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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州年鉴》是由常州市人民政府主管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和政府

公报性年刊。1991 年创刊，2001 年 7 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获得国内统一

连续出版物号，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二、《常州年鉴》采用分类编辑法，分为类目、分目、条目 3个层次，

部分分目下设副分目。分目、副分目一般设概述、综合记事、专题条目，简要

记述一个行业、事业、单位的总体情况、单项工作和大事、要事、新事、特事。

类目、分目、副分目、条目的标题用不同字体区别，副分目标题加“.”，条

目标题加【】。

三、《常州年鉴》（2015）全面系统地记载了 2014 年常州市各行业的基

本情况和发展状况，设有特载、专记、大事记、常州概况、党政社团、军事、

法治、开放型经济、工业、农业和农村经济、商贸服务业、旅游、金融、城市

建设、建筑与房地产管理、环境保护水利、交通、信息化建设、财政税务审计、

综合管理、常州科教城、科学、教育、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医疗卫生、体育、

社会生活、辖市区概况、人物、统计资料、重要文件选编、附录、索引33个目录。

四、《常州年鉴》（2015）为增加信息量，强化可读性，形象生动地反

映常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新面貌、新成就，

在刊载随文图照的同时，组织刊载专题彩页。

五、《常州年鉴》卷首设有详细目录和英文要目，卷末编有主题分析索引、

部分组织机构简称全称对照表、部分常用缩略语对照表，书眉标示类目全称。

全书资料信息可由目录、书眉、索引等检索渠道获得。

六、《常州年鉴》（2015）资料由各部门、单位确定专人负责撰写或提供，

经各部门、单位领导审核。常州市统计局提供全市综合性统计数据，各单位提

供的数据与常州市统计局的数据不一致的以常州市统计局的数据为准。

七、《常州年鉴》（2015）的编纂出版，是广大撰稿、编辑、审稿人员

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各级各部门领导重视、支持的结果，常州市地方志办公

室谨表示真诚谢意。疏漏欠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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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7日，省委书记罗志军在溧阳市竹箦镇调研集镇建设和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时，向候车群众了解有关情况                                  （魏作洪  摄）



领导人重要活动
LING DAO REN ZHONG YAO HUO DONG

    5 月 17 日，市委书记阎立参观浙江大学常州工业技术研究院展厅  （胡平  摄）

    5 月 14 日，市长费高云会见瑞士卢塞恩州州长罗伯特·昆  （外办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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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
LI SHI WEN HUA MING CHENG

1、杨桥  （陆志刚  摄）

2、运河 5号创意街区    （发改委  供稿）

3、焦溪全景  （规划局  供稿）

4、南市河  （蒋钰祥  摄）

5、小河老街  （规划设计院  供稿）

6、青果巷  （蒋钰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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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绥东岳庙戏楼  （规划设计院  供稿）

2、孟河费伯雄故居  （规划局  供稿）

3、盛宣怀故居  （规划设计院  供稿）

4、五洞桥  （规划设计院  供稿）

5、大运河常州段  （文广新局  供稿）

6、民元里 1号  （文广新局  供稿）



历史文化名城
LI SHI WEN HUA MING CHENG





生态绿城
SHENG TAI LU CHENG

溧阳市天目湖国家湿地公园  （溧阳市地方志办  供稿）   





生态绿城
SHENG TAI LU CHENG

1、在武进嘉泽镇农民闵浩焕的“候鸟天堂”里，首

    批 3 万多只鹭“回家”安营扎寨

  （陆新  张海韵  摄）

2、宋剑湖郊野公园  （环保局  供稿）

3、城市骑行者  （虞岭  胡平  园林  摄）

4、西太湖重要保护区湿地建设工程

  （环保局  供稿）

5、棕榈路生态绿道  （建设局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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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绿城
SHENG TAI LU CHENG

1

2 3

1、荷园  （虞岭  胡平  园林  摄）

2、丁塘河湿地公园  （虞岭  胡平  园林  摄）

3、芦墅公园  （虞岭  胡平  园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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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尚善之城
CHONG DE SHANG SHAN ZHI CHENG

1、阎立在了解一加爱心社发展历程，并加入爱心社成为一名志愿者。  （胡平  陈韦  摄）

2、费高云看望尤辉雷锋志愿者服务队，并加入志愿服务队。  （魏作洪  摄）

3、5 月 10 日，“一袋牛奶的暴走”大型公益活动启动。  （文明办  供稿）

4、道德讲堂主题邮局“尚德驿站”  （文明办  供稿）

5、以“首善之城、德韵流芳”为主题的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在常州市举行。  ( 魏作洪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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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2015 年度常州市重点工程项目创优立功竞赛启动

  （总工会  供稿）

2、轨道交通 1 号线开工  （轨道公司  供稿）

3、五一节前夕，阎立走访慰问老劳模代表  （总工会  供稿）

4、 全国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工作推进会在江苏常州召开

  （总工会  供稿）

5、江苏技能状元大赛常州状元  （人社局  供稿）



创造之城
CHUANG ZAO ZHI CHENG





创造之城
CHUANG ZAO ZHI CHENG

创研港  （科教城  供稿）



1、刘延东与以色列外长利伯曼在中以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为中国以色列常州创新园揭牌

  （科技局  供稿）

2、阎立与德国埃森市市长帕斯共同为德国埃森常州科技经济发展中心揭牌  （常州日报  供稿）

3、荷兰蒂尔堡市布拉邦中心管委会和常州航空产业园签约成立中国—荷兰航空产业发展合作园区 

  （外办  供稿）
4、 阎立与世界著名设计大师路易 . 克拉尼共同为江南克拉尼设计院揭牌  （科教城  供稿）

5、阎立与亚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旭东为亚邦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鸣锣  （宛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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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之城
CHUANG ZAO ZHI CHENG





创造之城
CHUANG ZAO ZHI CHENG

1、金坛市朱林镇沙湖村水稻植保专业化服务作业现场

2、长江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

3、溧阳觉清农机专业合作社粮食烘干中心

4、 江苏天润本草生命科技有限公司铁皮石斛培养车间

5、西银生物有限公司组织培养

6、常州市菜根香生态农业基地

  （本页照片均由农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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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之城
HE XI ZHI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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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慧女性·和美家庭”家庭文化节  （妇联  供稿）

2、“母慈子孝，传递幸福”主题晚会  （妇联  供稿）

3、国家宪法日大型广场法治宣传活动  （司法局  供稿）

4、 载誉归来的“江苏最美警察”常州社区民警黄强受到居民的热烈欢迎  （常州日报  供稿）

5、哑语调解王云梅  （政法委  供稿）





开放之城
KAI FANG ZHI CHENG

常州开通韩国航线  （徐斌  摄）





开放之城
KAI FANG ZHI CHENG

1、10 月 12 日，以旅英常州籍华侨华人为主要

    成员的英国常州联谊会在英国伯明翰成立

  （侨联  供稿）

2、市公安局为常州市自主引进的“千人计划”

    高层次人才颁发“绿卡”  （公安局  供稿）

3、10 月 15 日，以旅法常州籍华侨华人为主要

    成员的法国常州联谊会在法国圣雷米市成立

  （侨联  供稿）

4、各国驻沪总领馆官员现场观摩常州传统手工

    艺留青竹刻的制作  （宣传部  供稿）

5、4 月 8 日，APEC 智慧城市创新与技术合作

    论坛在常州召开  （科技局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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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之城
HUO LI ZHI CHENG

1、丝竹常州情——大型江南丝竹音乐会   

  （文广新局  供稿）

2、2014江南滩簧展演在凤凰谷大剧院举行，图为《典妻》

    剧照  （常州日报  供稿）

3、中篇弹词《江南第一燕》获第八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特

    别节目奖  （文广新局  供稿）

4、常州市原创大型现代锡剧《紫薇树下》

  （文广新局  供稿）

5、34 集电视剧《青果巷》首播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何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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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之城
HUO LI ZHI CHE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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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群星璀璨——五星工程奖参赛作品“社区天天乐”巡演活动在

    五星街道白云社区拉开帷幕，图为群舞《阿婆的菜篮子》

  （张海韵  摄）

2、老年时装表演《情暖大家园》  （老干部局  供稿）

3、中老年健身操大赛  （妇联  供稿）

4、群英汇—— 青少年乐器演奏展演  （文广新局  供稿）

5、常州首届东方舞（肚皮舞）大赛  （魏作洪  摄）





活力之城
HUO LI ZHI CHENG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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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波力杯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常州

举行  （体育局  供稿）





活力之城
HUO LI ZHI CHENG

1、2014—2015CBA 江苏同曦主场比赛在常州奥体中心新城

     体育馆举行

2、2014 全国跳水比赛在常州奥城中心新城游泳跳水中心举行

3、2014—2015 全国女子排球职业联赛江苏中天钢铁队主场

     在武进体育馆举行

4、2014 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比赛的获胜选手在开香槟庆祝

     胜利

  （本页照片均由体育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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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制改革 １１!!!!!!!!!!!!!!!!!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１１!!!!!!!!!!!!!!!

纪律检查体制改革 １１!!!!!!!!!!!!!!!

２０１４年度常州市重点工程和重点项目 １２!!!!

概　述 １２!!!!!!!!!!!!!!!!!!!!

基本现代化建设类 １２!!!!!!!!!!!!!!!

转型发展类 １２!!!!!!!!!!!!!!!!!!

城乡建设类 １３!!!!!!!!!!!!!!!!!!

民生幸福类 １４!!!!!!!!!!!!!!!!!!

生态文明类 １５!!!!!!!!!!!!!!!!!!

党建工作类 １５!!!!!!!!!!!!!!!!!!

　２０１４年度市优秀工程名单 １６!!!!!!!!!!!

　２０１４年度市优秀项目名单 １６!!!!!!!!!!!

２０１４年十件为民办实事项目 １６!!!!!!!!!

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 １６!!!!!!!!!!!!!!

推进教育、体育惠民 １７!!!!!!!!!!!!!!!

实施卫生惠民 １７!!!!!!!!!!!!!!!!!

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１７!!!!!!!!!!!!!!!

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１７!!!!!!!!!!!!!!!

实施“三改”和住房保障工程 １７!!!!!!!!!!!

建设生态绿城 １８!!!!!!!!!!!!!!!!!

实施交通便民 １８!!!!!!!!!!!!!!!!!

打造智慧城市 １８!!!!!!!!!!!!!!!!!

提高和谐安民水平 １８!!!!!!!!!!!!!!!

大　事　记

１月…………… １９　　　　　 ２月 １９!!!!!!!

３月…………… １９　　　　　 ４月 ２０!!!!!!!

５月…………… ２０　　　　　 ６月 ２０!!!!!!!

７月…………… ２０　　　　　 ８月 ２１!!!!!!!

９月…………… ２１　　　　　１０月 ２２!!!!!!!

１１月…………… ２２　　　　　１２月 ２２!!!!!!!

常 州 概 况

基本情况 ２３!!!!!!!!!!!!!!!!!!

地理交通 ２３!!!!!!!!!!!!!!!!!!!

人　口 ２３!!!!!!!!!!!!!!!!!!!!

行政区划 ２３!!!!!!!!!!!!!!!!!!!

土地、矿产资源 ２３!!!!!!!!!!!!!!!!!

气　候 ２３!!!!!!!!!!!!!!!!!!!!

气　温 ２３!!!!!!!!!!!!!!!!!!!!

雨　情 ２４!!!!!!!!!!!!!!!!!!!!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汛期雨量一览表 ２４!!!!!!!!!

水　情 ２４!!!!!!!!!!!!!!!!!!!!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主要河湖站点汛期最高、最低

　　水位统计表 ２４!!!!!!!!!!!!!!!!

重大灾害性天气 ２４!!!!!!!!!!!!!!!!

历史文化 ２５!!!!!!!!!!!!!!!!!!!

风景名胜 ２５!!!!!!!!!!!!!!!!!!!

文化遗产 ２６!!!!!!!!!!!!!!!!!!!

　常州市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一览表 ２６!!!!

市　标 ２６!!!!!!!!!!!!!!!!!!!!

城市荣誉 ２６!!!!!!!!!!!!!!!!!!!

城乡居民收入 ２６!!!!!!!!!!!!!!!!!

城乡居民支出 ２７!!!!!!!!!!!!!!!!!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２７!!!!!!!!!!!!!!

“一套表”调查单位统计 ２７!!!!!!!!!!!!!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２７!!!!!!!!!!!!!!!!!

组织机构和领导人名单 ３１!!!!!!!!!!!

市领导 ３１!!!!!!!!!!!!!!!!!!!!



市级机关 ３２!!!!!!!!!!!!!!!!!!!

市属公司 ３９!!!!!!!!!!!!!!!!!!!

部分部属、省属单位 ３９!!!!!!!!!!!!!!!

常州军分区 ４１!!!!!!!!!!!!!!!!!!

民主党派 ４１!!!!!!!!!!!!!!!!!!!

社会团体 ４１!!!!!!!!!!!!!!!!!!!

高等院校 ４２!!!!!!!!!!!!!!!!!!!

党 政 社 团

中国共产党常州市委员会 ４３!!!!!!!!!!

罗志军到常州考察 ４３!!!!!!!!!!!!!!!

李学勇到常州考察 ４３!!!!!!!!!!!!!!!

省委第七巡视组巡视常州市 ４３!!!!!!!!!!!

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 ４３!!!!!!!!!

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 ４４!!!!!!!!!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 ４４!!!!!!!!!!!

“重大项目突破年”动员大会 ４４!!!!!!!!!!!

十大产业链建设推进会 ４４!!!!!!!!!!!!!

ＡＰＥＣ科技创新政策伙伴关系机制会议 ４４!!!!!!

常州党政企代表团赴东北开展产学研合作 ４５!!!!!

常州经贸代表团赴欧洲开展经贸交流活动 ４５!!!!!

常州经贸代表团赴港澳开展经贸交流活动 ４５!!!!!

·组织工作· ４５!!!!!!!!!!!!!!!!

概 述 ４５!!!!!!!!!!!!!!!!!!!!

“五纵五横”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４５!!!!!!!!

龙城英才计划 ４６!!!!!!!!!!!!!!!!!

党员义工３６５ ４６!!!!!!!!!!!!!!!!!

·宣传工作· ４６!!!!!!!!!!!!!!!!

理论武装 ４６!!!!!!!!!!!!!!!!!!!

新闻宣传 ４６!!!!!!!!!!!!!!!!!!!

舆论引导 ４７!!!!!!!!!!!!!!!!!!!

社会宣传 ４７!!!!!!!!!!!!!!!!!!!

城市外宣 ４７!!!!!!!!!!!!!!!!!!!

·精神文明建设· ４７!!!!!!!!!!!!!!

概 述 ４７!!!!!!!!!!!!!!!!!!!!

文明创建 ４８!!!!!!!!!!!!!!!!!!!

公民道德建设 ４８!!!!!!!!!!!!!!!!!

社会志愿服务活动 ４８!!!!!!!!!!!!!!!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４９!!!!!!!!!!!!!

“身边好人”评选 ４９!!!!!!!!!!!!!!!!

“首善之城·德韵流芳”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

　好人现场交流活动 ４９!!!!!!!!!!!!!!

常州市美德基金会规范运行 ４９!!!!!!!!!!!

·统战工作· ４９!!!!!!!!!!!!!!!!

概　述 ４９!!!!!!!!!!!!!!!!!!!!

同心服务现代化主题活动 ５０!!!!!!!!!!!!

海外联络工作 ５０!!!!!!!!!!!!!!!!!

第六届苏浙沪知联会主题论坛 ５１!!!!!!!!!!

光彩基金 ５１!!!!!!!!!!!!!!!!!!!

·台湾工作· ５１!!!!!!!!!!!!!!!!

对台经济 ５１!!!!!!!!!!!!!!!!!!!

台商服务 ５１!!!!!!!!!!!!!!!!!!!

交流交往 ５１!!!!!!!!!!!!!!!!!!!

涉台宣传 ５１!!!!!!!!!!!!!!!!!!!

费高云率常州经贸代表团赴台 ５２!!!!!!!!!!

威翔航空整机制造项目落户常州高新区 ５２!!!!!!

２０１４海峡两岸（常州）健康产业交流对接会 ５２!!!!!

市台湾同胞联谊会概述 ５２!!!!!!!!!!!!!

·机构编制工作· ５２!!!!!!!!!!!!!!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５２!!!!!!!!!!!!!!!

市县政府机构改革 ５３!!!!!!!!!!!!!!!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５３!!!!!!!!!!!!!!!

域名信息申报注册 ５３!!!!!!!!!!!!!!!

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阶段目标实现 ５３!!!!!!!

机关绩效管理首次实施 ５３!!!!!!!!!!!!!

市级中心镇扩权强镇改革启动 ５３!!!!!!!!!!

·党史工作· ５３!!!!!!!!!!!!!!!!

概　述 ５３!!!!!!!!!!!!!!!!!!!!

