为“十四五”产业发
展树立目标、明确方向，后者聚焦突
破性、震撼性、可操作性，对标先进、
集成经验，两者共同构成全市产业
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体系。

工作重点突出。《意见》围绕产
业做大做强，突出加快“智改数转”、
培育“专精特新”、推进绿色安全发
展等内容，提出10个方面主要任务
36项具体举措；《政策》按照与《意见》
目标任务相匹配的原则，围绕提升产
业发展能级、加快企业“智改数转”、完
善产业创新体系等内容，提出7个方
面30项支持政策。

支撑作用明显。《意见》《政策》聚
焦明确，充分发挥我市区位优势和产
业优势，精心谋划并实施一系列有力
政策和举措，强化后续目标管理、工作
推进和政策落实，为实现“常州制造”
向“常州智造”跃升奠定坚实基础，为
全面落实“532”发展战略提供强有力
支撑。

政策执行统一。政策覆盖市区两
级，政策标准全市统一，辖市区及常州
经开区仅可在政策以外制定符合本地
产业实际的针对性政策。与本政策内
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产业扶持资金
就高不重复享受（授牌认定类除外）。

我市出台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和30条政策

最优政策最大力度最强措施
重振产业雄风再创城市辉煌本报讯（其相 庄奕）记者从市气象

台获悉，7日凌晨，我市自西南向东北先
后出现雨夹雪转大雪，局部暴雪天气。
溧阳、金坛、常州飘起纯雪的时间分别为
7日凌晨2点22分、凌晨3点32分、凌晨
4点18分。7日8时至16时，常州、金
坛、溧阳三地雨雪量分别为11.4毫米、
10.5毫米、19.4毫米，积雪深度分别为4
厘米、7厘米、8厘米。

气象台专家表示，7日后半夜到8日
早晨雪止，8日白天阴到多云。9日可能
还有弱降水，11日到13日还会有多降

水天气。
又讯（黄洁璐 王烨） 记者从市减

灾办获悉：我市7日凌晨4点左右开始
降雪，最大降雪出现在金坛，由于路面
温度较高，截至当天下午5点，我市路
面无明显积雪。下雪后，市减灾办第
一时间研究部署，全力以赴做好防范
应对工作。

2 月 6 日下午，市减灾办及时发
布气象灾害应对工作提示单，要求各
辖市（区）以及相关行业部门提高思
想认识，全力以赴抓好防范应对举措

的落实。
2月7日上午9时，市扫雪除冰应

急指挥部办公室启动扫雪除冰应急处
置三级响应。市减灾办（市应急管理
局）与气象、城管、交通、公安、住建、农
业农村等部门协调联动，不间断会商、
研判雨雪天气动态情况，部署相关工
作措施，做好各项应急物资装备和人
员准备，指导重点领域全力做好经济、
社会、民生等领域的雨雪天气应对工
作，确保各项应急装备、防范措施和应
急处置措施落实到位。

目前，我市各相关部门已加强值班
值守，落实应急力量。同时，为做好社
会面提醒，我市还通过应急广播、手机
短信等形式及时就雨雪情况进行预警
发布，提醒广大群众做好防灾避险的应
对措施。

我市多举措防范应对

上班首日，大雪如约而至

本报讯（财宣 董心悦）记者
6日从市财政局获悉，今年1月，
我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06
亿元，同比增收6亿元、增长6%，
收入增幅位列苏南第一。其中，
税收收入完成92.1亿元，同比增
收4亿元、增长4.5%，税收收入
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达

86.8%。
今年，全市各级财政部门在科

学研判的基础上，围绕全年财政收
支工作目标早动员、早部署、早落
实，实现了财政收入开门红。下一
步，市财政部门将继续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推动积极财政政策
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

把做大财政收入“蛋糕”作为重中之
重，突出收入预期管理和税源管控，
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依法依规
组织财政收入，统筹协调优化资源
配置，为我市聚焦“国际化智造名
城、长三角中轴枢纽”城市定位，大
力实施“532”发展战略提供坚实的
财力保障。

1月完成106亿元，增幅位列苏南第一

全市财政收入实现开门红

重振产业雄风重振产业雄风，，再再创一创一个热血沸腾激情年代个热血沸腾激情年代
抢占集群发展“主攻点”
激活科技创新“主动能”
把准“智改数转”“主方向”
强化重大项目“主抓手”
打造质量品牌“主力军”
唱响绿色安全“主题曲”

荆川公园内，工作人员正在清扫积雪。 胡平摄

本报讯（郑雨露 常农宣） 记者7
日上午获悉，根据市气象台发布的暴
雪黄色预警信号，市农业农村局启动
《常州市重大农业气象灾害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各部门迅速行动，积极应
对。

其种植业部门、畜牧部门、渔业渔
政部门通过短信、微信等多种途径及
时发布预警信息和暴雪防范技术指导
措施，重点指导各类农业经营主体采
取防范应对措施，密切关注雨雪天气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及时调度灾情上
报，最大限度减少降雪天气不利影响，
全力保安全、保生产、保供应。

市农业农村局：

启动应急预案
应对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