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州科技港一期工业园开园
! ! !

本报讯 昨天，阿普特拉加州科技港

!

常州
"

发展有限公司在加州科技港一期

工业园举行开园暨首批客户入驻仪式。

市领导贾宝中、杨玉生以及国内外
#$$

多位客商参加了开园仪式。

阿普特拉（美国）投资集团为一家专

业从事商业、工业开发的金融投资管理

公司，总部位于加州硅谷的阿普特拉市。

阿普特拉加州科技港（常州）发展有限公

司成立于
%$$&

年
#

月，目前一期
'

万平

方米标准厂房已全部竣工，已引进
&

家外

资企业，总投资超过
($$$

万美元。此次，

这
&

家外资企业与
##

家本地企业一同入

驻加州科技港工业园区。 !钱静华"

“弘建一品”国际社区项目动工
! ! ! !

本报讯 昨天上午，由台湾华新丽华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国际社区项

目———“弘建一品”破土动工。市领导杭

天珑、孙国建出席开工仪式。

“弘建一品”项目，位于武进区湖

塘花园路与延政路口，总投资
)$$$

万

美元，该项目紧邻武进核心圈行政中

心，交通方便，地理位置优越。社区总

占地面积
*#%+*

平方米，规划总建筑

面积
#&

万平方米。 !王艺"

台资项目“国泰名都”奠基
! !

本报讯 常州城市建设的又一力

作———台商独资项目“国泰名都”昨天上

午奠基，市领导周亚瑜、孙国建、张云云

参加奠基仪式。

“国泰名都”位于兰陵路与光华路交

界处，总开发建筑面积约为
#%

万平方

米，总投资约为
+

亿元人民币。该项目是

台资企业———常州国泰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成功开发“斗巷商贸城”、“国泰名

筑———和平苑”、国泰新都等项目后，在

常投资建设的又一旧城改造项目。该项

目的建设将对兰陵片区的人居环境、城

市形象起到良好的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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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 ! ! !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
%*

日召开会议，讨论十六届六中

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中共中央

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从去年
#$

月党的十六届

六中全会至今，中央政治局坚持以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

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加强

和改善宏观调控，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推进改革

开放和自主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发展社

会事业，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保持香港、澳门

繁荣稳定，加强对台工作，开展全方位外

交，统筹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精心筹备十七大，

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会议强调，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

开展和各项成绩的取得，是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广大党员、干

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扎实工作的结果。

会议认为，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重视自身建设，贯彻民主集中制

和有关会议制度、工作规则，坚持重大问

题集体讨论、集体决定。中央政治局的同

志服从大局、密切配合、相互支持，保持

和发展了团结进取的良好局面。

会议对加强和改进有关工作进行

了认真研究，认为要进一步加大解决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问题

的力度，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又好

又快发展；进一步加大解决农业基础薄

弱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问题的力度，增

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进一步加大解

决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问题

的力度，加快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建设；进一步加大解决扩大公

民有序政治参与问题的力度，充分调动

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进一步加大解决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问题的力度，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进一步加大解决社会事业发

展相对滞后问题的力度，加快教育、就

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廉租住房等事

业发展；进一步加大解决关系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问题的力度，认真化解社会矛

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进一步加大解

决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和基层组织

建设问题的力度，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进一步加大解决党风廉政建

设方面突出问题的力度，提高拒腐防变

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 领 导 会 见
中 外 宾 客

市老领导视察科教城及经贸洽谈会展馆
! ! ! !

本报讯 昨日，原市委、市人大、

市政府、市政协
%$

多名离退休老领

导，视察了科教城及经贸洽谈会展馆。

在科教城现代工业中心、现代设

计制造中心，老领导们驻足良久，对

我市采取“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企

所共赢”思路，打造一流的国家级高等职

业教育园区、高层次人才教育培养园区和

科技创新园区的做法给予高度赞扬。

!孙人杰 韩晖"

市领导会见香港时代零售集团高层

! ! ! !

本报讯
,

月
%*

日，副市长孙

国建会见了前来参加
%$$'

常州科

技经贸洽谈会的香港时代零售集团

公司行政总裁高春和一行
)

人。

香港时代零售集团有限公司是

香港肇丰集团公司附属公司，主营

商业零售、贸易和分销。自
#,'&

年

以来，香港时代零售集团已经在上

海、江苏等省（市）的
(%

座城市建立

了
++

家连锁超市，其中大卖场
)'

家，全年营业规模达
'$

亿元。
%$$$

年，集团在我市投资建立了常州时

代超级购物中心，取得了较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集团正着

手在天宁区再投资兴建一家大卖

场，该项目预计在
%$$*

年上半年竣

工开业。

!范军军 朱雅萍"

市领导会见日本株式
-./0-12

会社代表团

! ! !