《中国共产党金坛历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出版 ５４!!

瞿秋白诞辰１１５周年纪念仪式暨学术研讨会 ５４!!!!

史志人才队伍培养 ５４!!!!!!!!!!!!!!!

·党校工作· ５４!!!!!!!!!!!!!!!!

概　述 ５４!!!!!!!!!!!!!!!!!!!!

教学工作 ５４!!!!!!!!!!!!!!!!!!!

科研工作 ５４!!!!!!!!!!!!!!!!!!!

县处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轮训班 ５４!!!!!!!!!!!!!!!!!!!

苏南社会现代化研究中心成立 ５４!!!!!!!!!!

第六届长三角地区社会现代化高层论坛 ５５!!!!!!

·机关党建工作· ５５!!!!!!!!!!!!!!

机关党团组织 ５５!!!!!!!!!!!!!!!!!

党建工作 ５５!!!!!!!!!!!!!!!!!!!

清廉机关建设 ５５!!!!!!!!!!!!!!!!!

作风效能建设 ５５!!!!!!!!!!!!!!!!!

机关精神文明建设 ５５!!!!!!!!!!!!!!!

·老干部工作· ５５!!!!!!!!!!!!!!!

概　述 ５５!!!!!!!!!!!!!!!!!!!!

·保密工作· ５６!!!!!!!!!!!!!!!!

概　述 ５６!!!!!!!!!!!!!!!!!!!!

涉密文件资料回收销毁中心投入运行 ５６!!!!!!!

·信访工作· ５６!!!!!!!!!!!!!!!!

概　述 ５６!!!!!!!!!!!!!!!!!!!!

信访积案化解 ５７!!!!!!!!!!!!!!!!!

领导干部接访下访 ５７!!!!!!!!!!!!!!!

矛盾纠纷排查专项行动 ５７!!!!!!!!!!!!!

２ 目　　录



１２３４５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工作 ５７!!!!!!!!!!

·档案工作· ５７!!!!!!!!!!!!!!!!

概　述 ５７!!!!!!!!!!!!!!!!!!!!

档案馆建设 ５７!!!!!!!!!!!!!!!!!!

档案现代化建设 ５８!!!!!!!!!!!!!!!!

档案资源建设 ５８!!!!!!!!!!!!!!!!!

常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５８!!!!!!!

概　述 ５８!!!!!!!!!!!!!!!!!!!!

常州市第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５８!!!!!!!!!!

常州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会议 ５８!!!!!!!!!!

常州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５９!!!!!!!!

人大代表议案建议意见办理 ５９!!!!!!!!!!!

常州市人民政府 ６０!!!!!!!!!!!!!!!

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 ６０!!!!!!!!!!!!!

市政府常务会议 ６０!!!!!!!!!!!!!!!!

政务公开 ６１!!!!!!!!!!!!!!!!!!!

政府网站建设 ６１!!!!!!!!!!!!!!!!!

应急管理 ６１!!!!!!!!!!!!!!!!!!!

接待工作 ６２!!!!!!!!!!!!!!!!!!!

·行政服务工作· ６２!!!!!!!!!!!!!!

概　述 ６２!!!!!!!!!!!!!!!!!!!!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６２!!!!!!!!!!!!!!!

·外事工作· ６３!!!!!!!!!!!!!!!!

概　述 ６３!!!!!!!!!!!!!!!!!!!!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重要团组出访一览表 ６３!!!!!!!

因公出国（境）和外国人来华管理 ６３!!!!!!!!!

重要来访 ６３!!!!!!!!!!!!!!!!!!!

国际友好城市工作 ６４!!!!!!!!!!!!!!!

新加坡—江苏合作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在常州召开 ６４!!

·政府法制工作· ６４!!!!!!!!!!!!!!

领导干部学法 ６４!!!!!!!!!!!!!!!!!

行政执法 ６４!!!!!!!!!!!!!!!!!!!

规范性文件 ６５!!!!!!!!!!!!!!!!!!

行政复议 ６５!!!!!!!!!!!!!!!!!!!

行政调解 ６５!!!!!!!!!!!!!!!!!!!

·侨务工作· ６５!!!!!!!!!!!!!!!!

概　述 ６５!!!!!!!!!!!!!!!!!!!!

引智引资 ６５!!!!!!!!!!!!!!!!!!!

为侨服务 ６５!!!!!!!!!!!!!!!!!!!

侨务宣传 ６５!!!!!!!!!!!!!!!!!!!

侨联概述 ６５!!!!!!!!!!!!!!!!!!!

·地方志工作· ６６!!!!!!!!!!!!!!!

概　述 ６６!!!!!!!!!!!!!!!!!!!!

常州方志馆建成开馆 ６６!!!!!!!!!!!!!!

《常州通史》编撰 ６６!!!!!!!!!!!!!!!!

《常州市志（１９８６—２０１０）》编纂 ６７!!!!!!!!!!

《常州市编史修志志》出版 ６７!!!!!!!!!!!!

《常州年鉴（２０１４）》出版 ６７!!!!!!!!!!!!!

第十五次全国地州区县年鉴研讨会在武进召开 ６７!!!

·市机关事务管理· ６７!!!!!!!!!!!!!

机关事务管理 ６７!!!!!!!!!!!!!!!!!

后勤综合服务保障 ６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州市委员会 ６７!!!!

概　述 ６７!!!!!!!!!!!!!!!!!!!!

政协常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６８!!!!!!

市政协常委会议 ６８!!!!!!!!!!!!!!!!

市政协主席会议 ６８!!!!!!!!!!!!!!!!

中国共产党常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常州市监察局） ６９!!!!!!!!!!!!!!

党风廉政建设 ６９!!!!!!!!!!!!!!!!!

行政监察工作 ６９!!!!!!!!!!!!!!!!!

作风建设 ６９!!!!!!!!!!!!!!!!!!!

惩防体系建设 ６９!!!!!!!!!!!!!!!!!

案件查处 ６９!!!!!!!!!!!!!!!!!!!

市纪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 ６９!!!!!!!!

纪律检查体制改革 ７０!!!!!!!!!!!!!!!

纪检监察开放日 ７０!!!!!!!!!!!!!!!!

清风讲坛 ７０!!!!!!!!!!!!!!!!!!!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７０!!!!!!!!!!!!!!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州市委员会· ７０!!

概　述 ７０!!!!!!!!!!!!!!!!!!!!

民革常州市委成立三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７０!!!!!

博爱亲情林 ７１!!!!!!!!!!!!!!!!!!

·中国民主同盟常州市委员会· ７１!!!!!!!

概　况 ７１!!!!!!!!!!!!!!!!!!!!

《同心故事———常州民盟风采录》 ７１!!!!!!!!!

·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州市委员会· ７１!!!!!!

概　述 ７１!!!!!!!!!!!!!!!!!!!!

陈昌智到常州考察 ７２!!!!!!!!!!!!!!!

·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州市委员会· ７２!!!!!!

概　述 ７２!!!!!!!!!!!!!!!!!!!!

民进常州市委获全国先进组织荣誉 ７３!!!!!!!!

·中国农工民主党常州市委员会· ７３!!!!!!

概　述 ７３!!!!!!!!!!!!!!!!!!!!

·中国致公党常州市委员会· ７３!!!!!!!!

概　述 ７３!!!!!!!!!!!!!!!!!!!!

致福工程 ７４!!!!!!!!!!!!!!!!!!!

引凤工程 ７４!!!!!!!!!!!!!!!!!!!

·九三学社常州市委员会· ７４!!!!!!!!!

概 述 ７４!!!!!!!!!!!!!!!!!!!!

九三学社常州书画文化研究院成立 ７５!!!!!!!!

·常州市工商业联合会· ７５!!!!!!!!!!

概　述 ７５!!!!!!!!!!!!!!!!!!!!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四信”教育实践活动 ７５!!!!!!

第三方调查评估 ７６!!!!!!!!!!!!!!!!

德国高级专家技术援助项目 ７６!!!!!!!!!!!

民企管理升级系列公益培训 ７６!!!!!!!!!!!

３目　　录



人民团体 ７６!!!!!!!!!!!!!!!!!!

·常州市总工会· ７６!!!!!!!!!!!!!!

概　述 ７６!!!!!!!!!!!!!!!!!!!!

工会组织建设 ７６!!!!!!!!!!!!!!!!!

和谐劳动关系 ７６!!!!!!!!!!!!!!!!!

工会劳动保护 ７６!!!!!!!!!!!!!!!!!

工会法律工作 ７６!!!!!!!!!!!!!!!!!

职工文化建设 ７７!!!!!!!!!!!!!!!!!

帮扶服务工作 ７７!!!!!!!!!!!!!!!!!

农民工工作 ７７!!!!!!!!!!!!!!!!!!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常州市委员会· ７７!!!

概　述 ７７!!!!!!!!!!!!!!!!!!!!

青年创新创业 ７８!!!!!!!!!!!!!!!!!

志愿服务 ７８!!!!!!!!!!!!!!!!!!!

青少年维权工作 ７８!!!!!!!!!!!!!!!!

常州市十大杰出青年评选 ７８!!!!!!!!!!!!

　第八届常州市十大杰出青年名单 ７８!!!!!!!!

服务青年社会组织 ７８!!!!!!!!!!!!!!!

·常州市妇女联合会· ７９!!!!!!!!!!!

概　述 ７９!!!!!!!!!!!!!!!!!!!!

妇女创业就业 ７９!!!!!!!!!!!!!!!!!

和谐家庭建设 ７９!!!!!!!!!!!!!!!!!

妇女儿童发展 ７９!!!!!!!!!!!!!!!!!

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７９!!!!!!!!!!!!!!!

巾帼圆梦行动 ８０!!!!!!!!!!!!!!!!!

“智慧女性·和美家庭”项目 ８０!!!!!!!!!!!

家庭暴力告诫制度 ８０!!!!!!!!!!!!!!!

常州市妇女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８０!!!!!!!!

“玉兰芬芳·助梦飞扬”女性社会组织培育 ８０!!!!!

军　　事

常州军分区 ８１!!!!!!!!!!!!!!!!!

思想政治建设 ８１!!!!!!!!!!!!!!!!!

后装综合保障 ８１!!!!!!!!!!!!!!!!!

安全管理 ８２!!!!!!!!!!!!!!!!!!!

国防动员 ８２!!!!!!!!!!!!!!!!!!!

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８２!!!!!!!!!!!!!!!

征兵工作 ８２!!!!!!!!!!!!!!!!!!!

国防教育 ８２!!!!!!!!!!!!!!!!!!!

双拥工作 ８３!!!!!!!!!!!!!!!!!!!

涉军维权工作 ８３!!!!!!!!!!!!!!!!!

《常州市军事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创刊号）》完成编纂 ８３!

武警常州市支队 ８３!!!!!!!!!!!!!!!

思想政治建设 ８３!!!!!!!!!!!!!!!!!

执勤战备 ８３!!!!!!!!!!!!!!!!!!!

后勤保障 ８３!!!!!!!!!!!!!!!!!!!

９２１３８部队 ８３!!!!!!!!!!!!!!!!!!

思想政治建设 ８３!!!!!!!!!!!!!!!!!

军事战备 ８３!!!!!!!!!!!!!!!!!!!

部队管理 ８３!!!!!!!!!!!!!!!!!!!

拥政爱民 ８４!!!!!!!!!!!!!!!!!!!

人民防空 ８４!!!!!!!!!!!!!!!!!!

概　述 ８４!!!!!!!!!!!!!!!!!!!!

文化宫广场人防综合工程被征收 ８４!!!!!!!!!

民防机动通信拉练活动 ８４!!!!!!!!!!!!!

兰陵地下过街道试运行 ８４!!!!!!!!!!!!!

民防工作创新成果展评活动 ８４!!!!!!!!!!!

法　　治

综述 ８５!!!!!!!!!!!!!!!!!!!!!

平安常州建设 ８５!!!!!!!!!!!!!!!!!

法治常州建设 ８６!!!!!!!!!!!!!!!!!

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 ８６!!!!!!!!!!!!

公众安全感社会调查 ８６!!!!!!!!!!!!!!

法治为民办实事 ８６!!!!!!!!!!!!!!!!

法治文化 ８７!!!!!!!!!!!!!!!!!!!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８７!!!!!!!!!!!!!!!

审判 ８７!!!!!!!!!!!!!!!!!!!!!

概　述 ８７!!!!!!!!!!!!!!!!!!!!

刑事审判 ８８!!!!!!!!!!!!!!!!!!!

民事审判 ８８!!!!!!!!!!!!!!!!!!!

行政审判 ８８!!!!!!!!!!!!!!!!!!!

涉诉信访 ８８!!!!!!!!!!!!!!!!!!!

执行工作 ８８!!!!!!!!!!!!!!!!!!!

审判监督 ８８!!!!!!!!!!!!!!!!!!!

司法公开 ８８!!!!!!!!!!!!!!!!!!!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 ８９!!!!!!!!!!!!!!

储卫清等污染环境案 ８９!!!!!!!!!!!!!!

检察 ８９!!!!!!!!!!!!!!!!!!!!!

打击刑事犯罪 ８９!!!!!!!!!!!!!!!!!

职务犯罪查办和预防 ８９!!!!!!!!!!!!!!

诉讼监督 ８９!!!!!!!!!!!!!!!!!!!

检察改革 ９０!!!!!!!!!!!!!!!!!!!

检察为民中心启用 ９０!!!!!!!!!!!!!!!

曹建明参加常州基层检察院领导班子专题民主

　生活会 ９０!!!!!!!!!!!!!!!!!!!

重大职务犯罪案件 ９０!!!!!!!!!!!!!!!

公安 ９１!!!!!!!!!!!!!!!!!!!!!

概　述 ９１!!!!!!!!!!!!!!!!!!!!

民生警务 ９２!!!!!!!!!!!!!!!!!!!

打击犯罪 ９２!!!!!!!!!!!!!!!!!!!

治安防控 ９３!!!!!!!!!!!!!!!!!!!

４ 目　　录



公安法制建设 ９３!!!!!!!!!!!!!!!!!

公安出入境窗口服务优化 ９３!!!!!!!!!!!!

交通安全管理 ９４!!!!!!!!!!!!!!!!!

南京青奥会安保 ９４!!!!!!!!!!!!!!!!

董金狮等人敲诈勒索案告破 ９４!!!!!!!!!!!

常州市实行新的户籍准入和迁移管理规定 ９４!!!!!

常州全面实施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 ９４!!!!!!!!

中外警察公共关系论坛 ９５!!!!!!!!!!!!!

巡特警体制重组完成 ９５!!!!!!!!!!!!!!

消防工作概述 ９５!!!!!!!!!!!!!!!!!

火灾防控 ９５!!!!!!!!!!!!!!!!!!!

灭火救援 ９６!!!!!!!!!!!!!!!!!!!

消防监督执法 ９６!!!!!!!!!!!!!!!!!

消防宣传教育 ９６!!!!!!!!!!!!!!!!!

消防基层基础建设 ９６!!!!!!!!!!!!!!!

消防网格化、户籍化管理 ９６!!!!!!!!!!!!!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９６!!!!!!!!!!!!!!

南京青奥会消防安保 ９６!!!!!!!!!!!!!!

江苏燕进石化有限公司“７·３１”火灾 ９６!!!!!!!!

司法行政 ９７!!!!!!!!!!!!!!!!!!

法润常州·春风行动 ９７!!!!!!!!!!!!!!

法制宣传教育 ９７!!!!!!!!!!!!!!!!!

法律援助 ９７!!!!!!!!!!!!!!!!!!!

法律服务 ９７!!!!!!!!!!!!!!!!!!!

律师工作 ９７!!!!!!!!!!!!!!!!!!!

公证工作 ９８!!!!!!!!!!!!!!!!!!!

司法鉴定 ９８!!!!!!!!!!!!!!!!!!!

社会矛盾化解工作 ９８!!!!!!!!!!!!!!!

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 ９８!!!!!!!!!!!!

２０１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９８!!!!!!!!!!!!

仲裁 ９８!!!!!!!!!!!!!!!!!!!!!

概　述 ９８!!!!!!!!!!!!!!!!!!!!

