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粉丝”已突破66000人
本报社会新闻部微博发展迅猛

本报讯 到昨天，常州日报社
会新闻部新浪官方微博“粉丝”已
超过66000名，其中本地“粉丝”占
近2/3。
“常州日报社会新闻部”新浪微

博是2012年12月26日设立的，次日
通过新浪官方机构认证。两年多来，
“常州日报社会新闻部”官方微博实
时更新，并每日与网友互动，至今已
发布微博近3000条。

现在，“常州日报社会新闻部”
已成为本报新闻报料的重要平
台。通过这一平台，本报记者及时
采访并报道了《童子河西路布满
尖锐钢片》、《明明未婚未孕却被

查出“怀孕”》、《募捐箱成了杂物
箱》、《一则“玩笑”帖引发地毯式排
查》等大量有影响力的报道，同时，
还与新浪江苏网站合作开展了“我
有空座位带你回家”等多项民生公
益活动，社会反响良好。

在与“粉丝”日常互动中，该官方
微博工作人员还在第一时间解答“粉
丝”的问题，为求助网友支招。

作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
途径之一，本报极为重视该官方微博
建设工作，将进一步把它建成践行群
众路线、深入推动“走转改”的新型渠
道，进一步建成沟通百姓和政府、民意
和媒体的新桥梁。!王益芳 童华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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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音乐教材老歌多
钟楼区主办原创歌曲征集大赛，

希望有所突破
本报讯 苏畅是钟楼区实验小

学的音乐老师。在他们的音乐教科
书上，《草原赞歌》、《外婆的澎湖湾》
等传唱几十年的经典歌曲占了多
数，而像《喜羊羊与灰太狼》插曲《左
手右手》等新歌并不多。苏畅说，她
一方面很认可经典老歌的魅力，一
方面又希望能让孩子们多唱“这个
时代的歌”，但遗憾的是，让人耳目
一新的儿童歌曲并不多。

本月20日，由钟楼区主办的“常州
人·常州梦”原创歌曲征集大赛启幕，
儿童歌曲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包括苏
畅在内的全区100多名中小学音乐教
师观摩了大赛发布会。发布会被设计
成展示常州原创歌曲佳作的演唱会。

培养原创、助力推广，正是此次大
赛的目的。钟楼区文化馆馆长孙茹说，
希望通过大赛挖掘一批优秀的原创音
乐人才，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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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向远看 产业向上走
阎立率常州代表团赴上海浦东新区考察学习

本报讯 上海是全国改革开放和转
型发展的高地，浦东新区更是国家战略
要素集聚、改革经验频出的桥头堡。本月
20日，市委书记阎立率常州代表团赴浦
东新区考察，详细了解浦东新一轮开发
开放、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情况，学习借
鉴创新发展理念，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推
动接轨上海取得更大突破。

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
沈晓明，区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冯伟，区
委常委、副区长周亚等陪同考察。

更大的改革开放手笔、更具战略性
的举措，浦东新区正在创造发展新优势。
世博前滩地区定位上海新名片，正在重
点发展总部商务、文化传媒和体育休闲

三大核心功能，营造高度国际化的生活
氛围，力争“3年出形象、5年出功能”，阎
立详细了解了“立体城市”、分布式能源
系统等情况。在规划面积24.7平方公里
的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也是一派火热
的建设场景。该项目是上海建设世界著
名旅游城市的核心功能区域。如何借鉴
上海旅游发展的先进理念，如何承接迪
士尼明年开园后带来的溢出效益，成为
座谈交流时热烈讨论的话题。

新常态下，浦东新区加快各类开发
园区的转型升级。张江高科技园区目前进
驻企业逾3000家，去年实现税收超过200
亿元。园区坚持创新驱动、加快发展现代
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念和成效，

使代表团成员深受启发。张江药谷公共服
务平台紧紧围绕国家重大专项，专注于新
药研发生产链前端的专业孵化育成；上海
浦东软件园三期从产业趋势入手，设有
2.6万平方米的孵化楼，开辟有400个移动
办公工位的云计算应用示范区。阎立对这
些做法高度肯定，要求常州各类园区以质
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二次创业”步伐。

代表团一行还考察了快钱支付清算
信息有限公司、上海河马动画设计股份
有限公司等企业，详细了解了开发和运
营情况，探讨双方在电子商务、动漫游戏
等领域的合作机会。

阎立在考察学习中指出，学习上海、
接轨上海、服务上海，是常州城市发展的重

大战略。淞沪大地改革创新的激情和活力，
对常州是机会，更是鞭策。我市已具备在更
高层次、更广领域对接上海的基础和条件，
要更加积极主动展开对接，在产业、科技、
城建等领域开展新合作，在学习借鉴中接
受辐射带动，在深化合作中推动转型发展。

阎立强调，新常态下更多是比智慧、
拼韧劲。全市各板块和相关部门要善于
学习、敢于担当，目光向远看、产业向上
走，在规划定位、开发开放、要素破解等
方面开阔思路、取得突破，最大限度地释
放改革红利，走出“和而不同、质量过硬、
群众满意”的特色发展之路。

