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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客运如何“突围”？
旅客人数、加班班次双双下降———

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本月16日发布
数据显示，今年春运，全市各级公路客运
站共计发送旅客191.38万人次，同比下
降8.81%。常运集团春运期间共执行加
班2675班，同比减少20.05%。

客运生命力：也许只有3至5年

记者在常运集团的一份统计数据表
上看到，节前15天，常州站运送旅客46万
人次，同比降幅明显。而春节7天，市区各
大汽车客运站发送旅客11.64万人次，同
比下降10.4%，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昆
山客运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增倍。

常运集团副总经理李小元表示，随
着铁路线网不断完善和机场运输持续发
力，传统公路客运的优势逐年下降，现状
可谓是：前有标兵、后有追兵。

今年春运，机场共运送旅客21.8万
人次，同比增长11%。常州机场通航24

个航点，为历年来通航城市最多的一次。
除此之外，到2020年，我省沪通铁

路、连淮扬镇铁路、宁淮连铁路等也会蚕
食目前苏北优势线路的份额。

除了铁路、民航，凌晨休息制度对公
路客运的影响更大。

停车休息制度是指除空载客车、机
场班车外，其他未实行接驳运输的营运
客车凌晨2时至5时必须停止运行。李小元
说，对于乘坐中长途线路乘客来说，大家
习惯于夕发朝至，选择这个时间段乘车的
人多数是在外打工的低收入人群。“他们

为了省住宿费，睡一晚就到了，但现在到
不了，这部分乘客就会选择坐火车”。
“不是危言耸听，传统模式下公路客

运的生命力也许只有3至5年了。”李小
元说。

出路在哪？转型“互联网+”
李小元表示，今后一段时期内，集

团将围绕客运班线的延伸产品，利用
“互联网+”的崭新服务手段，提供个性
化出行服务，做强中短途运输，实现市
场“突围”。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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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村引进3架“谷上飞”
全省农机局长学习“金坛经验” 本报讯 24日，参加全省市县农机

局长知识更新培训班的学员80余人，专
程赴金坛考察调研，观摩黄金村遥控植
保飞机田间作业。

据了解，金坛市是省农机化综合示
范县、全国农机化示范区和全国平安农
机示范县。该市形成工商资本投入、家庭
农场发展、村集体组织领办三大模式，全
市农机总动力达41.5万千瓦，农机化综
合水平接近90%，位列全省第一方阵。

在朱林镇黄金村，一架从珠海新购
置的“谷上飞”遥控植保机，正在田间喷
洒防治小麦纹枯病的农药。3人合作配
药、更换电池和遥控操作，每小时作业面
积超过150亩。

黄金村党总支书记王娟介绍，原先
半机械半人工的行走式或乘坐式田间植
保，1人1天作业面积10亩左右，且会损
毁部分稻麦。此次投入近40万元引进3
架“谷上飞”植保机，喷洒均匀，效果更
好，实现人药分离，再也不必担心夏天稻
田治虫时人员中暑中毒情况的发生。

省农机局副局长王翠章表示，金坛
市农机专业服务组织建设资金投入渠道
广、创新发展模式多、经济社会效益好，
值得全省各地学习借鉴。

#曹建军 韩献忠 赵鹤茂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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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名学生收到273份录取通知
其中排名前50位大学共141份

省常中AP班!

本报讯 3、4月份是美国高校发
送录取通知书的高峰期。记者从省常
中AP课程班获悉，截至昨天，该校
2015届AP课程班80名学生共收到273
份录取通知，其中排名前50位大学的

有141份。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加州大学圣

地亚哥分校2015年本科国际生录取率
仅为7.4%，省常中AP课程班共有47名
同学申请了该校，竟有34名学生收到

了这所著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录取
率为72.3%，创下了美国加州大学圣
地亚哥分校在长三角同类学校的录取
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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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再发力
拟向22个重点项目提供融资129.33亿元，拟向773家

“三位一体”企业新增融资417.44亿元

落实“重大项目深化年”工作部署

本报讯 昨天，记者在我市“重大项
目深化年”银企对接会上获悉，我市19家
银行机构拟向22个重点项目提供129.33
亿元融资支持，拟向773家“三位一体”企
业提供417.44亿元新增融资支持。

今年以来，为积极落实市委、市政府

重大项目深化年的工作部署，市金融办、
人民银行常州中心支行、常州银监分局
联合市发改委、经信委、科技局、财政局
等部门组织开展了重点项目和转型升级
“三位一体”企业融资需求调查和对接工
作。我市银行机构与2050家“三位一体”

企业以及150个重点项目广泛开展融资
洽谈，取得显著成效。

对接会上，26家企业代表与相关银
行集中签约，签约金额36.38亿元。拟向
773家“三位一体”企业新增的417.44亿
元融资支持中，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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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先进制造业
拓展现代服务业

我市代表团赴日本、韩国开展系列经贸活动

本报讯 3月17日-24日，围绕
机器人、汽车零部件、新能源、医药
与医疗健康服务以及文化创意等产
业，副市长方国强率我市经贸代表
团赴日本、韩国开展系列经贸活动。

在日期间，代表团拜访了兴和
制药、好侍、欧姆龙、冲电气、加特
可、电装、TOPIA、纳博特斯克等8
家株式会社及日本LED照明推进协
会、川崎市经济劳动局、东海日中贸
易中心等3家机构，推进了在谈项
目，拓展了一批项目信息。