开放型经济

对外及港澳台经济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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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３日在常州市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市长　费高云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常州市人民政府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请予

审议，并请市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４年工作回顾

　　过去的一年，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艰巨繁重的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市政府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市人大、市

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团结依靠全市人民，紧紧围绕主题主

线，全力做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重生态、惠民生各项

工作，经济社会保持了持续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较好完成

了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一）经济发展稳中有进。预计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４７５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左右。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４３３．８８亿元，增长６．１１％。实现固定资产投资３３１０亿元，

增长１６．１％，其中工业投入１６８０亿元，增长１１％；服务业

投入１６２２亿元，增长２２．２％。预计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２４４０亿元，增长１１％以上；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８００亿元，增长１３％左右。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２８７亿美

元，其中出口２１４亿美元，增长５％。注册外资实际到账３１

亿美元。

　　（二）重大项目实现突破。积极开展“重大项目突破年”

活动，共引进１００亿元或１０亿美元项目２个，５０亿元或５

亿美元项目８个。成功引进了东风、北汽、众泰等３个汽车

整车项目，圆了常州多年未实现的汽车整车梦；总投资超过

７０亿元的博盈斯太尔发动机项目成功落户并实现首台样

机下线；新誉集团与庞巴迪合作的飞机改装项目进展顺利，

威翔航空通用飞机制造项目落户我市。项目推进机制进一

步完善，每月召开重大项目推进会，及时督查项目建设情

况。重点项目建设扎实推进，省、市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７０７亿元，埃马克机床一期、诺贝丽斯汽车专用铝板材一期

等一批重点项目竣工投产。

　　（三）转型创新取得实效。大力实施“三位一体”工业经

济转型升级战略，十大产业链预计完成产值３５００亿元，增

长１２％，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３１％；１３０项“双百”重

点项目完成投资２１０亿元，１２０家“双百”龙头骨干企业完

成产值４７００亿元，增长１２％；构建了１３家领军型创新企

业、１１６家科技上市后备企业和９８６家高新技术企业组成

的创新型企业集群。加快服务业提档升级，预计服务业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４６．５％左右。金融业规模

持续扩大，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分别增

长６．５％、１０．９％；金融商务区启动建设；企业股改上市稳

步推进，实现ＩＰＯ上市２家、新三板挂牌８家，全市上市企

业总数达３６家。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接待国内外游客

４９５０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６４８亿元，分别增长１１．５％

和１４％。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积极创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

城市，电子商务成交额达１１５０亿元，增长３０％。科技创新

步伐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面积达７００万平方米，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超１２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



上工业产值比重达４２．５％左右，“龙城英才计划”签约引进

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１５５人，连续１４年荣获“全国科技进

步先进市”称号，成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常州科教城

蝉联中国最佳创业园区第二名并成为国家级两化深度融合

试验区。文化产业做大做强，预计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达５．５％左右。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实现

程度居全省第三，比上年前进一位。粮食继续丰产丰收，高

效设施农业比重稳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达８６％，位居

全省前列。

　　（四）城乡环境不断优化。城乡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常

溧高速公路、１２２省道、２３８省道常州段、金武路、延政路西

延等工程加快实施，地铁１号线开工建设，青洋路高架北

延、沪蓉高速青龙互通建成通车，桃园路、新堂北路、河海东

路等城市道路改造工程竣工投用。生态绿城建设和国家森

林城市创建工作取得实效，实施“增核”９６００亩、“扩绿”

１７０００亩、“联网”４００公里，丁塘河湿地公园、凤凰公园、新

龙生态林一期等公园绿地建成使用，老运河北侧慢行系统、

高架沿线绿地基本建成。水利工程建设稳步实施，新沟河

工程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

县实现二轮全覆盖，国家级节水型城市创建顺利通过验收。

信息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无线综合覆盖率达９８％，覆盖全

市的４Ｇ通信网络已全面建成。全市所有乡镇建成电气化

镇。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进，２５１７个生态文明工程项目基

本完成，节能降耗预警持续保持绿色，节能减排完成省下达

目标任务。城市管理水平不断提高，“９３１３”综合整治工程

进展顺利，市区完成综合整治项目３４８个，完成城中村整治

１１４个，环城高架路沿线整治工作基本完成。城乡一体化

步伐加快推进，全市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覆盖面达

３０％，“三大合作”改革不断深化，中心镇经济持续发展能力

得到增强，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全面启动，首次对全市２５６

个水稻种植面积超２０００亩的行政村和１６．４万亩市级生态

公益林进行生态补偿，全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年收入同比

增长１０％，年收入千万元以上村达３０个。

　　（五）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产城融合改革试点工作进展

顺利，规划和实施方案已经报省委、省政府审批。经济体制

改革不断深化，重点推进简政放权、健全完善现代市场体

系、国企国资改革、金融改革创新、深化财税体制、开放型经

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动力。

推进工商登记和组织机构代码等制度改革，实行“先照后

证、证照联办”，新批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别增长

３５．５％和１５．１％。对外开放取得新成效，金坛经济开发

区、溧阳经济开发区申报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工作进展顺利，

武进出口加工区、常州出口加工区升格为综合保税区加快

推进。利用外资结构不断优化，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实

际到账外资占利用外资总额的７３％，同比提升１个百分

点。利用外资领域不断拓宽，新增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项

目２个，新增２家外资企业总部和１家外资功能性机构。

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正式建设并运行。积极推进通关作业无

纸化改革，进出口通关效率分别提高７７．６％、８６．２％。常

州机场实现一类口岸开放，成功开通香港、韩国首尔航线，

机场旅客吞吐量达１８６万人次，增长２１．６％。

　　（六）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居民收入稳定增长，预计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９．３％和１０．５％左右。就

业创业取得实效，城镇新增就业１３．５万人，扶持创业６５００

人，援助困难群体就业９０００人。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

城乡大病医疗保险全面实施，连续第１０年提高企业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市区城乡低保标准和市区低保边缘困难家

庭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６２０元／月和１５００元／年，职工医保

和城镇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基金支付比例分

别达８０％和７０％以上。养老事业加快发展，新增养老床位

１６７１张，总数达３万张，市区护理型床位占养老床位总数

的４０％。住房保障和“三改”工作有序推进，新开工建设各

类保障房２２４４７套（户），发放住房公积金政策性低息贷款

５７亿元，中心城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保尽保；完成

“三改”户数３１５２户，中心城区２０个住宅小区低洼地改造

工作全面完成。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流动就业创业人员随迁子女公办吸纳比例达９０％，中

职学生对口单招本科达线率连续１５年名列全省第一，高考

本二以上录取率达７０％，居全省前列。卫生事业加快发

展，市一院综合病房大楼和市七院门急诊病房大楼投入试

运行，市妇保院、市一院钟楼院区启动建设，各辖市区均创

成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城市居民在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门诊就诊比例达５０％，农村居民县域内就诊率达

８５％。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中国大运河（常州段）成为世界

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迎检工作扎实推进，“文

化１００”、“四个演”、“社区天天乐”等文化活动全年超７０００

场次，观众超３００万人次。体育事业蓬勃开展，我市在第

１８届省运会中获得的金牌、奖牌和总分均位居全省前列，７

名运动员参加青奥会，共获得７枚金牌；“１０分钟体育健身

圈”建设高水平推进，戚墅堰区全民健身中心和新北区春江

全民健身中心基本建成。加快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社区“减

负增效”加快推进，全市城乡和谐社区达标率分别达

９８．７％和９８．２％。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建设生态绿城、实

施交通便民等十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全面完成。深入推进精

神文明和“平安常州”建设，法治建设满意度位居全省第一，

各辖市区首次实现省级“双拥模范县（区）”满堂红，社会保

持和谐稳定。与此同时，粮食供销、安全生产、国防动员、外

事侨务、对台事务、审计统计、海关国检、质监药监、工商物

价、司法行政、海事边防、邮政供电、档案方志、防震减灾、应

急管理、民族宗教、妇女儿童、人口计生、残疾人事业、老龄

事业和关心下一代等工作都取得了新成绩。

　　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我们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努力改进政府工作。扎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四

风”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形成

“五张清单、四条主线、一个平台、六大改革”基本框架。精

简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市级审批事项由２０１１年的３８０项减

少到２０１４年的２１２项，精简比例达４４．２％，提前完成本届

政府任期内市政府部门审批项目减少三分之一以上的目

标。清理并公布市政府各部门行政权力，精简比例达

２９．９％。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首次实现负增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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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再造，工业项目审批压缩时间三分之

一以上，政府投资项目压缩时间近４０％。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不断完善，政府系统廉政建设得到加强。着力推进依

法行政，自觉接受市人大、政协及各民主党派的监督，办理

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４３３件，妥善解决了一批经济社会

发展方面的问题。

　　各位代表，去年各项成绩的取得，是全市上下在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团结拼搏、攻坚克难、开拓创

新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辛勤工作在各个领

域的全市人民，向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市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离退休老同志，向驻常人

民解放军、武警官兵、公安政法干警和部省驻常单位，向所

有关心、支持、参与常州建设和发展的中外投资者、科技工

作者、务工人员和海内外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

敬意！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挑战

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调结构、促转型面临较

大压力，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待提高；部分企业特别是

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困难，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进

口增长趋缓；大气环境质量有待进一步改善，节能减排任务

依然繁重；有些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主动服务和担当意识

不强，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对此，我们一

定会高度重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二、２０１５年工作安排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

市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

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

照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部署，紧紧抓住建设苏南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产城融合综合改革试点的机遇，主动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开展“重

大项目深化年”活动，加快转型升级，突出改革创新，推动产

城融合，注重生态文明，加强民生保障，切实提高经济发展

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８．５％左右；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６．５％左右；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１２％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２％左

右；外贸进出口总额和注册外资实际到账保持适度增长；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９％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平涨幅控制在３％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以内；

全面完成省下达的节能减排目标任务。

　　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将重点抓好八个方面工作：

　　（一）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１．加大重大项目招引力度。围绕十大产业链建设和

现代服务业发展，紧盯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央企和大型民企开

展招商，举办好“９·２８”科技经贸洽谈会，引进一批产业层

级高、投资规模大和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重点在

智能装备制造、碳材料、轨道交通、通用航空等产业链上引

进一批关键性、龙头型、基地型的制造业大项目，提高产业

竞争力。围绕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层次和区域影响力，瞄

准国内外服务业龙头企业，着力招引一批健康医疗、电子商

务、休闲旅游等服务业项目。

　　２．提高重大项目建设成效。全力加快重大项目建设

进程，重点推动东风、众泰、北汽、斯太尔等重大项目投产达

效，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对全市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和对转

型升级的带动作用。积极实施１５０个省、市重点项目，加快

产业项目“六个一批”、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四个一

批”转化进程，着力提升投资完成率、新项目开工率、续建项

目竣工率，年内完成投资６３４亿元。

　　３．完善重大项目推进机制。每月召开重大项目推进

会，督查项目建设情况，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题，

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深入落实项目推进责任，强化地区和

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加强与重大项目投资方的联系，推动项

目早投产、早见效。进一步创新项目推进方式，千方百计破

解项目推进中存在的用地、资金等方面的要素制约，为项目

推进创造良好条件。

　　（二）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层次和水平

　　１．全力推进工业转型升级。深入实施“三位一体”工

业经济转型升级战略，积极促进新兴产业裂变发展、传统优

势产业提档升级、创新型企业加速成长。加快十大产业链

升级步伐，按照“建链、补链、强链”的要求，大力发展整机整

车等终端产品和共性技术、核心技术等关键环节，放大轨道

交通、智能电网、太阳能光伏等产业链的竞争优势，推动新

医药、新光源等产业链加快发展，促进碳材料和通用航空产

业链快速崛起，培育壮大常州产业链的特色品牌，十大产业

链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３２％以上。重点实施１００

个以上“双百”重点项目，鼓励和引导传统优势产业加大技

改投入、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传统优势产业的技

术水平、装备水平和产品附加值，增强传统产业市场竞争

力。大力培育创新型企业集群，重点支持２０家左右龙头企

业成为创新型领军企业，科技型上市培育企业２００家以上，

高新技术企业１１００家以上。

　　２．着力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实施发展现代服

务业三年行动计划，做强做大１００家服务业优势企业，加快

推进１００个服务业重点项目和３０个服务业集聚区建设，促

进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加快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扶持壮

大本土电商企业，加快跨境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建设，推动传

统企业借助电子商务转型升级。促进健康服务业、养老服

务业发展，加快建设常州生命健康产业园、海峡两岸健康产

业合作示范区和西太湖医疗旅游先行区，努力把我市打造

成长三角知名的健康之城。积极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推

进国家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快环球恐龙城航天

乐园、东方盐湖城等项目建设进程。依托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产业，提升服务业的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水平，

提高服务业发展层次。年内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达４８％左右。

　　３．扎实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紧紧围绕创建国家现代

农业示范区和国家水产养殖综合标准化示范区，不断巩固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农业转型升级步伐，确保农业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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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进程位居全省第一方阵。结合全市城乡建设、土地

利用和生态建设规划，加快编制农业“１１８５”工程布局规划，

推动全市农业主导产业集聚集约发展。新建６万亩高标准

农田，不断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和耕地质量。开展稻麦亩产

“吨粮市”创建活动，巩固提升粮食单产水平。推动现代农

业产业园区建设，围绕农业种源、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物流

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高水平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新增１０

个市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培育壮大以农产品加工为

主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２０家，形成一批富有核心竞争力

的现代农业市场主体。加大农民教育培训力度，加快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

　　（三）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

　　１．提升创新园区承载力。紧紧抓住苏南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的机遇，按照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试验区、区域创新一体化先行区”的战略定

位，加快创新园区建设步伐。围绕“一核两区三园多基地”

的创新布局，支持科教城实施“３３３”工程，加快建设一流的

高职教育园区和国际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常州高新区、

武进高新区加快建设国内一流的国家级高新区；推动江苏

中关村科技产业园、西太湖科技产业园、金坛华罗庚科技产

业园加快进入省级高新区行列。加快建设“中以科技园”、

“中德创新园区”等国际科技合作园区，提升园区国际化合

作水平。

　　２．提高企业自主创新力。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

立研发机构，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机构建设实现全

覆盖，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建有率达９５％以上，新增

市级以上企业研发机构１５０家。积极推进创新成果专利

化，着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年内完成专利申请３

万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超１２件。完善产学研合作常州

模式，做优“５·１８”展洽会和“天天５·１８”品牌，新增产学

研合作项目１０００项以上，重点国际合作项目２０项以上，促

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３．增强创新创造协同力。支持行业骨干企业与大院

大所、知名高校联合组建研发平台和科技创新战略联盟，开

展协同创新，快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鼓励在常高校

围绕常州产业发展重点，与本土企业开展技术攻关合作。

促进科技与金融有机结合，建立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有效

对接机制，在加大财政资金投入的同时，充分利用资本市

场，撬动社会资本增加科技创新投入。深入实施“龙城英才

计划”和“杰出创新人才引育云计划”，引进培养一批掌握核

心技术、能带动产业发展的领军人才。加大高技能人才培

养引进力度，新增高技能人才１．８万人。完善人才激励机

制，落实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为股权、期权等政策，吸引

人才到我市创新创业。

　　（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增创体制机制优势

　　１．加快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重要领

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调动和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和活

力。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点围绕“服务企业、服

务项目、规范市场、便民利民”四条主线，优化注册登记、项

目审批、专业中介以及民生服务，加快构建高效规范、权责

一致的为民服务体系和责任机制。全面深化国有企业和国

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调整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加快发

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国有资本

运营效率。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加快金融商务区建设进程，

增强江南银行、东海证券等机构综合实力，推动企业股改上

市，力争５家企业上市，１５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大力发展

金融租赁服务业，努力把我市建成区域性资本运作中心、资

产管理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

合发展，增强媒体引领力，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提升院

团精品生产能力和文化惠民服务水平。深化农村改革，全

市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工

作，确权登记覆盖面达７０％左右，完成９０％以上村的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任务，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

流转试点，推进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做好武进区“全国

农村改革试验区”各项工作。

　　２．提升外资外贸发展水平。瞄准国际知名跨国公司

和行业龙头企业，着力引进一批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

带动能力强的产业链项目，力争超１０亿美元、５亿美元重

大外资项目再有新突破，不断拓展利用外资新领域，吸引外

商投资文化创意、旅游休闲、文化会展等产业。加大“走出

去”力度，鼓励企业赴境外设立生产基地、开展项目投资和

并购重组，加快德国埃森市“常州科技经济发展中心”建设

步伐，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发展，提升国际化经营管理

水平和综合竞争能力。加快“华贸通”等外贸综合服务品牌

和出口基地建设，进一步发挥出口基地带动作用。推动区

域通关一体化试点和电子口岸建设，加快推进关检合作“三

个一、三个互”工作，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为外贸企业出口

创造良好条件。

　　３．打造更高水平开放平台。积极参与和融入“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沿海开发、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国

家战略，推动各类开发区主动对接上海自贸区建设，积极做

好产业配套、功能延伸等工作，构筑更高的对外开放新平

台。积极推动国家级、省级开发区（高新区）结合自身实际，

引进和建设十大产业链和现代服务业项目，把开发区建成

全市重大项目建设的重要载体。推进开发区管理模式创

新，完善开发区投融资机制，支持开发区通过社会资本特许

经营、开发主体上市和发行债券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提

升口岸开放水平，常州机场力争开通台湾地区、东南亚等航

线，促进航空港、常州港、出口加工区等“区港联动”，加快建

设水、陆、空、铁联动发展、客货运快速增长的立体口岸体

系。加快推进城市国际化进程，提升城市国际文明礼仪水

平等软环境，加强国际化人才引进和培养。

　　（五）着力推进产城融合，构建城乡发展新格局

　　１．推动产城融合发展。认真组织实施产城融合改革

试点方案，加快探索实践，积极走出一条“以产兴城、以城促

产、宜居宜业、融合发展”的改革发展常州之路。注重空间

优化，加快构建产城融合“一纵三横”总体空间格局，重点推

进城市中心区、常金统筹核心片区、西南门户片区、东部片

区、沿江片区等“一中心四片区”产城融合发展。坚持统筹

发展，把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推进产业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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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化、集聚化、特色化迈进，促进城镇发展与人口集聚、功能