市委常委、秘书长蔡骏参加考察。
!马浩剑"

围绕重大问题协商议政
让政协声音更有分量

市政协主席会议提出———

本报讯 市政协19日召开十三届
二十八次主席会议。市政协主席邹宏国
主持会议，并要求紧紧围绕全市有关重
大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协商议
政，让政协声音更有分量。

邹宏国在会上传达了全国政协十二
届三次会议主要情况和精神。他说，全市
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要认真贯彻落

实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精神、习近
平总书记参加联组讨论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以及俞正声主席在全国政协十二届
三次会议闭幕式上讲话要求，广泛凝聚
改革、发展、法治、反腐败和核心价值观
5个共识，切实把中央和省市委的精神
融入到政协各项履职工作中。

邹宏国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关于协商民主的意见》，充分发挥政
协独特优势，重点聚焦“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和群众关切，就制定“十三五”规划、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障“舌尖上的安
全”等重要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
政，在推进新常州的伟大实践中，发出政
协更有分量的声音。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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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重大项目 形成强烈氛围
今日起，常州日报、常州晚报、中国常州网及其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等

多媒体联动，推出“重大项目深化年”系列特别报道

本报讯 据记者连日来了解，我市
一批重大项目正在掀起建设热潮。今天
起，常州日报社旗下常州日报、常州晚
报、中国常州网及其客户端和微信公众
号等，将采用多媒体联动方式，推出“重
大项目深化年”系列特别报道。

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实现新作为？
“中国制造2025”是题中应有之义，

它就在身边，它始于当下。而对于以制造
业立身的常州来说，项目建设特别是重
大项目建设尤为重要———要以高水平的
大增量来提升经济能级，带动存量优化。
从经济规律来看，项目越是重大，单位产
能所消耗的资源越少，综合效益越高，也
越能产生1+1>2的效果。

2014年，市委市政府吹响“重大项
目突破年”号角，全市上下众志成城，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取得了丰硕成
果。一批重大项目在常州落地生根，项目
完成率和投资增长率均逆势上扬，为全
市转型发展、长远发展积蓄了强劲动力。

今年，市委市政府发扬“钉钉子”精
神，聚焦“重大项目深化年”，以更大的决
心、更大的力气、更有效的手段，全面聚
焦重大项目、服务重大项目、推进重大项
目，努力实现重大项目新一轮建设热潮，
并且明确提出：已敲定的重大项目要加
快进度、开枝散叶，新建的市重点项目上
半年开工率要达到80%以上。

此轮报道，将重点聚焦去年落户我
市的10个重大项目。它们分别是：众泰汽
车整车、蓝色星球化工新材料、波士顿锂

电池二期、斯太尔多缸柴油发动机、中国
香精香料华东总部及生产基地、东风汽
车整车、健亚胰岛素、新阳化工新材料、
查特深冷LNG储罐和宇培物流中心。

这些项目，总投资超过500亿元人
民币。

据了解，这批重大项目，有的今年就
将开始投产，有的正在建设，有的在加快
前期工作即将开工。其中，众泰汽车整车
项目已完成冲焊联合车间钢结构墙面和
屋顶组装；新阳化工新材料项目中，年产

60万吨乙苯、30万吨苯乙烯联合装置项
目，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查特深冷LNG
储罐项目正在加紧厂房主体施工；宇培
物流中心项目也已进行基础部分施工。

记者还了解到，围绕这批项目的有
力推进、快速建设、早日见效，全市各地
和相关部门正在拼干劲、拼智慧、拼举
措，抓协调、抓落实、抓督查，一个个指挥
部正在挂图作战，一个个政府部门已把
办公桌搬到了工地旁，一个个公务员正
在成为全天候的服务员。

同时，各地还以改革的精神，创新服
务机制，紧紧围绕信息、在谈、签约、前
期、预备和可实施项目等“六个一批”要
求，建立健全部门联动解决问题机制，推
行全程服务、全程代办，全面梳理和整合
批而未供、供而未用土地，紧盯产业链高
端环节和缺失环节，展开新的精准招商，

力求更大作为。
不止一位企业家对记者说，如果把

一个项目比作一条船，那么，一个重大项
目就是一个舰队或者一艘航母。记者在
采访中强烈地感受到，全市上下对这些
重大项目充满期待。

为此，常州日报、常州晚报、中国常
州网及其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等，自今
日起对10个重大项目目前的进展情况一
一进行跟踪报道（各媒体每周两个），形
成推进“重大项目深化年”活动的浓郁氛
围，力促签约者快落地、落地者快建设、
建设者快竣工和早达产，同时，促进全市
各地招引新的更多的重大项目，在经济
新常态下体现新作为，加快建设“强富美
高”的新常州。

!本报首席记者 韩晖"