本报讯 昨天中午，市领导王正

平、顾森贤亲切会见了专程来常参加

%$$'

常州科技经贸洽谈会的日本株

式
-./0-12

会社代表团一行。

日本株式
-./0-12

会社在平

板显示器设备、太阳能电池制造设

备的生产方面具有很高的技术水

平。日本株式
-./0-12

会社总经

理井野英二表示，在常期间将进一

步考察常州的企业和投资环境，相

信双方的合作前景会十分广阔。

!崔彦玲"

市领导会见日本客人

! !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领导吴春

生会见了日本大阪府政府上海代表

处的客人。

我市与大阪府的高槻市已经缔

结友好城市
!"

周年。大阪府政府代

表处以上海为起点，为日本大阪内

的企业提供中国的信息，以方便企

业与中国进行贸易、投资、合作。今

年
#

月初已经来常与我市环保局合

作探讨有机物处理等环保技术方面

的问题。今年年末，大阪府大阪市还

准备在常州举办“大阪府大阪市企

业投资说明会。”

!周瑾亮"

市领导会见欧美侨商团一行

! ! ! !

本报讯
!#

日中午，市领导戴

顺瑞会见了以马鸣为首的欧美侨商

团一行。

本次来常参加
!""$

中国常州

科技经贸洽谈会的欧美侨商团成员

主要由欧美同学会、旅法苏浙同乡

会、美国侨鸿集团、柏康集团等客人

组成。其中，美国侨鸿集团、柏康集

团已对常州进行了多次考察和项目

洽谈。 !孙人杰 韩晖"

市领导会见澳大利亚赫斯特维尔市议会代表团

! ! ! !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蒋峰会见了以议员菲利

普·桑森先生为团长的澳大利亚赫

斯特维尔市议会代表团一行。

赫斯特维尔市位于澳大利亚悉

尼市南部，地理位置优越，辐射功能

强。菲利普·桑森先生一行此次应邀

来我市进行经贸、教育考察和友好

访问。在常期间，代表团将参加

%$$'

中国常州科技经贸洽谈会，并

具体商讨赫斯特维尔市皮克斯特公

立学校与我市第一中学开展教学合

作的相关事项。

!陈欢"

一体两翼，连云港书写新“神话”

! ! ! !

“瑶草奇花不谢，青松翠柏长青，仙

桃常结果，修竹每留云。”———这就是《西

游记》中描写的古之神山花果山。“烟霞

散彩，日月耀光。”———这就是坐落于花

果山脚下的连云港。

城因港得名，港因城兴起。作为孙中

山先生憧憬中的“东方大港”，连云港
'(

年的风雨历经辉煌与沉寂；作为江苏省

惟一的大型海港，连云港港因独特的区

位优势、优越的建港条件备受关注。

%$$'

年新年伊始，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亲临连云港，着眼全国大局，把连云港

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再次凸显连

云港在东部沿海的地位。今年以来，港口

发展喜事连连，港口股份鸣锣上市、
#+

万

吨级航道疏浚全面突破
3#+

米、前
'

月吞

吐量再创新高……这些令人振奋的消息

不仅书写了建港史上的一个又一个新

“神话”，也让连云港冲刺亿吨大港的宏

伟蓝图变得更加清新和坚实。

“凤凰”展翼蓝图初现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不谋长远

者不足谋当前。近年来，连云港港口吞吐

量增幅连续
+

年全国第一，平均年增幅达

+)4

。面对着骄人的业绩，连云港人欣喜

的背后更多的是隐忧：连云港的设计吞吐

能力仅有
($$$

万吨，从
%$$(

年开始，港口

就已在超负荷运行，这是摆在港口面前难

以回避的“小马拉大车”的尴尬。

连云港市委、市政府从重振连云港、

实现新跨越的高度，于
%$$+

年
*

月提出了

“一体两翼”组合港建设新战略。“连云港

要以建设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为发展目

标，尽快建成集装箱优先发展的亿吨大

港，青岛和上海之间重要的干线大港，带

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组合大港。”连云港市

委书记王建华坚定地说。

“一体两翼”组合港建设新战略打破

了拘泥于现有狭小地区发展产业的旧思

维，确立了建设港口群、发展组合港的思

路，提出了以现有港区为主体，跳出现有

港池，向两翼拓展，形成“一体两翼”的港

口组合港新的发展战略。

%$$&

年
#$

月
#$

日，连云港市神州宾

馆内专家云集，在热烈的掌声中，连云港

市新修编的《连云港港总体规划》通过交

通部审查，这个勾画了连云港港中远期

发展的蓝图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新

的总体规划打破原来在连云港原有港区

规划的框框，跳出连云港主体港区，将南

部和北部的海岸线也规划成港口建设的

岸线。端详《连云港港总体规划图》，沿海

,

大港区恰巧勾勒出了一只振翅而飞的

凤凰形象，随着规划的逐步深入，这只

“凤凰”展翼的蓝图已经初现。

“连云港速度”令世人震惊

许多人用沧海桑田来形容连云港港

近年来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大

自然的造化，而是人定胜天的伟大创举。

当得知连云港去年一年就建好了
(

个码

头，今年还要建成
(

个码头时，马士基集

团大中华区副总裁倪国森激动地说：“这

样的建设速度，在全世界都是一流的。”