完善相结合。积极推进产城融合示范试点建设，中心城区

重点提升文化宫－南大街商贸集聚区功能，加快武进、新北

城区商务商贸副中心建设，城市新片区重点推进西太湖科

技产业园、新龙国际商务城和常州科教城省科技服务业示

范区建设，推进东部地区发展提档升级，加快形成具有常州

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产城融合模式。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加快建立与产城融合发展相适应的产业升级、生态建设、考

核评价等体制机制，为产城融合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２．提高城乡建设管理水平。进一步推动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建设，构筑常州交通区位优势，常溧高速公路、１２２

省道常州东段、金武路、延政西路等实现通车，开工建设常

宜高速公路、２６５省道常州段，争取沿江城际铁路、德胜河

航道整治提升工程开工建设。加快完善城市路网，改善市

民出行条件，精心组织实施轨道交通１号线，续建和新建劳

动西路（长江路－龙江路）、光华路、福阳路（青洋路－北塘

河西）等道路工程，加快金融商务区、皇粮浜公园周边道路

建设步伐，对飞龙西路进行大修。实施２３项旧城改造项

目，改善提升城区形象。加快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德胜河应急取水头部及泵站工程建成投用，戚墅堰污水处

理厂三期厂区工程全面竣工，续建天然气利用三期工程。

加快推进一流电网建设，完成１２个乡镇重点示范区建设。

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长江堤防防洪能力提升

工程土建施工，全面完成千亩以上圩堤达标建设。深化城

市长效管理，深入推进城市环境综合整治“９３１３”工程，对城

郊接合部、城中村、老旧小区等区域实施综合整治，提高市

区道路环卫机械化作业覆盖率，逐步将金坛、溧阳、武进、新

北的镇区纳入长效管理考评范围，不断提升城市形象。

　　３．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

乡发展一体化，组织编制辖市区“多规融合”空间规划和重

点中心镇、重点村规划，优化城乡空间格局。强化国土资源

管理，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加快推进薛埠、南渡、

孟河、雪堰等重点中心镇建设步伐，完善一般镇的服务功

能，提升全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扎实推进富民强村，创

新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和实现形式，做大做强村级集体

经济，力争全市村集体年收入同比增长１０％以上，年收入

千万元以上村集体累计达４０个。稳步推进美丽乡村示范

村建设，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一批具有江南农村特色的

示范村，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水平。开展新一轮茅山老区帮

扶工程，增强茅山老区持续发展能力。

　　（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营造优美宜居环境

　　１．提升生态绿城建设水平。围绕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和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市，加快生态绿城建设步伐，逐渐形成

植物多样、绿量充沛、连片成网、具有鲜明江南地域特色的

生态绿化新格局。实施生态绿道建设工程，重点推进高架

环线绿道和藻江河生态绿道等工程，对京杭运河两侧的人

文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建设水岸相融、资源相连的中心城区

慢行系统。实施郊野公园建设工程，重点推进城北郊野公

园、宋剑湖湿地郊野公园和郑陆郊野公园的扩容。实施城

镇公园绿地建设工程，基本建成横塘河湿地公园，推进皇粮

浜湿地公园、白荡河绿地建设。实施生态源保护建设工程，

重点推进小黄山生态公益林品质提升等工程。实施生态廊

道建设工程，重点推进新沟河延伸拓浚等工程。有序推进

生态文明细胞工程建设，打造一批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生态乡镇等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亮点。

　　２．提升大气环境质量。把改善提升大气环境质量作

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确保ＰＭ２．５平均浓度较２０１３年

下降７％。严格环境准入，不核准、备案“两高”项目和产能

严重过剩行业的新增产能项目，加快落后产能淘汰，有序推

进城市主城区重污染企业环保搬迁。优化能源结构，控制

煤炭消费总量，提高耗煤项目准入门槛；全面整治燃煤锅

炉，年内淘汰剩余５０％燃煤小锅炉，完成禁燃区范围内所

有燃煤设施淘汰或清洁能源替代。深化工业污染治理，钢

铁、水泥行业分别从１月１日、７月１日起全面执行新排放

标准，推动重点企业清洁生产改造，累计完成４０％以上钢

铁、水泥、化工、石化、有色金属等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审核。

大力开展机动车尾气、扬尘、餐饮油烟、秸秆焚烧等污染整

治，强化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不断改善空气质量。

　　３．强化水土污染整治。深入推进太湖治水，严格控制

入太湖河道水质，确保太湖水治理达到省考核要求。加强

饮用水保障，建成投运长荡湖水厂２０万吨／日一期工程，开

工建设钱资荡生态清淤等工程，确保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１００％达标。加强河道综合整治，对已整治的市河

实施长效管理，提高河道水质。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积

极开展畜禽养殖场综合整治。加强水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完成市江边污水厂中水回用和金坛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扩建

等工程，开工建设邹区污水处理厂、溧阳市垃圾卫生填埋场

一期封场等工程，推进市污水处理厂污泥焚烧项目，建成市

餐厨废弃物综合处理一期工程。积极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和

修复，全面完成耕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土壤环境质量评

估和污染源排查工作，对常隆及周边地块污染场地实施土

壤修复。

　　（七）突出民生民本优先，推动社会事业协调发展

　　１．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就业创业服务

体系，新增城镇就业８．５万人，开展城乡劳动者就业技能培

训３万人，常州籍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９５％以上，扶持创

业５５００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全民参保登记计

划”，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企业职工养老、城镇职工医疗

保险分别新增参保５万人、２．５万人，城乡基本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综合覆盖率保持在９８％以上，新农合

人均筹资标准不低于５８０元，落实城乡低保标准自然增长

机制。提升住房保障能力，新开工保障性安居工程１５７４０

套（户）、基本建成６３５０套（户），发放住房公积金政策性低

息贷款４５亿元，确保中心城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公共

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应保尽保。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大

力推进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建设，年内城乡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覆盖率达１００％，社会力量举办

或经营的养老机构床位数占比超过５０％，护理型床位占养

老机构床位数超过４０％，老年助餐点覆盖４０％的城市社区。

　　２．提升发展各项事业。进一步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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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教育资源布局调整和现代化学校建设，新开工省常中

戚墅堰区分校、教科院附中等１０所市属学校，续建五中、同

济中学、丽华中学等９所市属学校，各辖市（区）实施学校基

本建设项目３５个，基本建成殷村职教园区，所有辖市（区）

成为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改革发展示范区。大力发展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实施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

等申名重点工程，成功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提升文化惠

民品质内涵，启动实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打造

“社区天天乐”、“文化１００”、“江南心”等一批文化品牌，扎

实推进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发展壮大文化产

业，加大龙头文化企业和示范园区培育力度，全市文化产业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６％左右。推动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启动建设市三院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市中医院急

诊病房综合楼，加快市妇保院、市一院钟楼院区建设进程，

以医疗联合体建设推进分级诊疗。创建国家级公共体育服

务体系示范区，全面推进全市公共体育设施向社会免费开

放或低收费开放，在全市设立１００个科学健身指导示范点，

提高全市公共体育服务水平。加快“智慧常州”建设，统筹

推进三网融合发展，促进工业互联网、工业大数据等推广应

用，新建住宅小区的光纤入户按照共建共享模式建设。加

强食品药品监管，进一步提升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水平。做

好“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谋划常州未来发展。

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广泛开展全民国防教育，不断

加强民兵预备役建设，进一步提高双拥共建水平。支持工

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工作，进一步加强外事侨务、对

台事务、档案方志、民族宗教、防灾减灾、应急管理、残疾人

事业和关心下一代等工作。

　　３．加强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充分

发挥常州道德讲堂促进社会和谐的载体作用，巩固文明城

市建设成果，弘扬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严格执行社区事

务准入制度，巩固提升社区“减负增效”成果，“政社互动”覆

盖全市所有街道（镇），不断提升社区自治水平。建立健全

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

助机制，夯实信访工作基层基础，依法维护群众权益，解决

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深入开展“民

生警务”，推进公安基础信息化、警务实战化、执法规范化、

队伍正规化“四项建设”，加快实施新一轮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建设，不断提升“平安常州”建设水平。强化质量监管，创

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建

立健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落实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与此同时，今年我们将办好以“三优三安两提升”（优质

教育、优质医疗、优质养老、安心食品药品、安心饮用水、安

心社会治安、提升生态绿城建设水平、提升大气环境质量）

为重点的十件民生实事，让广大市民更多更好地享受常州

改革发展的成果。

　　（八）大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全面提升行政服务效能

　　１．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进一步精

简审批事项、压缩审批时间、提升行政服务效能。按照“机

构精简、职能明晰、资源集约”的原则，全面完成市县政府机

构改革，积极推进“一办四中心”建设，加快构建覆盖全市、

上下联动、功能完善、运行高效的四级政务服务体系。有序

推进政府职能转移，将部分行业管理服务类、社会事务类和

专业技术管理服务类事项转移给社会组织承担。完善行政

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机制，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实现

财政预决算、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除涉密部门和涉密

事项外全部公开。

　　２．大力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完善政

府权力清单制度和责任清单制度，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

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

府。健全依法决策机制，认真落实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

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

序，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深

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自觉

接受人大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加强审

计监督，重视舆论监督、公众监督。

　　３．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巩固提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成果，健全完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服务基层群众等制

度，进一步改进文风会风，促进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

态化。大力弘扬奋发进取、敢于担当、勇争一流的创新创业

精神，雷厉风行开展工作，提高工作执行力和落实力。切实

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坚决

查办各类违法违纪案件，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

治清明。

　　各位代表，做好今年的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让我

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省

委、省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紧紧依靠全市人民，抢抓

机遇，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为推动常州经济社会发展迈上

新台阶而努力奋斗！

６ 特　　载



市信访局党风廉政警示教育活动　（信访局　供稿）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

【概　述】　常州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于２月正式启动，到１０月底

基本结束。全市１２９３名县处级以上

干部、５８个镇街道、１０１４个村社区、

２．１８万个基层党组织，围绕“为民务

实清廉”主题，认真贯彻“照镜子、正衣

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以整风

精神、从严要求和务实作风，有序展开

各项工作。

　　精心准备，有序推进。中共常州

市委先后召开１７次常委会，专题研究

部署教育实践活动。全市各级党组织

按照统一部署，梯次展开，压茬进行，

层层组织发动。市、辖市区机关先行

一步，镇街道和村社区及其他基层党

组织依次推进。市委组建领导小组和

活动办公室，各辖市区参照市级做法，

抽调专门人员，成立相应组织机构，确

保市县镇村四级教育实践活动层层有

抓手、茬茬不松劲。市、县两级领导干

部建立活动联系点１７８个。市委通过

网上民调、走访调研、发放问卷、召开

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征集意见建议，梳

理形成作风方面存在的主要表现，提

出了“四查三提升”的活动主题，即查

宗旨意识牢不牢、查工作作风实不实、

查精神状态振不振、查廉洁自律严不

严，提升党员社会形象，提升干部服务

能力，提升部门工作效能。

　　“六进六学”，夯实基础。市委把

学习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学习对象全

面覆盖，学习方式灵活多样，学习效果

落在实处。市委常委集中学习１３次，

听专家辅导报告４次，上党课１９次，

市委书记阎立带头上专题党课；牵头

召开３场“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大

讨论，谈体会、话作风，并广泛邀请基

层群众代表参加，面对面提意见，汇编

形成《“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研讨

论文１００篇》。全市广泛开展“六进六

学”活动，组织党员干部走进各类课堂

学、走进道德讲堂学、走进基层一线

学、走进先进典型学、走进革命老区

学、走进教育基地学。把道德讲堂作

为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平台，市委常

委带头走进道德讲堂，重温入党誓言，

作反对“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和奢糜之风）集体承诺，听老

党员讲述群众工作的好做法、好经验。

开展“走群众路线，当服务先锋”主题

征文活动，引导党员干部深入思考、畅

谈体会；编发《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１００问》，用群众语言阐述群众路

线；广泛征集辖市区、基层单位联系服

务群众好做法好经验，汇编形成《联系

服务群众典型案例１００例》。学习弘

扬焦裕禄精神，召开学习焦裕禄精神

专题座谈会，组织各级党组织集中观

看影片《焦裕禄》，要求党员干部向焦

裕禄看齐，争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

干部；全市选树一批践行群众路线的



“领头羊”，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身

边事教身边人”，带动一批人、影响一

群人、感染所有人。组织观看《周恩来

的四个昼夜》《苏联亡党亡国２０年祭》

等专题片，赴溧阳新四军江南指挥部

接受先烈先辈的精神洗礼，赴常州监

狱、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基地接受警示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净化思想、荡涤灵

魂，居安思危、防腐拒变。

　　开门纳谏，找准问题。市委常委

主持召开３２场座谈会，累计征集各类

意见建议７６３条。开办政风热线特别

节目《问政常州》，邀请市民代表走进

直播室，与部门“一把手”直接对话，问

责问效问能。市委常委、党员副市长

带头到基层联系点开展调研；各级领

导干部结合“三解三促”“清风行动”、

茅山老区“百千万”帮扶等活动，深入

基层组织、企事业单位、困难群众家

庭，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开展

“网上民调”活动，重点围绕市级机关

窗口服务单位的服务态度、业务素质、

办事效率等，征集意见建议１４３９条。

开展市级机关作风建设社会评议活

动，面向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企业、群众等５０００余人次，征求意见

建议４８０条，并在第一时间逐条逐项

反馈至责任部门。全市窗口服务部门

开通网络举报平台、官方微博，充分发

挥１００个监测点和１２０余名作风察访

员作用，加强对市级机关以及下属基

层站所、服务窗口的明察暗访、常态督

查。成立群众评估团，邀请媒体代表、

普通网友、道德模范和离退休老同志

监督活动、评价活动。

　　动真碰硬，严格规范。深入开展

查修身严不严、查用权严不严、查律己

严不严、查谋事实不实、查创业实不

实、查做人实不实的“六查”活动，通过

各类渠道征集到班子问题３５６条、班

子成员问题１３６２条，由各地各单位对

号入座、分别认领。坚持主要负责同

志与班子每个成员之间、班子成员相

互之间、班子成员与分管部门主要负

责同志之间、督导组与班子成员之间

“四个必谈”，在民主生活会前，各单位

普遍进行了３轮以上的谈心谈话。在

全市印发对照检查材料撰写注意事

项，由市委领导、市委督导组、活动办

对各单位对照检查材料严格把关，重

点查看联系实际是否紧密、查摆问题

是否到位、剖析反思是否深刻、改进措

施是否管用，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反

复修改完善。召开高质量组织生活

会，抛开面子、抓住要害，深挖“四风”

问题根源，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

想问题。

　　真抓实改，力求成效。针对基层

党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突出抓好软弱涣散党组织的整顿转

化，坚持重心下移，在政策、人才、资

金、项目、技术、信息等方面向软弱涣

散党组织倾斜，努力做到不让一个基

层党组织“掉队”。针对突出信访问

题，成立群众工作组，推行开门接访机

制、首办责任制，市领导面对面接待来

访群众，直接调处社会矛盾，推进信访

积案化解工作，全市１３件信访积案有

９件得到基本化解，其他４件也得到

妥善处理，没有发生进京上访和去省

重复上访。推进社区减负增效，对导

致社区负担过重的组织机构、台账任

务等８大类事项进行全面清理，社区

组织机构、各类阵地、工作任务和指标

项目分别减５７％、８５％、２３％，盖章证

明减７５％，同时取消所有市级纸质台

账，取消所有市级创建达标评比项目。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出１８条具

体措施，为市场和企业“松绑解套”，确

保“事项精简三分之一，时限压缩

５０％，按下限收费”目标如期实现。推

进干部职数管理规范，将按职数配备

领导干部纳入组织部门１２３８０举报网

络受理范围，重点关注超配情况较为

严重的地区或单位，重点查看违规超

配整改消化情况，推进领导干部职数

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集中

开展“会所中的歪风”“奢华浪费建设”

和“培训疗养机构浪费及腐败”专项整

治工作，逐一排查，登记造册，确保不

存死角、不留盲区，排查出２家会所和

１家培训中心。扎实推进民生实事。

深化茅山老区“百千万”工程，实施帮

扶项目３８９个，总投入３．２６亿元，着

力推动茅山老区同步现代化。广泛开

展“党员义工３６５”活动，全市２８．５万

共产党员全员注册、全面报到、全部参

与。严肃整顿党风政纪，严肃查处顶

风违纪案件，重点开展中秋、国庆期间

暗访，发现疑似违规车辆５１辆，查实

２辆。严肃查处溧阳市少数干部违规

接受宴请问题，并在全市进行通报。

对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

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简称“八项规

定”）实施以来全市查处的１４起典型

案例进行发文通报。１—８月，全市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反“八项规定”