【常州日报今日首推特别报道详见A2版】

越来越多开发商进入主题公园市场
沈波提出“24H12M80Y理论”并强调“文科融合”

恐龙园去年营收超过5亿元，创全国主题公园单体收入之最

本报讯 发展到今天，主题公园如
何寻求突破？常州恐龙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沈波日前在北京“2015中国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亮出观点：做
精做深主题文化内涵，打造综合性的一
站式旅游目的地。

本届论坛上，世界著名咨询公司美
国AECOM发布数据显示：中国主题公
园市场增势迅猛，2014年中国新开业的
主题公园和水上乐园25个，预计2015年
将更多。越来越多的开发商进入主题公
园市场，主题公园质量良莠不齐，市场竞

争越来越激烈且同质化严重。
对此，沈波提出了主题景区

“24H12M80Y理论”———24指小时、12
指月份、80指年龄。也就是说，以游客需
求为核心，为游客提供全天候、全季节、
全年龄的文化旅游产品。并且，强调主题

公园要以文化和科技融合为基，锻造主
题公园内在之魂；以体验升级为核，打造
主题公园的主题竞争力；以旅游行为和
消费导向为本，成就一站式旅游目的地。

2000年开园的中华恐龙园经过15
年深耕，已成为中国运营最成功的主题
乐园之一，2014年营收超过5亿元，创下
中国主题公园单体收入之最。并且，完成
了从单一主题乐园向“环球恐龙城”景区
的转型升级，集主题公园、温泉休闲、游
憩型商业、剧场演艺、餐饮住宿等于一
体，开创了中国主题文化旅游景区综合
性业态模式，站上了中国一线一站式旅
游目的地的高地。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
会秘书长冯玉国对这一创新模式给予很
高评价，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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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奔涌救耳朵
一位有相似经历母亲捐赠15000元

“迅速抢救1岁半双胞胎男孩听力”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

本报讯 本报18日刊登《迅速抢救
1岁半双胞胎男孩耳朵》报道后，各界人
士爱心奔涌，到昨天下午，来自各方的社
会捐款已有12万余元。

金坛援疆教师汤文良18个月大的
双胞胎儿子失去听力，需尽早植入人工
耳蜗。
“18号那天早上，8点多钟我就接到

想要捐款的电话。”双胞胎的妈妈王丽娟
说。通过常州日报和常州日报微信公众
平台的刊登和转发，很多想捐款的个人
和团体辗转获得王丽娟支付宝账号、银
行卡卡号，献出爱心。

王丽娟十分感动，特意用一本小本
子记下了每笔款项。“以后，我要说给两
个孩子听，当年有这么多好人，为让他们
可以听见，献过爱心出过力。”

昨天，记者翻开这个小本子看到，少
则20元，最多15000元，汇聚而成的个人
捐款已超过6万元。15000元的那笔捐
款，来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母亲，她与
汤文良夫妇有相似的经历，女儿3岁时
失去听力，后来及时植入人工耳蜗，现在
已与正常人无异，她希望思思和安安这
对1岁半的双胞胎男孩，能像自己的女

儿一样，尽早回归有声世界。
“以前，我根本没想到社会上会有这

么多人帮助我们，我们真的万分感谢！”
王丽娟对记者说。

除了个人捐款，汤文良援疆工作组
的同事和金坛市教育局也筹得6万余元。

据悉，常州市教育局、金坛市妇联、金

坛一点爱心社、清泉希望行动、金坛春风
幼儿园等，也都在行动，为筹集资金尽力。

上周五，王丽娟接到上海五官科医
院的电话，明确两个孩子都适合接受手
术。本周四，他们将带着思思和安安前往
上海，做最后的听力检查，以确定手术方
案。 !陈玉婷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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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武进区湟里镇开展

%法律护农进万家&&&普法惠农服

务三农'现场宣传活动#副市长张耀

钢参加活动$ 普法人员为上千人次

农民进行法律咨询# 并派发相关法

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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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司法局( 市农委联合相关部

门已连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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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展 %普法惠民服务

三农'活动$

王晓芬 黄钰 摄

人工耳蜗
及其植入方法

据市三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

治医师仇继兵介绍# 人工耳蜗通常

包含拾音器(言语信号处理器(传递

接收刺激器(电极等#其中电极属于

耳内部分# 通常情况下需要通过手

术经耳后切口植入到耳蜗及头部的

肌肉和颅骨之间$具体操作中#不同

类型的人工耳蜗装置有所不同$

该手术属于耳显微手术# 术后

伤口愈合需要
+*

天左右$ 术后
+*

天

至
#

周需进行言语处理器的调试编

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开机$然后#

患者还需到专业机构进行听力及言

语方面的康复训练$ 对于先天性聋

儿# 人工耳蜗植入比较理想的年龄

是
+

周岁#但内耳严重畸形(听神经

缺失等患者儿就不适宜手术$

目前# 人工耳蜗装置主要依赖

进口#价格在
)*

万元左右#同时还需

手术费用约
)

万元$ 周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