提速！提速！现今的连云港港处处洋

溢着跨越发展的激情。

为了加快
#+

万吨级航道扩建工程进

度、保证生产急需，建港指挥部协调国内

顶级的四大航道局调派最先进的施工船

舶参与施工，在航道中施工的船舶一度

多达
#&

艘，超过了国家整治长江口航道

的规模。目前航道浚深已经全面突破
3

#+

米，年底基本达到
3#&

米。

为了加速庙三突堤工程建设，近
&$$

人和多台大型机械全天候作战，原定于

%$$*

年
&

月建成的连云港港庙岭三期突堤

所有水工主体工程将在今年内全部完成，

比原先的计划整整提前了半年。

为了筹集建港资金，港口集团将聚合

多方力量、走多元化发展道路作为加快实

施“亿吨大港工程”的必由之路。港口股份

成功上市筹集资金
*5)

亿，在全国银行市场

发行
#$

亿短期融资债券，与中远集团、中海

集团等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大力推进

多渠道融资，已经成为港口的拿手好戏。

现在，连云港港主体港区建设亿吨大港

的
#$

多个泊位以及深水航道和集疏运系统

等工程已全面铺开，“两翼”港口群建设已经

开始启动。同时，赣榆县与客商共同开发建

设的海头港二期工程正加紧推进；柘汪、燕

尾临港产业区已有百余企业入驻，南翼港区

方案研究计划
#$

月底将得出重要成果……

太多太多的“惊喜”，广袤的海天之

间，连云港人的不懈耕耘，正如一曲蔚蓝

色的交响乐，激越而持久，高亢而飞扬。

上量“奇迹”冲刺亿吨大港

吞吐量是港口之间竞争的关键。为了

承担起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任，在港口

竞争中抢得先机，连云港市委、市政府确

定了
%$$*

年实现亿吨大港的目标。面对目

标，连云港人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

性，用巧干和苦干的拼搏精神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上量“奇迹”：今年
#

至
'

月份，港口

完成吞吐量
+$##5%

万吨，同比增长
#,5#4

；

集装箱完成
,,5#

万标箱，同比增长
(%5)4

。

面对激烈竞争的货源市场，连云港

港在生产组织上新建立了主体货源开发

责任体系，对矿石、焦炭、胶合板等
*

大类

主体货源量化增量指标，将供货市场与需

求市场有效对接，主动为贸易双方牵线搭

桥，拓展货源市场。到目前为止，焦炭、胶

合板、水泥及熟料、机械设备
(

大货种增幅

均达
+$4

，成为港口上量的增长点。

航线和航班是港口发展的命脉，为了

进一步拓展经营市场，连云港港采取市场

开发与航线开辟合作发展的办法，全力抢

占直接腹地，竞争间接腹地，大力开辟航

线、稳定和加密航班。今年
*

月，满载货物的

“烟海太湖”集装箱船离开港口集装箱码头

驶向香港，这标志着烟台海运提供周班服

务的连云港至香港集装箱班轮航线正式

投入运营，也意味着连云港港至香港航班

增至每周四班。今年以来连云港港已新开

通了至美西、环球、马尼拉、泰越等
#$

条集

装箱航线和至英国、红海非洲
%

条杂货班轮

航线，使得集装箱、杂货和客货班轮航线总

数提升到
($

条，月航班达
%$$

多个。

为了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快速提

高生产效率，港口还开展了“学习和技术

的革命”，在货物的装卸过程中，通过优

化生产组织不断提高作业效率，使多种

货物的装卸效率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连云港日报记者 王波 报道

傍晚的连云港集装箱码头依然繁忙# 王斌 摄

背景链接

! ! ! !

连云港是我国沿海主枢纽港之

一$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亚欧

间重要的水陆中转港#在中国绵延逶

迤的海岸线上$ 连云港南联长三角$

北接渤海湾$隔海东临东北亚$又通

过陇海铁路西连中西部地区以至中

亚$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具有

重要战略地位#连云港港的发展定位

为集装箱优先发展的亿吨大港$青岛

和上海之间重要的干线大港$带动区

域经济发展的组合大港#

从
!""#

年至
!""$

年$ 连云港港

吞吐量连跨
%

个千万吨台阶$是开港

以来规模扩张最快的时期 $ 其中

!&&%

年连跨
%&&&

万吨%

$&&&

万吨
!