问题１８个，给予组织处理和党政纪处

分３１人次。

　　着眼长远，建章立制。第一批教

育实践活动期间，常州市委在严格清

理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

主要围绕推进常州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规范审批制

度，规范议事协调机构，规范公务接

待、商务接待、因公临时出国、权力运

行等内容，相继出台９个长效机制文

件。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期间，市委

常委会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查摆问

题的基础上，按照即知即改、边查边改

要求，围绕科学民主决策、党风廉政建

设、厉行勤俭节约、密切联系群众、建

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推进社区减负

增效、化解社会矛盾等内容，相继出台

２０个制度规定。

　　严督实导，把准方向。市委成立

１０个督导组，辖市区成立４７个督导

组，按照下沉一级办法开展工作。市

委编发督导组工作手册，建立省市县

三级督导联动机制，构建纵向到底、横

向到边、相互衔接的督导工作体系，先

后召开４次省市督导组联席会议，上

下联动推动活动深入开展。加强分类

指导，根据不同层级、领域、对象的特

点，分类组织推进。既突出县处级以

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这个重点，又

抓好执法监管部门、窗口单位、服务行

业和各类基层党组织；针对农村、社

区、非公企业、社会组织、行业组织，以

及执法监管部门和窗口单位、服务行

业，分别研究出台具体指导方案，形成

“５＋１”的分类指导体系；在非公企业

中开展源头拓展行动、组建攻坚行动、

文化引领行动、素质提升行动和岗位

争先行动，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在非公

企业党组织中深入进行。各级督导组

围绕重点对象、重点要求和重点环节，

突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

“一把手”的督导，对走形式、搞变通

的，严肃约谈，及时提醒，坚决纠正；全

８ 专　　记



程参加各地各单位民主生活会，确保

活动目标明、方向准，不偏不散。

　　加大宣传，营造氛围。《常州日

报》、常州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增设专版

专栏，推出《基层群众盼什么》《即行即

改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常州掠影》

《整改看变化，群众说感受》系列报道，

采取通俗易懂、贴近群众的方式准确

传递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及权威

声音，展示广大群众对活动的感受评

价，把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中央和

省委精神上来。积极宣传各级各类密

切联系群众、为民务实清廉的先进典

型，推出公益慈善精神领袖王德林、

“８０后”ＩＴ雷锋尤辉、中国敬业奉献好

人严清华以及汤亚平、王瑛等一批“最

美基层干部”的先进典型事迹，使党员

干部学有标杆、赶有榜样。省级以上

主流媒体刊播常州教育实践活动相关

稿件１３０余篇（条）。市委书记阎立署

名文章《打通“最后一公里”，走进群众

心坎里》分别在《半月谈》《学习时报》

等刊物刊发；新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全国非公企业党建典型，其典型

事迹在《中国组织人事报》上刊登。

　　全市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解决

了一批“四风”问题。形式主义方面，

切实转变会风文风，整治文山会海、检

查评比泛滥现象，严控会议活动时间

和规模，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工作会

议，时间不超过２小时，机关部门召开

的全市性会议，时间不超过１．５小时。

共压缩会议８３０个，减幅４３％；压缩

文件数１１４０份，减幅４８％；压缩评比

达标表彰３７８个，减幅６９％；减少各

类领导小组和协调机构１０１个，减幅

４１％。官僚主义方面，深化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

２８９项；市委常委、党员副市长带头到

联系点开展调研２６２次，全市县处级

领导干部开展“三解三促”活动３６６５

次。享乐主义方面，全市清理公务用

车１９辆，调整清理办公用房面积７．５

万平方米，停建楼堂馆所１１个；全市

有４３５４名党员干部对会员卡持有情

况进行自查，完成零持有报告，普遍做

到“零持有”会员卡。奢靡之风方面，

压缩“三公”经费８８３３．３６万元，减少

因公临时出国出境１０８批次，１５项节

庆、论坛、展会活动保留９项。

（刘　巍）

全面深化改革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

深化改革，积极稳妥、统筹协调推进各

领域改革的有序展开。市委成立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经济体制和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

体制机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

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

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７个专

项小组。坚持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立足从最急迫的

事项改起，从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

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

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

改起，以利于改革大局有序稳健推进。

年内，出台《常州市有关部门贯彻落实

〈中共常州市委关于全面深化重要领

域改革的意见〉重要举措分工方案》，

制定《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２０１４年工作要点》，部署改革举措８８

条，逐项分解落实。全年制定出台重

要改革文件１４１个。

【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坚持把经济体制改革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主轴，牵

引和带动各领域改革协同推进，确定

的１１个方面３８项改革任务进展顺

利。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抢抓被列为

全省简政放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综合

改革试点市的机遇，确立“五张清单、

四条主线、一大平台、六项改革”的简

政放权、转变职能基本框架。取消、下

放行政审批事项１５７项，保留市级行

政审批事项２１２项，精简４４．２％，提

前完成此届政府行政审批项目减少三

分之一以上的目标。实施建设项目审

批全流程再造，工业项目审批压缩时

间三分之一以上，政府投资项目压缩

时间近４０％。同步出台行政审批事

项目录管理办法和责任追究办法，形

成“一目录两办法”规范管理体系。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动

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

革，对市属国有企业进行功能界定和

分类考核，建立健全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考核制度。明确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济工作思路，提出优化国企股权结构、

改制上市、员工持股等途径。出台《民

营经济转型提升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推进实施改革攻坚、产业提

升、“三名”（知名企业、知名品牌、知名

企业家）培育、项目突破、创新驱动、环

境优化六大工程。起草《关于鼓励和

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公共设施建设的意

见》，明确进入范围、实施方式和程序、

相关政策。

　　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出台

《常州市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和《放宽市场主体场所（经营场所）登

记条件暂行规定》，全面实行注册资本

登记制度改革；工商登记前置改后置，

推行“先照后证，证照联办”登记模式。

制定发布《常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规划纲要》和《常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建立完善主

要由市场决定的价格机制，不断健全

完善价格监测预警机制。加快推进建

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出台《常

州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

办法》；基本完成全市农村宅基地、集

体建设用地发证工作；启动市区工业

企业用地调查工作。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

代财政制度，从完善预算管理、调整财

政体制、实施科学税收、优化资源配置

等方面提出改革目标。实行公共财政

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

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有效衔接的

全口径预算管理体系，稳妥推进“三

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开，改进年

度预算控制方式。加大一般性转移支

付力度，确保基层政权建设和基本公

共服务正常运行。深入推进“营改增”

试点改革，充分发挥营改增对推动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加强政

府债务管理，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

清理甄别工作。

　　构建地方金融体系。明确加快金

融改革创新发展的２６项重点工作，推

动金融业创新发展，江南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获证监会批准。不断培育和挖

掘上市资源，制定《关于促进企业改制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实施意见》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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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促进企业加快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转

型发展的实施意见》，企业上市进程加

快推进，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和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

成立常州市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和常州

市股权交易中心。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修订科技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化重大科技项目

协同推进机制，创新园区体制机制，优

化园区规划布局，扩大园区管理权限。

常州科教城新建“天天５１８”平台，打

造一站式科技服务中心，制定实施

“３３３”工程意见（围绕智能、设计、信息

３个先导方向，建设３个高端公共研

发平台，引育３０个规模以上科技型企

业，孵化３００个创新型企业）和构建创

新创业生态服务体系意见，创成国家

两化深度融合 试 验 区。制 定 实 施

“３５８”计划，即以单位面积产出密度为

标尺，按３万／平方米、５万／平方米、８

万／平方米年度产出进行分类指导和

考核激励，致力打造旗舰型科技产业

园区，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

系。深化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推进

外商投资项目快速审批试点、外资医

院试点等工作，将新增总投资３亿美

元以下鼓励类、允许类制造业项目审

批权限由省争取下放到常州市。大力

推进境外投资审批改革，积极创新外

贸发展方式，本土首家外贸综合服务

领域电商平台华贸通启动运行。进一

步完善开发区管理体制，积极推动开

发区提档升级，金坛、溧阳开发区取得

实质性进展。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落实生

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加强生态红线

区域保护监督管理考核。健全污染综

合防治机制，探索排污权交易制度，拟

定《常州市绿色采购管理办法》。完善

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制度，成立环保联

动执法中心和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

机构。开展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

范，制订印发全市生态文明在行动工

作方案。推进水利改革与发展，出台

《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

实施意见》。

【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改革】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致力探索建立城乡发

展一体化新机制，实施《关于深化农村

改革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三年行

动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不断消除

制约农村发展的深层次障碍。

　　注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加快培育和壮

大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

业等多种形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全市农民合作社工商登记农户比重保

持在９５％以上。合理确定家庭农场

种养规模，大力培育有资质、有技能、

有规模、有效益、有设施、有标准“六

有”示范家庭农场。

　　加快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有

序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全市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覆

盖面３０％。深化社区股份合作改革，

新北区全面完成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

作制改革，实现集体资产“股民化”全

覆盖；武进区完成全区集体经济产权

制度改革，以组建村级股份合作社为

重点，分类推进，着力提高集体资产运

行质量。优化集体经济发展机制，全

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年收入比上年增

长１０％以上。推进产权交易市场建

设，武进农村产权交易所挂牌运行，重

点开展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等１０大

类农村产权交易。武进区成为全国农

村改革试验区。

　　持续创新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体

制。强化规划引领，“多规合一”（多方

面规划编制、实施融合）乡村地区空间

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基本完成。着力推

进全市镇村布局规划优化工作，引导

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财政投向，促进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关

于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意见》，启

动编制现代农业布局规划，引领全市

农业主导产业集聚集约发展。着力抓

好市级以上９个中心镇发展规划修

编，积极推进市级中心镇扩权强镇工

作，赋予中心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

理权限。出台常州市户籍准入和迁移

管理规定，制定流动人口居住证发放

办法。新北区“三置换”（将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中的资产所有权、土地承包

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住房置换股

份合作社股权、城镇社会保障和城镇

住房）试点、武进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抵押贷款试点、农民合作社融资改

革试点等工作进展顺利。

【民主法制领域改革】　２０１４年，常州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常州市

人大常委会驻会组成人员联系人大代

表小组的办法》等６个文件先后出台。

协商民主多层次制度化发展，《关于进

一步加强政协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

工作的意见》等３个文件先后出台。

基层民主建设有力推进，《关于推动城

乡社区“减负增效”的实施意见》《推进

城乡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

等８个文件先后出台；依法开展社区

换届选举；建立健全社区、社工、社会

组织“三社联动”机制；集成优化社区

信息系统，完善电子台帐系统；规范社

区公共管理服务站、社会组织服务站、

文体活动站建设。

【文化体制改革】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出

台《常州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

案》，明确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

阶段性改革任务。

　　加快国有文化单位改革。推进国

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文

化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推进国有文化资产监管工

作，出台《常州市市级国有文化企业重

大事项管理暂行办法》，研究制订《常

州市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暂行

办法》。搭建资本运营平台，推动文化

事业单位经营体制调整，组建常州广

播影视传媒集团与常州报业传媒集

团。探索市属国有文艺院团集团化运

作，对文艺院团、演出公司等文化企业

试行部分出资人职责授权管理新模

式。推动《翠苑》非时政类报刊走向市

场。市级纳入统计的国有文化企业

３１家，资产总额２９．９９亿元。积极协

调金坛、溧阳和武进广播电视网络整合。

　　加快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升级文

化产业信贷风险补偿专项资金项目贷

款政策，引进３家保险公司组成保险

共保体；推出智权质押，文化企业可以

用商标、著作、发行、门票收入等进行

质押。完善文化产业引导资金政策，

１３１家企业申报文化产业引导资金。

推动文化企业形成自主知识产权，鼓

励积极参与高新技术研发和国际标

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促使

优秀文化创意企业掌握市场竞争的主

动权。研究制定《推动传统媒体和新

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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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化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加强统

计，完善文化产业考核激励机制。优

化文化发展市场环境，常州成为全国

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试点城

市，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

【社会体制改革】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出

台《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任

务分工方案》，推动各领域改革逐步

展开。

　　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将法治政府

考核纳入辖市区及部门综合考核范

围，出台《党政领导干部述法工作的意

见》等制度，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健全

市政府法律顾问团运行机制。整合行

政执法资源，实施工商质监食药管理

体制调整。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审判流

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

三大平台建设。成立检察为民服务中

心，全面落实终结性法律文书公开制

度。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实现社区矫正监

管、教育、帮扶和监督同步推进。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快社会组

织改革发展，实现市级政府相关职能

和工作事项向社会组织有序规范转

移。在全省首创现代社会组织发展中

心，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健

全稳评工作机制，常州市被确定为全

国仲裁工作“案件受理多样化、纠纷处

理多元化”试点单位。制定群众来访

接待工作规范，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

系群众制度。着手制定新一轮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建设规划，实施流动人口

居住证制度和本市范围内户口通迁制

度。推进社会管理三级平台建设，提

升社区服务管理质效。加大对新闻网

站和政务微博、微信的管理力度。

　　启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开展学

前教育现代化示范乡镇建设，推进集

团化办学，省优质中小学占比超过

８３％，随迁子女公办学校吸纳比例

９０％。完善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高中自主招生开始试点。

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多个职教体系改

革项目启动试点，积极推进开展地方

政府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综合改革

试点国家教改任务。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落实国

务院和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署

要求，贯彻执行“保基本、强基层、建机

制”方针，全面取消药品加成收入，县

级公立医院全部实施药品零差率销

售，加大政府补助力度。开展公立医

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工作，推进

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鼓励并支持

社会力量办医。落实医师多点执业和

基本药物制度。

　　推动社保就业领域改革。完善制

度体系，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无障

碍衔接。建设电子社保服务体系，社

保业务网上办理平台正式运行。扩大

市内异地就医互通范围。加强和规范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促进养老服

务业综合改革，探索医养融合、公办民

营等新模式。出台常州市区高校毕业

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等实施办

法，新增４家市级大学生创业园。建

立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

　　统筹推进其他领域改革。推动实

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测评

点评常态化、项目管理分类化、督查整

改系统化、评比表彰常态化，成为全国

地级市中首个真正建立完整长效机制

的城市。建立志愿服务机制，出台《推

进常州市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的实施

意见》。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２０１４年，常州

市委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着力解

决党的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积极

从制度机制上寻找破解之策。

　　推进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规

范县处级非领导职务管理，建立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研判机制，进一

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

序，积极探索测试测评服务考察考核

新路径，实施差异化考核。制定进一

步加强党政后备人才队伍建设的意

见，对后备干部进行集中调整。

　　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探

索干部选拔任用全程纪实，开发纪实

信息系统。健全“组织部长约谈”制

度，设立网上约谈信箱。进一步完善

日常普遍考察制度，延伸领导干部报

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建立抽查核

实机制。完善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和责

任追究制度。规范干部工作管理，消

化清理超职数配备干部。

　　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制度。横向

以农村、街道社区、企业、社会组织、机

关和事业单位五大领域党组织为依

托，纵向以服务内容、服务网络、服务

队伍、服务载体、服务制度五项建设为

抓手，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强化“一把手”管党责任，并作为落实

党建工作责任制、年度目标考核和三

级联述联评联考的重要内容。健全基

层党组织激励保障制度，健全农村基

层党组织５Ａ晋档升级考评办法。进

一步完善经常性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

组织工作机制，对８２个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发出整顿要求。完善镇党代会

年会制配套工作制度，探索构建党代

表工作室运行机制。

【纪律检查体制改革】　２０１４年，《常

州市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

案》出台，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

机制，推进预防腐败深化工程。

　　及时出台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

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的意见，明确

责任内容，细化责任分工，强化责任担

当。推动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

式、转作风，将纪检监察战线的力量进

一步向主业聚集、工作向主业聚焦，调

整后的执纪监督一线人员占６０％。

全面清理议事协调机构，市纪委监察

局原先牵头参与的１６３个议事协调机

构仅保留１２个。加强纪检系统干部

的监督管理，组建干部监督室。全面

清理派驻机构分管纪检监察业务以外

工作。布局全市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

革。从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

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落实党委（党

组）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纪委

监督责任、强化上级纪委的领导、加快

落实向市级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加强

和改进巡视联络工作、健全党风廉政

建设法规制度体系７个方面，对全市

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提出明确的可操作

性措施。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

系。研究制定全市贯彻落实中央、省

委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建立健全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工作规划的具体实施意

见，从总体要求、狠抓党的作风、坚决

有力惩治腐败、科学有效预防腐败、加

强组织领导５个方面，细化分解成２１

项具体任务，规范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解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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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度常州市重点

