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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宁区郑陆镇焦溪古镇，沿着发亮的青
石板，走过一个街转角，就会看到一座老房子。

据了解，这座老房子超过100年了。
如今，沈惠虎、范燕华和胡文萍3个人在

这里开了一间小书吧，名为“焦溪时光机”。他
们为本地居民提供阅读场所的同时，还为外
来游客提供古镇介绍和免费陪游。

在这里，你可以读一本好书，也可以静静
地享受古镇的宁静与美好。

屋里，有一面留言墙。游客可以自行选择
明信片，并选择若干年后的日期。到那一天，
这里的工作人员会帮你把明信片寄出去，寄
到你的朋友或自己手中。

在明信片墙周围的书架上，陈列了不少
书。这些书，都是沈惠虎等精心挑选后买来的。

沈惠虎本月 1 日介绍说，焦溪古镇既是
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又是第三批中国
传统村落。两个“国字头”的殊荣，让焦溪人骄

傲而振奋。他们专门找来了介绍焦溪历史的
书籍和宣传册页，让外来的游客可以通过它
们认识焦溪，了解古镇。

记者了解到，目前，省市区镇各级政府正
在制订焦溪古镇的保护规划和方案。郑陆镇
政府将提升焦溪古镇的基础设施，并把它列
入为民办实事项目。现在，龙溪河的河水接
管、雨污分流正在建设；近期，还将实施部分
老房子修缮和杆线落地工程，店招店牌也将

改造。
未来，郑陆将通过多种方式，将藏在深闺人

未识的焦溪古镇“推出去”，向世人展示它“圣贤
遗迹、帝师故里”的历史文化底蕴。

胡平 摄影报道“焦溪时光机”

① 夏夜，“焦溪时光机”迎来一批大学生。他们来这里了解焦溪历史。

本报讯 为了解农村社会保障的建
设情况，并汲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连
日来，我市开展专项问卷调查。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的

增长，农村人均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农民
逐渐改变传统生产模式，产生了大量的
剩余劳动力。在这种背景下，农村社会保
障显得更为重要。

据了解，本次问卷调查共设置了
18 个问题，包括“您是否知道新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您是否享受了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您对当地社会保障制

度中哪些内容最为关心？”“您认为当
地的医疗情况有哪些需要改进？”“您
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是否得到切实保
障 ？”“ 如 果 您 生 病 了 愿 意 去 哪 里 就
医？”“您认为当地养老保险存在哪些
问题？”“您认为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存在哪些问题？”等。有的是单选题，
有的是多选题。

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到常州市政府
网民意调查一栏，或者常州市统计局官
网的在线调查一栏投票，调查时间为 8
月31日至10月30日。

（凃贤平）

我市开展农村社会保障情况问卷调查

18个问题您能答出多少？

本报讯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
一夜。明天，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
的第15个节气——白露，这是全年
昼夜温差最大的一个节气。

露是由于温度降低，水汽在地
面 或 近 地 物 体 上 凝 结 而 成 的 水
珠。俗话说“处暑十八盆，白露勿
露身”，处暑时，天气仍然较热，每
天都要用一盆水洗澡，进入白露之

后，天气已经转凉，就不能再赤膊，
以免身体受凉。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北方
冷空气南下影响，今明两天我市有
一次降水过程，预计最高气温将降
至 30℃以下。市气象台专家表示，
随着季节的转换，早晚温差将越来
越大，市民需注意及时增减衣服。

（其相 吴同品）

明天白露 降水降温

本报讯 “日出阳湖·风雅江南”武
进区第 4 届市民艺术节 4 日在淹城东门
广场举行开幕式，40 多项活动将给武进
市民带来欢乐。

为打造区域文化品牌，进一步满足市
民精神文化需求，近年来武进推出市民艺
术节这一新品牌，获得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今年的市民艺术节由武进区委、区政

府主办，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新局承办，各
镇、村主动介入，常州其他辖区也受邀参
与，首次实现文化互动和区域联动。艺术
节期间将推出展演、展示、比赛等40多项

活动，集中安排在9-10月举行，全面展示
近年来武进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

本届艺术节突出群众主体，市民可
踊跃参与。艺术节期间，新天地水上舞台
将有群众文艺团队演出、省文化馆送综
艺下基层专场、区文联“艺苑秋韵”文艺
汇演等活动。各镇、街道将举办锡剧折子
戏专场巡演及全区业余文化团队展演，
并将于10月8日举行优秀业余文艺团队
会演暨武进区第4届市民艺术节闭幕式。

（张军 陈荣春 马浩剑）

40多项活动陆续推出——

武进举办第４届市民艺术节

本报讯 为完善城市功能布
局，打造生态宜居城市，金坛区投
资 17.5 亿元打造总面积近 300 万
平方米的钱资湖风光带。记者本月
2 日获悉，去年 11 月中旬开工的钱
资湖风光带一期工程（北侧风光
带）已完成 80%工程进度，预计 12
月份完工。