个

千万吨台阶#

连云港港现为全国十大集装箱

港和全球集装箱百强港$拥有生产性

泊位
'%

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
'&

个$

最大泊位
#%

万吨级#到&十一五'末$港

口通过能力将在
!&&%

年基础上翻一

番以上$达到
(&&&

万吨左右$其中集装

箱通过能力达到
'&&

万标箱以上#

!&&(

年$连云港港确立了吞吐量过亿吨$集

装箱运量过
'&&

万标箱的发展目标#

【新华日报特约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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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教授张

颢瀚：连云港作为欧亚大陆桥的桥

头堡$ 内陆连接万里$ 海外通达五

洲$在区域位置上有突出优势$战略

地位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温家宝

总理明确提出要把连云港的发展放

到国家层面$ 放到全国区域发展的

总体布局中看待#

省委高度重视连云港的发展$

明确提出 &举全省之力$ 振兴连云

港'的战略思路#在省委的关心和指

导下$ 连云港市突出了以 &一体两

翼' 为主要思路和主要布局的发展

战略$以现有港湾为&一体'$强化主

港区的主体枢纽功能( 利用南北相

对优势$拓展出南翼和北翼港区$突

破主港区的地理限制$ 形成三区联

动的空间功能框架$ 既增加了连云

港港区的运作空间$ 又扩展了连云

港城市发展的战略空间#

江苏省委党校教授谈镇：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绩效如何取决于诸

多要素$但归根到底取决于发展战略

的制定和实施#现代港口立体运输方

式以及它与内陆腹地间的联运网络

是现代经济重要因子)腹地与港口是

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的$港口发展能

在更广阔的空间更快地实现腹地经

济价值$节约运输成本(而腹地的发

展又会对港口提出更高的要求$腹地

是港口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一

体两翼'组合港口建设的新战略腾空

出世$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两翼$连

同港口直接腹地和间接腹地构成了连

云港中远期发展的蓝图$ 形成了具有

地域特色的&发展极'#我们期盼$连云

港这只&凤凰'飞得更高%更快%更强#

2007中国国际动漫产业
和艺术论坛昨开幕

! ! ! !

本报讯 由国家文化部中外文化交

流中心、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

厅、江苏省广播电视局和常州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常州人民广播电台承办的

%$$'

中国国际动漫产业和艺术论坛昨

天下午开幕。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副主任王燕生宣布论坛开幕。艺术周组

委会副主任、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居

丽琴代表艺术周组委会欢迎四海宾朋并

致辞。中国动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贡

建英主持论坛。

副市长居丽琴在致辞中说，常州作

为连续四届举办国际动漫艺术周的城

市，拥有发展动漫产业深厚的文化底蕴、

丰富的人才资源、优良的创业环境和充

满活力的体制机制。近年来，常州打造了

国际性、国家级的动漫专业展会品牌，着

力推进了首批国家动画产业基地的建

设，搭建了发展动漫产业的公共技术服

务、教育培训、投融资、衍生产品开发等

服务平台，在政府的鼓励和扶持下，一批

知名的国际动画企业纷纷入驻常州，为

常州的动漫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目

前，常州基地共集聚动画企业
*$

余家，

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动漫产业链。

%$$&

年，常州基地还被评为“中国十大

最具投资价值的创意产业基地”，这些优

势使常州成为目前中国动漫产业优势明

显、发展最快、具有竞争力的掘金宝地。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探索动漫产业集约

化、规模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发展模式，

致力于把常州建设成为集动画制作、研

发、教学于一体的中国动画名城。

作为
%$$'

中国（常州）国际动漫艺术

周主体项目之一，本届论坛主题为原创

动画创意制作与市场开发。中国文化部文

化市场司副司长张新建的演讲主题为：中

国动漫产业现状、发展预期和国家动漫产

业政策前瞻；美国加州艺术学院教授凯

文·盖格的演讲主题是：独立内容制作时

代与发行变革；台湾艺术大学多媒体动画

艺术系教授石昌杰的演讲主题为：从插画

到动画———以《微笑的鱼》为例；法国迪斯

尼电视台节目及制片执行总监朱利安·伯

德的演讲主题为：中法合拍动画片成功模

式分析和在欧洲主流媒体播放发行中国

动画片的探索。在今天的论坛中，还将有
)

位中外嘉宾共同探讨动漫产业和动漫艺

术的发展议题，共同分享动漫艺术周的快

乐和激情。 !高巍 谢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