工程和重点项目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围绕“重大

项目突破年”活动，突出重点工程的主

体地位和重点项目的龙头作用，创新

工作举措，加大推进力度，重点工程基

本实现预定目标任务，重大项目建设

取得显著成效。

　　重点工程。全市２０１４年３０项重

点工程中，有基本现代化建设类２项、

转型发展类９项、城乡建设类７项、民

生幸福类４项、生态文明类２项、党建

工作类６项。年初，根据“工程项目

化、任务具体化、责任明确化、管理信

息化”要求，市委、市政府对重点工程

的目标任务、形象进度和保障措施，逐

项逐级进行量化分解，形成工作项目

１９３个、工作指标４９５个、分解指标

７３９个。至年末，工作指标和分解指

标的任务完成率分别为 ９３．１％ 和

９６．２％。

　　重点项目。年内，１６６个市重点

项目中１６２个实施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７０７．４ 亿 元，完 成 年 度 计 划 的

１００．５％，其中高新技术及工业、现代

服务业和农业产业化项目全面完成年

度投资计划，７个辖市区承担的市重

点项目均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６４

个新建项目正式开工６０个，开工率

９３．８％，比上年提高０．８个百分点，累

计完成投资２３０．１亿元，完成年度计

划的８５．４％；９８个续建项目累计完成

投资４７７．３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１０９．９％，比上年提高１．９个百分点。

１７个省重大项目（含前期项目１个），

累计完成投资２２０．２亿元，完成年度

计划的９３．３％，比上年提高１个百分

点。其中，６个新建项目全部开工，完

成投资８３．４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７３．４％；续建项目１０个，完成投资

１３６．８ 亿 元，完 成 年 度 计 划 的

１１１．７％。

　　重大储备项目。年内，１９１个重

大储备项目列入储备库，计划总投资

３８９１亿元。其中，产业储备项目１３７

个，计划总投资２８２１亿元（含外资

１５３亿美元）；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项

目５４个，计划总投资１０６９亿元。产

业储备项目中，已签约项目１５个，计

划总投资３１６亿元；可实施项目１０

个，计划总投资１０８亿元，可实施项目

单体平均投资规模１１亿元。全年新

增超３０亿元或３亿美元项目２个；超

５０亿元或５亿美元项目６个；超１００

亿元或１０亿美元项目２个。成功引

进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众泰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２个汽车整车项目

和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斯太

尔发动机、威翔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通用飞机制造等一批重大项目。

【基本现代化建设类】　苏南现代化建

设示范区工程。重点部署服务业增加

值比重、居民收入、空气质量、地表水

水质比例等难点指标突破工作。全面

推进３０家服务业集聚区建设，着力培

育１００家服务业重点企业，全市服务

业增加值比重４８％。实施积极的就

业政策，全市新增城镇就业１３．５万

人，失业人员再就业４．７万人，就业困

难人员再就业１万人；连续第十年调

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市区人

均基本养老金水平达每月２２２０元，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提高

至每人每月１７０元；市区和金坛、溧阳

最低工资标准分别提高 １０．１％ 和

１４．１％。市区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

天数和地表水好于Ⅲ类水质比例分别

提高４．７和２．８个百分点。实现常州

机场口岸开放，开通香港、韩国航线。

　　县域经济跃升工程。金坛、溧阳

两市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等指标增幅

均高于全市平均，经济发展能力进一

步提升。产业、科技、项目、基础设施

“四个西进”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农业

现代化进程居全省县（市、区）第一方

阵。武进与金坛、新北与溧阳挂钩合

作工作有序推进。

【转型发展类】　重大项目突破工程。

引进总投资超１００亿元或１０亿美元

重大项目２个、总投资５０亿元或５亿

美元以上项目６个、总投资３０亿元或

３亿美元以上项目２个。

　　重点项目建设工程。１７个省重

大项目中，１６个实施项目完成年度投

资计划的９３．３％；１６６个市重点项目

中，１６２个实施项目完成年度投资计

划的１００．５％；６４个新建项目已开工

６０个，开工率９３．８％。

　　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工程。十大产

业链 完 成 产 值 ３５２０．２ 亿 元，增 长

１３．３％，占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比 重

３１．４％；机械、冶金、化工、纺织服装、

建材五大传统优势产业完成产值

９５６７．９６亿元，实现利税超过７９６．６

亿元；１００项重点技改项目完成投资

２３３．４亿元。筛选１３家创新型领军

企业、１１６家科技型上市后备企业和

９８６家高新技术企业组成培育企业

库，２５家企业入选省科技型上市培育

库，入选企业数全省第二；新认定高新

技术企业１２６家，累计９８６家，居全省

第三。全年引进和接收高校毕业生及

各类人才４．３万人，新增高技能人才

２．６万人；承办省第二届技能状元大

赛和首届高技能人才成果展，获企业

职工组４个状元、学生组９个第一名，

团体总分第一；万名劳动力高技能人

才数超过６４０人；引进国外智力项目

１０５项。

　　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工程。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１．４％，全员劳动

生产率增长１０％以上；完成工业投资

增长１１．１％；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３３２家；２００个工业经济新增长点新增

产值６８８亿元；单位ＧＤＰ能耗完成省

定年度目标；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完成

产值７２２５．４８亿元，实现利税６３１．９９

亿元；新增私营企业１８２５６户、个体工

商户４４６２４户。新增中国驰名商标

２３件，新认定省著名商标５９件；自主

品 牌 企 业 增 加 值 占 ＧＤＰ 比 重

１７．９５％；国内和境外注册商标申请数

分别为８４８１件和９０件。评定市长质

量奖６家、质量管理先进单位８家；上

上电缆集团获江苏省质量奖，常柴集

团和黑牡丹集团获江苏省质量管理优

秀奖。新增２２个江苏省名牌产品，其

中服务业名牌５个。企事业单位主导

或参与制（修）订行业标准３５项。

　　现代服务业突破工程。全年服务

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４８％，上升２．６

个百分点；服务业投资增速２２．１％，

上升１．７个百分点。确定３０个服务

业集聚区、１００家服务业创新企业，推

进１００个服务业重点项目。开展国家

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工作。

　　开放型经济提升工程。全年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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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账外资保持增长，制造业及生产性

服务业到账外资比重７３％；新增总投

资超亿美元项目８个，其中超５亿美

元项目４个；完成外贸进出口２８８．１

亿美元，重点企业对全市外贸贡献份

额增加２个百分点；开发区全年实际

到账注册外资、地区生产总值、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占比分别超过８４％、６３％

和６５％。西太湖科技产业园成为中

以两国政府合作共建园区，武进绿色

建筑产业集聚示范区与芬兰ＦＩＡＣ投

资集团签约打造中芬绿色科技产业园。

费高云、张耀钢视察小麦生产情况　（农委　供稿）

　　 科技创新工程。研发经费占

ＧＤＰ比重为２．６１％，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占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产 值 比 重 为

４２．９％；承担省级以上科技项目５２９

项，取得经费支持５．２亿元；兑现科技

减免税２３．０４亿元。国家创新型科技

园区营业收入超１６００亿元；新增产学

研重大合作项目１２６项，６７项新开工

项目完成投资９１．７亿元。新增企业

研发机构１５０家，新增孵化器、加速器

面积１０２万平方米，培育科技企业超

５５００家，授权发明专利１６９６件。科

教城全年完成营业收入６１亿元，增长

３４．１％，新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５１名，新增入驻机构和孵化企业１９８

家，科技人才累计超过１．６万名；深入

推进中德创新园区、中国科学院智能

研究院和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

　　农业现代化工程。全市“三资”

（外资、民间资本、工商资本）投入农业

４７亿元，新认定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１０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３４家，实现销售收入５９５亿元，增长

１０．９％。新建高标准农田８．８万亩，

新发展高效设施农业３．８万亩、渔业

２．２万亩。新增各类农机具３７６４台

套，农业机械化水平８６％。发放惠农

资金２．４３亿元，水稻单产连续１２年

位居全省第一，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率９５．９％。新型职 业 农 民 培 育 度

３３％，信息化覆盖率５７％。完成成片

造 林 ２．８４ 万 亩，林 木 覆 盖 率

２５．０６％。完善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

加强农产品质量监测。建立农业生态

补偿机制，对２５６个水稻种植面积超

过２０００亩的行政村９３．７万亩水稻首

次实施生态补偿。年末，常州市以总

分第一的成绩被农业部确定为第三批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金融服务工程。１２月末，全市本

外币贷款余额４８９７．３９亿元，比年初

增长９．０７％；余额贷存比７０．１６％，比

上年提高１．４８个百分点。新增企业

债券募资２８亿元，另有１２亿元获核

准；新增上市企业２家、新三板挂牌企

业８家，新增社会融资总量１２６６．２亿

元；重点项目贷款余额２０７．６亿元，比

年初增长１５．４％，高于各项贷款增幅

６．３个百分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１７６８．２９亿元，比年初增长１３．１８％，

高于各项贷款增幅４．０７个百分点。

加快地方金融体系建设，推进江南农

商行增资扩股和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上市工作，启动金融商务区建设。

【城乡建设类】　城乡交通建设工程。

常溧高速公路完成年度投资计划；沪

宁高速公路青龙互通建成通车。１２２

省道常州东段、２６３省道常州段、２３８

省道常州段建设加快推进。新建改建

农村道路３４９公里、桥梁１０８座。三

级航道网整治提升、录安洲码头４号

码头和金坛港金城作业区码头等建设

工程有序推进。汽车客运东站建成投

运，北站完成主体工程建设。礼河公

交枢纽中心建设完成年度计划；市区

无站棚公交车站改造全部建成投用。

　　城市功能提升工程。路网完善工

程中，青洋路高架北延、河海东路工程

建成通车，兴东路（潞横路—东方东

路）、光华东路基本建成；劳动西路（五

星路—勤业路）完成征收。青果巷历

史文化街区完成松健堂、礼和堂两处

省级文保单位修缮。文化广场项目完

成一期土方施工。金融商务区完成投

资发展公司组建，签订金融城等５个

合作框架协议。横塘河西路进行管

线、路基施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新

北）一期工程进行基础施工。

　　轨道交通建设工程。１号线完成

土建工程招标准备，车站主体维护结

构施工基本完成，全面启动各站点征

地、征收工作。１号线配套工程中，桃

园路、新堂北路实现通车；红梅南路

（桃园路—德安医院）具备通车条件；

同济桥改造完成便桥施工。

　　智慧城市建设工程。年内，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业务收入４００．３亿元。

完成信息基础设施投入１５．６亿元，

４Ｇ室外基站实现高流量区域、市区、

主要发达镇全覆盖，对新型开发区、次

发达镇现有网站进行改造，光纤覆盖

率８７％，城域网出口带宽１２００Ｇ。全

面推广新建住宅小区信息基础设施共

建共享，实现居民光纤上网自由选择。

引导企业加大信息化投入，推动工业

化、信息化深度融合，新增智慧企业

１０家。

　　水利现代化建设工程。新沟河延

伸拓浚工程武进段完成投资６．８亿

元，遥观北枢纽主体完工，南枢纽进场

施工，全线拆迁基本完成。丁塘港拓

浚 工程完成河道疏浚８．７公里，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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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港河南枢纽　（水利局　供稿）

加高加固、新建护岸及防汛道路全部

完工。澡港河整治工程完成新建护岸

２３．４公里、河道清淤１９．０５公里。完

成千亩以上圩堤加固达标建设１９０

公里。

　　中心镇建设工程。完成市级中心

镇增补调整工作，初步完成郑陆、儒

林、社渚３个增补镇的规划编制。确

定市级中心镇１００项重点建设项目，

完成年度投资１２０亿元。９个市级中

心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６４９．５亿元，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２１．５亿元。出台

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部署推进扩权

强镇工作。

　　国土资源服务创优工程。落实耕

地保护目标责任，全市耕地保有量

２９４．３３万 亩，基 本 农 田 保 护 面 积

２２５．１３万亩。全年争取各类建设用

地指标１３１６８亩；实施耕地利用占补

平衡项目１７０个，建设规模２．６９万

亩，新增耕地面积９３６７亩；完成工矿

废弃地复垦４０００亩；易地调剂补充耕

地指标２５８８亩。完成批而未供、供而

未用、未充分利用土地清查工作，建立

新的存量土地工作台账，盘活低效利

用土地２０７０亩。

【民生幸福类】　民生幸福工程。市区

（含武进）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

１６３０元，增长１０．１％；金坛市和溧阳

市为１４６０元，增长１４．１％；确定年度

企业工资增长指导基准线为１３％；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１０．８％。

金坛、溧阳和常武地区村级年收入分

别达８０万元和１００万元以上。流动

就业创业人员随迁子女公办学校吸纳

比例超过９０％，热点普通高中统招分

配名额比例７０％；新增职业教育集团

１家、省级品牌和特色专业７个、省级

高水平示范性实训基地６个；建成数

字化学习社区８个、移动图书馆６个，

社区教育网络课程超过１．７万讲。市

第一人民医院３号病房大楼和第七人

民医院门急诊病房大楼投入试运行；

市第一人民医院钟楼院区桩基施工；

新创建省示范乡镇卫生院３家、村卫

生室１５家；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

８１％，居民签约率２８．６％，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建档率８０％；红梅、茶山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药房托管试点工

作。全市新增就业１３．５万人，扶持创

业７２８９人，援助困难群体就业１万人。

　　社会保障提升工程。全年新增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９．０５万人、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９．９２万人、失业保险８．１３

万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增长

１２．４％；市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

高到１７０元／月，城镇老年居民养老补

贴提高到３１０元。发放住房公积金个

人贷款１６３０１户，共计４８．９１亿元。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覆盖率

９９．６％，培训养老护理员５００名，老年

大学改扩建项目即将交付投用。市区

低保边缘困难家庭补助标准提高到

１５００元／年，大病门诊和住院医疗救

助比例提高至８０％。开展妇女创业

和家庭服务培训１．７万人次，发放小

额贴息贷款７４３０万元；实施免费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２００２０例，适龄妇女宫

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２１．４３万人，适

龄儿童窝沟封闭２９１７３例；新建１０个

春晖爱心家园，结对帮扶困难家庭

３５４２个。市残疾人康复中心新增技

能实训等７大功能，成为一站式公益

服务综合性机构；为９８４２名残疾人免

费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举办残疾人

技能培训４０期，培训人数１６５５名，组

织就业招聘会９场，新安置就业１０２８人。

　　“放心消费”工程。完成食品安全

抽样３０００批次，总体合格率９８％；抽

检中药饮片１５０批次，建成中药饮片

集中代配代煎中心１家，配送点１０

家。新增常州餐饮放心示范店５００

家。设立１２３１５消费维权服务站５６４

个，受理消费者投诉５６８４件，挽回经

济损失５２６万余元；全市所有镇街道

参与放心消费创建，培育３０条放心消

费示范街；公共交通、餐饮、保险、旅游

四大公共服务领域消费者满意度居全

省前 列；群 众 对 创 建 工 作 满 意 率

９１．６％。

　　为民办实事工程。加强就业和社

会保障：提供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

６．２万个；开展劳动者就业技能培训

３．６万人；实行大病保险即时结算，市

区４３７１２人次获保险补偿７４７５万元；

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提高到５１５元，

住院费用实际补偿比例５５．２４％。推

进教育、体育惠民：实施中小学校舍安

全工程和布局调整项目１８个，新改扩

建幼儿园８所；创建体育示范社区５７

个，建设全民健身示范工程２２个，新

增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学校１６所。

实施卫生惠民：城乡居民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门诊就诊率分别达５１．２％、

８５．６％。提升养老水平：新增养老床

位３４４７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

数３９．９张；新建护理型床位１４３３张；

安装老年人家庭呼叫设备５万户。保

障食品药品安全：建设药事通便民示

范点２００家，肉菜流通追溯体系二期

试运行，完成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

３０００批次。实施城中村、危旧房、低

洼地改造和住房保障工程：完成“三

改”（危旧房、城中村、低洼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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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２户５６．７２万平方米，完成新开工

各类保障性住房２２４４７套（户）。建设

生态绿城：丁塘河湿地公园开园，凤凰

公园基本建成，皇粮浜公园启动征收

工作；开展城市慢行系统一期建设；推

进白荡河绿地、运北路龙游路绿地东

方大道生态绿道建设；１０个美丽乡村

示范创建村实施建设项目７１个。实

施交通便民：完成１６条道路的“绿波”

控制优化工程；新辟公交线路１５条，

优化３５条，延长服务时间８条；建成

投用３００个公交站棚，新增２００辆高

品质公交车。打造智慧城市：１５个公

共场所开通免费 ＷＩＦＩ；城乡社区全部

启用电子台账；完成５３个“智慧社区”