钱资湖风光带位于滨湖新城
南侧，是连接滨湖新城和老城区的
核心纽带，也是滨湖新城建设中非
常重要的景观空间。一期工程全长
5470 米，建设面积 71 万平方米，投

资约 5 亿元，采用主题方式嵌入并
考虑不同年龄层需求，以泛舟湾、
乐活园、紫薇洲、沁芳园及爱情园
5 大主题性景观区串起整个钱资湖
北侧风光带。

一期工程目前正在加紧推进绿
化等工作。其中，一标段区域内种植
花冠乔木为主的 120 多个绿植品
种，二标段正在进行道路、泛舟湾码
头、童幻乐园以及绿化用地平整。

本月中旬还将对今夏受淹区死
亡苗木进行更换。

（靳水仙 陈玉婷 文/摄）

钱资湖风光带一期预计12月完工

建设5大主题景观区

② 约上三五好友，一边看看书，一边聊聊焦溪的过去与未来，成为小镇
居民夏夜的新休闲方式。

③ 屋里，有一面留言墙，写着游客对未来的祝福与希望。

④ 在这里，你也可以给未来的自己写信。工作人员将在你指定的日期投
递出去。

⑤ 书架上陈列着图书，这些书都是沈惠虎等精心挑选后买来的。 ⑥ 这里，还陈列着一些老物件，有的是他们3人精心收集来的，有的是热
心村民送来的。

怎样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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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今天多云转
阴有阵雨或雷雨，偏
东风 3 到 4 级，今天最
高温度 27℃到 28℃，
明晨最低温度22℃。

胡焕庸线，是我国地理学家胡焕庸
在 1935 年提出的。它是划分我国人口密
度的对比线，最初称“瑷珲—腾冲一线”

（或作“爱辉—腾冲一线”）。在某种程度
上，它成为城镇化水平的分割线。这条线
的东南各省区市，绝大多数城镇化水平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条线的西北各

省区，绝大多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胡焕庸（1901—1998），1923 年从南

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26 年赴巴黎大
学进修。1928 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地
理系教授、系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
长，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任华东
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等职。

链接一：

胡 焕 庸 线
帕累托改进，是以意大利经

济学家帕累托命名的。它基于帕
累托最优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
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
个人变得更好。一方面，帕累托
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的
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

进 是 达 到 帕 累 托 最 优 的 路 径 和 方
法。

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
想王国”。一般来说，达到帕累托最优
时，会同时满足以下 3 个条件：交换最
优、生产最优、产品混合最优。

（链接均为本报编辑注）

链接二：

帕累托改进

（上接 A1 版）必须以“非常之策”破解这
个“非常之局”，我国才能更好实现可持
续发展。第四、未富先老，创新领军人才
匮乏。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已明显老龄
化，而且劳动力和整体人力资本结构不
良，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发展需求存在不
适应的问题。第五、制度创新亟待实质
推进，管理技术创新空间迫切需要拓展，
文化“软实力”也有待提升。如不能全面
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对冲经济
下行压力，化解“官本位”“行政化”对教
育、科研的压抑而有效推进创新创造，我
们将面临“劳动力低廉方面竞争不过低
端经济体，高新技术与投资环境方面竞
争不过高端经济体”的窘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经济进
入新常态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经济增
速要守住合理区间，既要“去产能、去杠
杆”又要“保民生、稳就业”，“有效市场”
和“有为政府”要有效结合等等。粗放式
发展模式显然不可持续，“帕累托改进”
空间已大为缩小，改革已然进入深水区。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
入陷阱”

当前中国，惟有深入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才能引领新常态，成功跨越

“上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型升级，
主要应在供给侧实现。“三驾马车”所强调
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三大方
面的动力体系认知，只有联通至基于结构
优化的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
才可能完整。而结构的优化机制，必须依
托于以改革为核心的有效制度供给。必
须全面深化改革，依靠有效市场优胜劣汰
机制的力量，加上有为、有限政府理性的
政策供给，对经济结构进行升级。其中最
为关键的是，要为改革进入深水区后面临
的重大现实问题寻求解决之道，从而释放
制度红利，形成激发经济社会活力、潜力
的有效制度供给长效机制。国际竞争现
实已不允许我们再常规地、跟随式地经历

以平均利润率机制主导的漫长的市场发
育及自然的经济结构优化过程，这就需要
我们从供给侧打造一种比自发的市场配
置更强有力的机制——政府理性主导机
制，并使之与市场机制叠加发力，同时整
合技术后发优势，这样才能更好实现“追
赶—赶超”。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
将成为我国迈向现代化道路上进一步打
开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空间的重要一
招。立足“十三五”，放眼中长期，只要我
们紧紧抓住供给侧这个矛盾的主要方
面，以实质性的结构性改革冲破利益固
化的藩篱，解放生产力，我国就能相对顺
利地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