在韩期间，代表团密集拜访了
14家公司及机构，扎实推进了LG化
学、SK创新、诺贝利斯等一批项目，

并与韩国江源情报文化振兴院、韩国
Hucare集团签署了2项合作协议；拜
访了仁川医疗观光财团以及圣玛丽、
DKLydia、志安国际、B&VIIt眼科等
一批韩国知名综合与专科医院、诊疗
中心、健康美容等医疗机构，获取了一
批项目信息，取得了积极交流成果。

方国强向拜访企业和机构详细介
绍了常州总体概况、产业规划、发展重
点、产业基础和人才资源等情况，并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良好的互动，取得
了积极的推介成效。

经贸活动期间，代表团还拜访了
日本所泽、韩国春川等友好城市。

#商务$

瑞和泰旗舰店今起入驻副食品大楼
回馈老顾客活动28日启动

本报讯 写有“瑞和泰旗舰店入驻
副食品大楼”字样的吊旗已高高挂起，迁
址的告示牌也贴在店堂的玻璃门上：从
今天起，南大街上的瑞和泰旗舰店就要
着手搬家了。与此同时，回馈老顾客的促
销活动也将于28日展开。

这已经是这家百年老字号第三次
搬家了。从最早的紧挨着西瀛里的南

大街路口搬入南大街核心商圈，每一
次挪位都距离核心商圈正中心越来越
近。对于这一次的搬家，瑞和泰员工内
心充满了兴奋与期待，因为新店的营
业面积扩展到1500平方米，有了更大
的发展空间。

此次，瑞和泰入驻副食品大楼一楼
和二楼。商品的内涵和外延都将被放大。

其中，将引入大量的绿色、无公害蔬果和
肉类等生鲜商品及烟酒等；单个大类商
品的品种会倍增。光是像鸡蛋这样的常
用食品，品种就会从当下的5个增加到
10个以上；甚至海鲜、水产品都能在瑞
和泰买到。重要的是，瑞和泰旗舰店的进
口商品占比也将提高到30%，以满足高
端会员的需求，而在未来几年，这一比例

或将翻倍。至于服务，也已经不仅仅局限
于店堂内。外送、提袋服务都将产生。而
服务的对象，既包括现有和潜在的顾客，
也包括20岁左右的年轻人。

据了解，为感谢长期以来一直支持
瑞和泰的老顾客，28日起，瑞和泰将推
出为期一个月的“感恩回馈月”活动。
回馈月期间，老顾客在瑞和泰旗舰店
任意消费，即可至服务台办理开业礼
金卡，以原卡5元尊享20元的购物优
惠。而在瑞和泰旗舰店消费满108元，
送8元的购物礼金卡。

迁入新址后的瑞和泰旗舰店将于4
月28日开业。

#龚妍 孙东青$

呈现四大变化
今年市长质量奖评审———

本报讯 昨天，我市召开新闻
发布会，2015年（第三届）市长质量
奖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申报截止时
间为5月8日。今年市长质量奖较往
年呈现四大变化：

一是启动时间早。今年市长质
量奖于3月26日正式启动，比往年
提前了1个月，着重考虑我市企业
参评一年一度的江苏省质量奖和两
年一度的中国质量奖，为他们提早
做好准备，争取最好成绩。

二是参与范围更广。所有在常
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正
常运营5年以上的国有、民营、外
资、股份制等各类所有制企事业单
位，均可成为申报主体。

三是突出工业主体地位。以先
进制造业为重点，兼顾现代服务业
及现代农业等产业领域。

四是突出规模优势企业。以规模
优势企业为导向，适当兼顾战略性新
兴产业领域的成长性中小企业。

市质量强市推进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江华告诉记者，至今我
市获得市长质量奖的企业有7家，
17家企业获得市质量管理先进单
位，市长质量奖并非终身制，有效
跨度为3年。获得市长质量奖的企
事业单位3年后可再次申报当年度
的市长质量奖，评审原则是优则
胜、劣则退。

市长质量奖也有退出机制，获得
市长质量奖的企事业单位在获奖后3
年内如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将由市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在
情况属实的前提下，提请市政府批准
后，撤销奖励，收回奖牌、证书，追缴奖
金，并向社会公告。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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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樱花开满枝 桃花海棠迎宾
2015年第9号花情预报!

本报讯 市园林部门昨天发布
2015年第9号花情预报：明媚春光
让含苞待放的樱花“耐不住性子”，
红梅公园和青枫公园的早樱已经绽
放，粉色、白色的花骨朵一堆堆、一
簇簇、一层层，灿若云霞。

红梅公园种植的樱花多属日本
早樱和日本晚樱，目前盛开的为早
樱，现已开花五六成，集中分布在大
草坪和半山亭附近，是园内观赏樱
花的最佳之处。樱花半开春意浓，青
叶萋萋犹遮面。青枫公园的10余株

早樱也已陆续开花。樱花花期极短，短
暂的绚烂后随即凋谢，因此有“樱花七
日”之说。所以，要欣赏樱花的市民要
抓紧时间。

除了樱花，本周六2015年常州市
圩墩文化节暨桃花花会开幕，5大系
列、40个品种、1000多株的观赏桃花
竞相争艳，目前已开放近四成，预计整
个花期将持续到4月中旬。

周日，荆川公园还将拉开海棠花
会的帷幕，海棠花会将一直延续到4
月7日。 #袁花沁 周瑾亮$

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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