建设，覆盖有线电视用户１１６９１２户。

提高和谐安民水平：建立物业服务企

业与项目经理信用档案，健全评价机

制；新增技防入户１１．７万户；电梯应

急救援平台建成投用。

【生态文明类】　生态文明建设工程。

完成武南污水厂二期、溧阳第二污水

处理厂二期工程建设，戚墅堰污水厂

扩建和金坛第二污水处理厂三期按计

划实施，新建污水管网１８．３公里；１１

家热电企业完成脱硫、脱硝提标改造，

关停第一热电和湖塘热电老厂。１５

条河道４４项环境整治工程全面完工，

完成蟢湖备用水源地、溧阳中心水厂

建设，完成１０处规模养殖场废弃物治

理工程和１３处农村分散生活污水集

中处理工程。淘汰燃煤锅（窑）炉４０３

台、懒汉炉３３６台，建成金坛、溧阳、武

进黄标车限行区，建成城市扬尘视频

监控平台，形成空气预报预警能力。

开展耕地、饮用水源保护区、涉及重金

属企业周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常隆

地块一期工程进入修复阶段。４个镇

街道通过国家级美丽乡镇创建验收；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行政村比例１５％；

完成成片造林２．８４万亩、上游关键湖

泊湿地修复３７００亩，建立太湖、蟢湖

湿地保护小区５．５万亩，溧阳长荡湖

通过国家级湿地公园评审。

　　生态绿城建设工程。建成生态功

能区２个、郊野公园２个、大中型生态

公园３个、公共生态绿地５个、生态廊

道３条、生态绿道７条。常州国家高

新区、武进国家高新区和武进经济开

发区通过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考

核验收；常台高新普罗旺斯生态农业

园完成项目建设，新北生态农业园建

设有序推进；完成５５项生态文明示范

点系列创建工作。通过实施“增核”

“扩绿”“连网”工程，城镇绿化覆盖率

３８．０９％，镇绿化覆盖率２９．６３％。

【党建工作类】　党建工作创新工程。

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

施“八大专项治理”（执法监管部门和

窗口单位、服务行业“庸懒散、不作为、

乱作为”专项治理行动，清理行政审批

事项、简化审批程序专项治理行动，生

态环境专项治理行动，公款大吃大喝、

违规公务接待、公款送礼专项治理行

动，信访积案专项治理行动，行政机

关、事业单位超编、超职数配备和在编

不在岗专项治理行动，减轻村社区负

担专项治理行动，民生专项资金管理

使用专项治理行动）行动，出台２０项

制度规定，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

制定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研判办

法，加强干部培训和交流任职，出台党

政后备人才队伍建设意见。实施“龙

城英才计划”３．０版，引进各类领军型

人才２００多名。开展“党员义工３６５”

活动，全体党员参与社区志愿服务。

构建“五纵五横”（以农村、社区、机关、

企业、社会组织五大领域党组织为横

向依托，以服务内容、服务网络、服务

队伍、服务载体、服务制度五项建设为

纵向抓手）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工作格

局，加强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推进重

点领域党建工作先进典型建设。

　　预防腐败提升工程。出台指导意

见并组织实施预防腐败提升工程。在

全市逐步推开评估制度廉洁性评估工

作，加强对建立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和

操作流程的监督检查。加强阳光政务

平台建设，４８家市级机关的６７５３个

行政权力事项进入“三合一”阳光政务

平台运行。加强非公企业党组织纪律

建设。

　　文明建设和文化惠民工程。推进

文明城市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建设，文

明指数测评居全省前列；加强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和文明礼仪养成教

育，常州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建设

有序推进；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

建立志愿服务站６１２个，培训基地１０

家，拥有服务组织１５００多个，实名注

册志愿者近３０万人。新增超亿元文

化企业９家，广告产业园集聚企业

３３８家，争取省级以上专项资金３６３０

万元；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

重５．６３％，位列全省第二。启动省级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

深入开展“文明社区天天乐”“送书、送

戏、送电影工程”“文化艺术家志愿者

献演”、“五进五送”（百名卫生巾帼志

愿者进社区送健康、百名文化巾帼志

愿者进社区送新风、百名维权巾帼志

愿者进社区送平安、百名家教巾帼志

愿者进社区送教育、百名心理巾帼志

愿者进社区送和谐）巾帼志愿服务和

青年文化“四进四服务”（整合社会资

源，深入学校、企业、机关及社区，将文

化产品、文化交流、文化展示及文化创

业服务送到基层青年身边）活动。

　　“同心”实践提升工程。签订常州

市统一战线服务溧阳跨越发展框架协

议，实施１０个服务“三农”示范工程项

目。举办“民企管理升级”系列公益培

训活动，指导民营企业和谐文化建设。

拓展港澳台海外联络资源，成立英国、

法国常州联谊会和香港武进同乡会；

举办第十一届海外人才常州创新创业

洽谈会和海峡两岸（常州）健康产业合

作论坛。成立常州同心精英汇和常州

刘国钧文化中心，《百年毗陵唐氏》《百

岁学人周有光》完成首发首播。天宁

宝塔品质提升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工程。推进重

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２５个

镇街道开展区域稳定风险评估试点工

作。健全矛盾纠纷综合化解机制，５００

人以上企业调解组织覆盖率９０％，实

现法律援助站点全覆盖，城乡和谐社

区达标率分别为９８．７％和９８．２％。

出台《常州市户籍准入和迁移管理规

定》，发放居住证１００万张。新增４Ａ

级社会组织４０家，万人拥有社会组织

数１１．９家。成立市行政复议中心，举

办法治大讲堂活动９８场。开展打击

环境污染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等刑事

犯罪专项行动。

　　机关作风效能建设工程。开展机

关作风优化和效能提升专项行动，定

期组织明察暗访和专项治理“回头

看”，查处典型案例。跟踪督查１６６个

市重点项目的服务保障工作，监督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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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措施落实和阳光

政务平台运行情况，加强公务员平时

绩效考核评估工作。全面部署和推进

“５张清单、四条主线、１大平台、６项

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职能转变和

机构改革工作，完成市级政府行政权

力清理工作，精简比例２９．９％。进一

步压缩审批时限，压缩率１８．５％，压

缩后 的 承 诺 时 限 为 法 定 时 限 的

４１．２％。

２０１４年度市优秀工程名单

序号 名　称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１ 为民办实事工程 市委农工办，市人社局、卫生局、民

政局、教育局、体育局、药监局、

商务局、房管局、城乡建设局、环

保局、公安局、交通局、经信委、

文广新局、综治办、质监局、消防

支队，各辖市区

市区各相关部门与单位

２ 生态绿城建设工程 市环保局 市国土局、城乡建设局、水利局、规划局、园

林局，各辖市区

３ 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工程 市发改委，各辖市区 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４ 重点项目建设工程 市发改委，各辖市区 市国土局、城乡建设局、环保局、规划局、金

融办、人民银行、银监分局、供电公司、行

政服务中心

５ 预防腐败提升工程 市纪委、监察局

６ 党建工作创新工程 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办 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市科技局、财政局、人社

局、投资集团

７ 城乡交通建设工程 市交通局 市审计局、财政局，金坛市、溧阳市、武进区、

新北区、天宁区

８ 城市功能提升工程 市城乡建设局、金融办，天宁区 市规划局、国土局、环保局、城管局、发改委、

财政局、文广新局、审计局、投资集团，新

北区、钟楼区、戚墅堰区

９ 文明建设和文化惠民工程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科技局、文

广新局、创意产业基地，团市委、

市妇联，辖市区

市财政局、金融办、统计局、民政局、城乡建

设局、规划局等

１０ 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工程 市发改委、经信委、科技局、人社

局，各辖市区

市财政局、商务局、统计局、金融办、人民银

行、银监分局

２０１４年度市优秀项目名单

序号 名　称 责任单位

１ 埃马克机床一期 金坛市

２ 青洋路高架北延及沪宁高速公路青龙互通 市城乡建设局、交通局

３ 环球恐龙城现代旅游设施 新北区

４ 博瑞柔性输变电装备 戚墅堰区

５ 碳元高导热石墨膜 武进区

６ 蒂森克虏伯发动机凸轮轴模块一期 新北区

７ 科教城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 市科教城管委会

８ 蓝翼压力容器迁建 钟楼区

９ 亚玛顿双玻组件、导电玻璃 天宁区

１０ 星宇ＬＥＤ车灯模具 新北区

（邹　奕）

２０１４年十件为民

办实事项目

【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　工作目标：

全市组织提供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岗

位５万个，开展城乡劳动者职业技能

培训３万名，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牵头单位：市人社局。配合单

位：市总工会、经信委、卫生局。

　　完成情况：全市组织提供各类高

校毕业生就业岗位６．２万个。开展城

乡劳动者就业技能培训３．６８万人。

７４１１名参保人员享受２０１３年度大病

保险补偿待遇，补偿金额８３６７万元；

市区有４３７１２人次享受２０１４年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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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保险基本项目补偿待遇，补偿费用

７４７５万元。

肉食品溯源系统投入运行　（商务局　供稿）

　　工作目标：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

提高到４８０元／人，住院费用实际补偿

比例达５５％。牵头单位：市卫生局。

配合单位：相关辖市区。

　　完成情况：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

提高到５１０元／人，住院费用实际补偿

比例５５．２４％。

　　工作目标：市区低保边缘困难家

庭补 助 标 准 由 １２００ 元／年 提 高 到

１５００元／年；市区困难群众医疗救助

在原办法的基础上，将补偿比例由

７０％提高至８０％。牵头单位：市民政

局。配合单位：各辖区。

　　完成情况：市区低保边缘困难家

庭补助提标工作于１月１日起开始实

施，市区困难群众大病门诊和住院医

疗救助比例提标工作于４月１日起开

始实施。

【推进教育、体育惠民】　工作目标：实

施１８个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和布局

调整，新建、改扩建７所幼儿园。牵头

单位：市教育局。配合单位：市发改

委、财政局、国土局、城乡建设局、规划

局，各辖市区。

　　完成情况：实施项目１８个，建筑

面积约３８．１２万平方米，投资金额约

９．８７亿元，其中２０１４年新开工建设

项目１２个，建筑面积约１４．８万平方

米。５个项目已交付使用，另有１１个

项目主体竣工，进入内外装饰阶段。

新建、改扩建幼儿园８所，建筑面积约

６万平方米，概算总投资约２亿元，其

中３所幼儿园已交付使用，建筑面积

１．６万平方米。

　　工作目标：全面建成高水平的“１０

分钟体育健身圈”，创建５０个城市示

范社区、１０个农村全民健身示范工

程。新增１０所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

开放。牵头单位：市体育局。配合单

位：市教育局。

　　完成情况：高水平建设“１０分钟

体育健身圈”，全市创建５７个城市示

范社区，建成２２个全民健身示范工程

（其中农村１７个），新增１６所学校体

育设施向社会开放。

【实施卫生惠民】　工作目标：提升社

区卫生服务水平，推进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与大医院挂钩联合，实现居民健

康档案在城区各大医院与社区卫生机

构的共享，城市居民在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门诊就诊率５０％以上；农村居民

在县域内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门诊就

诊率８５％。牵头单位：市卫生局。配

合单位：市发改委、民政局、财政局、人

社局。

　　完成情况：开展３家省示范乡镇

卫生院、１５家省示范村卫生室、８个特

色乡镇卫生院特色科室建设。在新北

区开展乡村医院签约服务试点工作。

继续开展乡镇卫生院骨干务实进修工

作。实现电子居民健康档案在城区各

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共享调

阅。至年底，城市居民在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门诊就诊率５１．２％。农村居

民在县域内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门诊

就诊率８５．６％。

【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工作目标：新

增养老床位１５００张，总数３万张，每

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达３８．４张；新建

或改建护理型床位１２００张，市区护理

型床位占养老床位总数的３０％；安装

５万户老年人家庭呼叫设备。牵头单

位：市民政局。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各辖市区。

　　完成情况：新增床位３４４７张，总

数３１９８０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

３９．９张。新建或改建护理型床位

１４３３张，市区护理型床位占养老总床

位数的４０％。已安装５万户老年人

家庭呼叫设备。

【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工作目标：强

化食品药品安全检测，增加食品抽检

至３０００批次，食品评价性抽检合格率

达９６％以上；规范药品零售市场行

为，开展“药事通”便民服务，建设药事

通便民示范点１５０家。牵头单位：市

食药监局。配合单位：市农委、卫生

局、粮食局，常州质监局、工商局、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

　　完成情况：完成食品安全抽检

３０００批次。其中，水产品专项抽样

４００批次，学校食堂食品专项抽样４００

批次。完成食品评价性抽检２２００批

次，总体合格率９７．９％。建成药事通

便民示范点２００家。

　　工作目标：继续推进肉菜流通追

溯体系建设，基本实现主城区肉菜流

通追溯体系全覆盖。牵头单位：市商

务局。

　　完成情况：１２月８日起全面试运行。

【实施“三改”和住房保障工程】　工作

目标：加快危旧房、城中村、低洼地改

造步伐，改善３０００户居民的居住条

件，改造面积５０万平方米；新增２８个

老小区改造项目，面积８２万平方米；

新开工各类保障房１．８万套（户），续

建约２７万平方米保障房项目；中心城

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廉租住房、

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应保尽

保。牵头单位：市房管局、城乡建设

局，各辖市区。配合单位：市发改委、

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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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水利局、环保局、规划局、民防局。

　　 完成情况：完成改造 ３１５２ 户

５６．７２万平方米，分别完成目标任务

的１０５％、１１３．４４％。由各辖区政府

按照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九整治、三规

范、一提升、三创建”（对城郊接合部、

城中村、棚户区、老旧小区、背街小巷、

城市河道环境、低洼易淹易涝片区、建

设工地、农贸市场进行整治，规范占道

经营、车辆停放、户外广告设置，提升

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城市环境和

管理水平，创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市、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行动计划推进实施，至年底，武进

区、新北区、钟楼区整治工程全面竣

工，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建设生态绿城】　工作目标：实施丁

塘河湿地公园、横塘河湿地公园、凤凰

公园、皇粮浜公园等公园建设工程，建

设怀德桥—桃园滨河绿地一期城市慢

行系统，推进白荡河、运北路龙游路、

东方大道东城路等公共绿地建设，打

造公园绿地１０分钟为民服务圈。牵

头单位：市环保局。配合单位：市城乡

建设局、交通局、园林局、水利局，各

辖区。

　　完成情况：丁塘河湿地公园建成，

６月正式开园。基本建成凤凰公园。

皇粮浜公园建设启动征收工作。怀德

桥—桃园滨河绿地一期城市慢行系统

建设同安桥以西部分基本完成，南港

段完成桃园路及绿化施工。白荡河绿

地建设进行开工前准备。运北路龙游

路绿地基本建成。东方大道（青龙西

路—东城路）生态绿道完成样板段施

工，进行地形调整及绿化种植。

　　工作目标：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建成１０个美丽乡村示范村。牵头

单位：农工办。配合单位：各辖市区。

　　完成情况：明确２０１４年１０个美

丽乡村示范创建村，确定７１个总投资

２．２３亿的建设项目，各示范村创建正

在加快推进中。

【实施交通便民】　工作目标：优化轨

道交通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对晋陵

路吊桥路至延陵路段、周线巷、正素巷

等路段实行单行线优化提升；对环城

高架地面道路实施交通信号“绿波”控

制，进一步优化市区１６条主干道交通

信号“绿波”。牵头单位：市公安局。

配合单位：市城乡建设局、城管局。

　　完成情况：晋陵路（吊桥路至延陵

西路段）、公园路（吊桥路至青果巷

段）、周线巷（晋陵中路至周线里段）已

实行单向通行。已对环城高架地面道

路实施交通信号“绿波”控制，进一步

优化市区１６条主干道交通信号“绿

波”。

　　工作目标：继续推进公交优先，新

辟５条公交线路，５条线路延长服务

时间；市区新建３００个公交站棚；新增

２００辆高品质公交车。牵头单位：市

交通局。配合单位：市城乡建设局、城

管局。

　　完成情况：新辟公交线路１５条，

优化调整３５条，延长服务时间８条。

市区３００个公交站棚年底全部建成投

用。新增２００辆高品质公交车。

【打造智慧城市】　工作目标：扩大４Ｇ

网络覆盖面，新建２５００个ＬＴＥ基站；

对１５个公共场所实行免费 ＷＩＦＩ项

目服务。牵头单位：市经信委。配合

单位：各辖区。

　　完成情况：完成 ＬＴＥ基站４０００

个，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１５个公

共场所全面开通免费 ＷＩＦＩ。

　　工作目标：完善城乡社区一站式

服务受理平台，社区１００％启用电子

台账。牵头单位：市民政局。配合单

位：各辖区。

　　完成情况：建成城乡社区一站式

服务受理平台，社区１００％启用电子

台账。

　　工作目标：新建智慧社区５０个，

扩大覆盖１０万用户。牵头单位：市文

广新局。配合单位：各辖区。

　　完成情况：完成智慧社区建设５３

个，５３个社区有线电视用户均可以享

受到智慧社区信息和其他服务。共覆

盖有线电视用户１１６９１２户，发放和授

权机顶盒１４６８０户。

【提高和谐安民水平】　工作目标：提

升改造视频监控体系。新增技防入户

１０万户。牵头单位：市公安局。

　　完成情况：完成６６５个模拟视频

监控点位提升改造工程的方案设计和

立项审批，正式进入招投标环节；完成

１０００个高清视频监控点位工程基础

开挖、浇筑、立杆和传输光缆架设等环

节，完成前端视频探头安装。全市完

成技防入户１１６４２５户。

　　工作目标：加强小区物业管理，实

施多部门联动，优化小区管理秩序。

建立并完善物业服务企业与项目经理

信用档案，健全对物业服务企业的评

价机制。牵头单位：市房管局。配合

单位：各辖市区。

　　完成情况：《关于建立物业服务企

业信用档案的通知》《关于建立我市物

业服务项目经理信用档案的通知（试

行）》出台。市区各物业管理小区内均

张贴悬挂执法公示牌。每月重点对全

市５区２３个镇街道进行考评；每季召

开考评情况点评会督促整改。抽查住

宅小区２７５个。

　　工作目标：实施电梯应急救援安

全保障工程，建立统一应急报警平台；

按照就近原则，首期建成由１１家专业

维保单位构成的网格化应急救援体

系，救援范围覆盖各辖市区主城区；建

立专业救援队伍并进行培训。牵头单

位：市质监局。配合单位：市公安局、

应急办、卫生局、安监局。

　　完成情况：制定《常州市电梯应急

救援系统建设方案》，确定１３家志愿

救援单位，配备１４辆电梯应急救援专

用车辆。为２万台电梯进行唯一编

号，电梯应急救援平台建成并投入运

行，开始发挥电梯应急救援调度联动

作用，已接警并处置电梯困人故障

３９０起。 （褚国徽）

８１ 专　　记



１月

　　１日　常州市启动第三次全国经

济普查登记工作。

　　５日至２月１２日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赛季ＣＢＡ（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联赛江

苏中天钢铁男子篮球队常规赛常州赛

区８场比赛在常州清潭体育中心中天

钢铁体育馆举行。

　　６—８日　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

议召开，市委书记阎立讲话，市政协主

席邹宏国作常委会工作报告。

　　７—１０日　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

议召开，市委书记阎立主持会议，代市

长费高云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决定

费高云任常州市人民政府市长，葛志

军任常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８日　天宁区入选首个中国县域

网络形象排行榜区百强榜单，并获得

商务网络形象奖。该榜单由新华网舆

情监测分析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城

市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武汉大学互联

网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统计信息服务

中心联合推出。

　　１４日　常州市武进医疗器械基

地被认定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示范

基地。

　　△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入选国

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２０１３年

国家园林城镇名单。

　　２１日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

公司在深圳中小板上市，股票简称“光

洋股份”，股票代码００２７０８。

　　２５日　中共常州市委召开常委

会，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会议精神，研究部署

全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市

委书记阎立主持会议。

　　１月　荷兰籍公民彭秀东获颁外

国人永久居留证，成为常州首个国家

“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外国人永久居留

证获得者。

２月

　　８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重大项

目突破年”动员大会。

　　１２日　市委召开全市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动员部

署全市教育实践活动。省委常委、常

务副省长李云峰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

话，省委督导组组长、省政协人口资源

环境委员会主任孙燕丽对开展活动提

出要求，市委书记、市委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阎立主持

会议并作动员部署。１０月２０日，常

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

会召开，阎立发表重要讲话，市委副书

记、市长费高云主持会议。

　　１７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决定成

立中共常州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全面启动常州市各项深化改革

工作。

　　１９日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文物局公布第六批中国历史名镇（村）

名单，新北区孟河镇、武进区郑陆镇焦

溪村榜上有名。

　　△　《常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０）》获省政府批准，其中

明确青果巷、前后北岸、南市河为历史

文化街区，天宁寺—舣舟亭、锁桥湾、

南河沿、三堡街—西直街为历史地段。

　　２８日　北京联东集团和常州国

家高新区正式签约联东 Ｕ谷常州国

际企业港项目，项目总投资７０亿元。

３月

　　１０日　欧洲最大的私募股权基

金公司ＣＶＣ完成对大娘水饺餐饮集

团有限公司的收购，成为大娘水饺餐

饮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１２日　常州市创作的第一部反

映本土文化兼现实题材的电视连续剧

《青果巷》在中央电视台第八套电视剧

频道播出，共３４集。９月１３日，《青

果巷》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１１月

４日，《青果巷》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

中美电影节上获优秀中国电视剧金天

使奖。

　　１９日　常州市与上海股权托管

交易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设立

上海股交中心常州企业挂牌孵化

基地。

　　２０日　国家科技部公布２０１３年

度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名单，盛利维尔

（中国）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盛

荣生入选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　常州市获批成为国家电子商

务示范城市。

　　２６日　总投资７０亿元的湖北博

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斯太尔发动机

项目签约落户武进国家高新区，项目

用地７００亩。

　　２８日　省长李学勇到常州市调

研产城融合综合改革试点情况。



　　２９日　常州市启动“党员义工

３６５”活动，动员全市各级党组织和２８

万名党员带头弘扬志愿精神、争当志

愿先锋、服务改革发展、服务基层

群众。

４月

　　２—４日　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调研组在常州调研教育实

践活动进展情况。

　　６日　２０１４常州乡村旅游节暨踏

青赏花游在西太湖畔的花博园开幕。

　　８日　常州大学与靖江市政府签

约，该校怀德学院迁址靖江办学。

　　８—１１日　第三次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科技与创新政策伙伴关系机

制会议（ＰＰＳＴＩ）在常州市召开，会后

发表建设智慧城市《常州宣言２０１４》。

　　９—１７日　２０１４年全国残疾人游

泳锦标赛在常州市奥体中心新城游泳

馆开幕，常州市输送的３名运动员徐

夕涵、杨涛、周聪共获３金３铜。

　　１２日　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

国文化旅游品牌建设发展峰会上，中

华恐龙园获“影响世界的中国文化旅

游名景”称号，恐龙园董事长沈波获

“影响世界的中国文化旅游名人”

称号。

　　１４日　江苏省常州中学、常州市

第一中学、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首次

在常州城区进行自主招生，名额共

２００名。

　　１６—２０日　２０１４波力杯中国羽

毛球大师赛在常州举行，１１个国家和

地区的１０９名运动员参赛。

　　２０日　常州市与德国北威州埃

森市建立友好城市，双方共建中德创

新园区。

　　２２日　常州瑞杰塑料股份有限

公司获批在新三板（非上市股份公司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成为全市首家在

新三板上市的企业。

　　２５—２７日　第二届江苏技能状

元大赛在常州市举行。

　　２９日　市政府与中国医药集团

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生

物医药产业发展、医药物流分销、医药

研发与工程设计、公立医院改革及生

物医药、医疗器械与医疗健康产业等

领域进行合作。

　　３０日　常州市在运河五号创意

街区举办２０１４第二届文化创意项目

（常州）对接会，３００多家政府部门、金

融机构、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和全国各

地的文化企业代表参会。

５月

　　１日　坐落在常州工学院东侧的

常州市文化广场项目开工建设，项目

分有图书馆、美术馆、文化产业城和金

融服务用房，工期预计２年。

　　５日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省体育局和常州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共同出资组建的江苏中天钢铁女子

排球俱乐部成立，是全省首个职业排

球俱乐部。

　　７—８日　省委书记罗志军到常

州调研常州改革发展工作情况。

　　１５日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与常州市政府签署合作共建西太湖国

际医疗产业园框架协议书，共同推进

中国常州国际医疗器械城建设。

　　１６日　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自强

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上，常州市

聋协主席、市聋人学校老师张旭东获

“全国自强模范”称号，钟楼区残疾人

益智园暨荷花池街道残疾人庇护所获

“残疾人之家”称号。

　　１８日　第九届中国常州先进制

造技术成果展示洽谈会在常州科教城

开幕，国内外近百家高校院所专家和

全市企业家出 席，２１ 个 项 目 集 中

签约。

　　１９日　常州航空产业园通用航

空管制空域申请获批准，通航管制空

域最大可使用面积约１７２０平方公里，

最大飞行高度３０００米。

　　２０日　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时

间５月２０日，在首届以色列创新大会

上，中国科技部、江苏省政府和以色列

经济部签署协议，共建常州创新园（西

太湖科技产业园）。

　　２１日　记录毗陵唐氏家族百年

变迁的家族史书《百年毗陵唐氏》在常

州首发。

　　２３日　常州市轨道交通建设指

挥部正式发布“常州地铁”标志。中选

标志由“常州”“地铁”的英文缩写字母

“Ｃ”“Ｍ”变化出隧道图形，为常州设

计师于达波设计。

　　２５日　市长费高云率领常州经

贸代表团赴台湾开展经贸洽谈活动。

　　２８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联合发布２０１３年度

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榜单，江苏上

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华朋集团

有限公司、常柴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东

风农机集团有限公司４家常州企业

入选。

６月

　　６日　常州本土电商淘常州获盛

大资本投资１．５亿元。

　　△　由市委宣传部、常州广播电

视台、江苏亚细亚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的１０集电视人物传记片《青

果巷走出的名人们》在青果巷八桂堂

开机。

　　１２日　民盟常州市委和常州大

学共建的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揭牌。

　　１８日　中国烹饪协会公布新一

批中华餐饮名店及中国烹饪大师评选

结果，江苏文笔山庄集团有限公司、常

州市天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双

桂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３家企业榜上

有名，江苏文笔山庄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振被评为中国烹饪大师。

　　２２日　卡塔尔首都多哈时间２２

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３８届世界

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

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运河常州城

区段成为全市首个世界级遗产。

　　２５日　在非洲访问的国家副主

席李源潮看望正在参加援非任务的常

州援桑给巴尔医疗队成员。

　　△　“常柴”品牌入选由世界品牌

实验室（ＷＢＬ）发布的２０１４年（第十

届）中国５００强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

排名４０４位。

　　２８日　２０１４常州旅游节开幕。

７月

　　８日　市长费高云率常州党政代

表团赴新疆深化对口援建工作。

　　８—９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到常州考

察民建基层组织建设和中小型民营企

业发展情况。

　　１３日　在法国举办的第２４届世

界技巧锦标赛上，常州籍运动员周溢

０２ 大事记



与其他三名队员合作获男子四人项目

金牌。

　　２０１４第十五届ＣＢＤＦ全国青少年国际标准舞锦标赛在中天钢铁体育馆开

赛　（张海韵　摄）

　　１７日　常州９家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通过科技部火炬中心考评，

其中常州三晶世界科技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被评为优秀Ａ类国家级孵化器。

　　１８日　中共常州市委十一届七

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阎

立代表市委常委会作工作报告，市委

副书记、市长费高云主持会议，全会审

议通过《中共常州市委十一届七次全

体会议决议》。

　　２１日　溧阳市政府被中共中央

宣传部、全国普法办公室、司法部联合

表彰为全国“六五”普法中期先进

单位。

　　△　常州市７辖市区首次全部被

命名为“江苏省双拥模范城（区）”。

　　３０日　常州奔牛机场（常州机

场）航空口岸对外开放通过国家级验

收，常州机场正式迈入国际机场行列。

９月２５日，常州至香港航线启飞。１１

月２０日，常州机场开通直飞首尔国际

航线。

８月

　　８日　省委书记罗志军到常州调

研民生保障情况。

　　１３日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省委

第七巡视组进驻常州市开展为期两个

月的巡视工作。

　　１６日　在第三届中国城市公益

慈善指数发布典礼上，常州蝉联最高

荣誉———七星级慈善城市。金坛市、

溧阳市同时入选中国城市慈善百

强榜。

　　１７—２６日　常州籍运动员沈铎

在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６枚

金牌，并刷新女子１００米自由泳、女子

４×１００米自由泳两项世界青年游泳

项目纪录。

　　１８日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揭晓２０１４中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名录，

常州１３家企业跻身５００强行列。

　　２３日　２０１４第十五届中国国际

标准舞总会全国青少年国际标准舞锦

标赛在常州中天钢铁体育馆开赛，全

国４５００多名选手参赛。

　　２８日　记录常州籍语言文字学

家周有光的人物传记片《百岁学人周

有光》在中央电视台第十套《探索·发

现》频道播出。

　　３１日　常州建成４Ｇ宏站２５９６

个、４Ｇ室分８３１个，基本实现４Ｇ网

络的全境覆盖。

９月

　　３日　中国篮协确认江苏同曦男

子篮球队加入ＣＢＡ联盟，新赛季江苏

同曦男子篮球队主场将移师常州奥体

中心新城体育馆，成为首个落户常州

的ＣＢＡ俱乐部。

　　９日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

简称“亚邦股份”，股票代码６０３１８８。

　　１５日　位于武进区横山桥镇的

常州汽车客运东站正式投运，共有４６

条班线２５６个班次进站配载。

　　９—１４日　常州市残疾运动员在

江苏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上获金牌

３２枚、银牌１４枚、铜牌１３枚，团体总

分居第四，并打破９项省记录。

　　１９—２６日　江苏省第十八届运

动会开幕式在徐州奥体中心隆重举

行，常州派出９６８名运动员，参加２５

个大项５２１个小项的角逐，获综合金

牌（包括输送、代金等）２８１．４３块、综

合奖牌５３５．４３块、赛会金牌２１０．４３

块、赛会奖牌４１７．４３块，最终分列综

合金牌、奖牌、总分，赛会金牌、奖牌、

总分６项第四。

　　１９日　常州市召开市级中心镇

扩权强镇工作动员会，金坛薛埠、儒

林，溧阳南渡、社渚，武进横山桥、雪

堰、郑陆、湟里，新北孟河９个中心镇

扩权强镇工作启动。

　　２０日　省长李学勇到常州市调

研产城融合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２３日　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

华慈善突出贡献奖颁奖大会上，常州

２名个人、３个单位、１个组织及１个

项目获奖。

　　２６日　连接沪蓉高速公路和常

州东北部区域的青龙互通工程通车。

　　△　常州金融商务区建设正式启

动，并与上海联合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阜兴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大银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常州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江南农村商业银行５家单位签

订合作框架协议。

　　２８日　２０１４中国常州科技经贸

洽谈会开幕，海内外知名企业和机构

的６００余名嘉宾参会。

　　２９日　２０１４第十一届中国（常

州）国际动漫艺术周在常州国际会展

中心开幕，近３０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００

多家动漫企业、展团、机构参会。

　　３０日　在中国首个烈士纪念日

里，市四套班子领导、市直有关部门及

驻常州部队官兵、社会各界群众和学

生代表等到市革命烈士陵园缅怀

烈士。

１２大事记



常州各界公祭革命烈士　（胡平　摄）

　　△　小灵通正式停止服务。

１０月

　　１日　金坛公交刷卡乘车开通，

标志着常州在全省率先实现辖区城市

公交刷卡互联互通。

　　９—１７日　市委书记阎立率常州

经贸代表团赴意大利、瑞士和德国开

展经贸交流活动。

　　１１日　在创业邦组织的２０１４中

国最佳创业园区评选中，常州科教城

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中关村软件园。

　　１７日　荷兰蒂尔堡市布拉邦中

心管委会和常州航空产业园签订合作

协议，双方共建中国—荷兰航空产业

发展合作园区。

　　△　中国经济学会中小城市经济

发展委员会发布２０１４年《中小城市绿

皮书：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武进

区、新北区在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市辖

区排名榜单中分别列第三名和第二十

名，武进区同时列２０１４年最具投资潜

力中小城市百强区第一名。

　　２７日　龙城旅游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与航天（北京）科技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在北京签约，决定共同出资建设

国内首个航天主题游乐园———中国·

常州航天乐园项目。

　　２８日　常州轨道交通１号线正

式开工。

　　△　常州方志馆在前后北岸

开馆。

　　２９日　新加坡———江苏合作理

事会第八次会议在常州召开，双方签

署合作协议１５项，其中新加坡与常州

合作项目４个。

１１月

　　５日　港华金坛盐穴储气库项目

开工，总投资１０．４５亿元。

　　７日　常州微信联盟成立，该联

盟由市互联网新闻中心发起，市委宣

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提供业务

指导。

　　１１日　常州象牙浅刻被列入国

家级“非遗”扩展项目传统美术类

名录。

　　１３日　江苏润源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常州星

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太平洋电

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黑牡丹（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常柴股份有限公

司６家单位获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市长质

量奖。

　　１７—１９日　市委书记阎立率常

州经贸代表团在香港开展经贸活动，

并举办２０１４中国常州（香港）产城融

合发展推介对接会。

　　２０—２１日　市委书记阎立率常

州经贸代表团至澳门开展经贸活动，

举办２０１４中国常州（澳门）旅游推

介会。

　　２１日　常州市排水管理处江边

污水处理厂三期厂区工程获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成为常州

市第一个获此荣誉的市政工程项目。

　　２５日　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

库《恽代英全集》首发出版座谈会在北

京举行，全书共９卷２９０多万字，由人

民出版社出版。

　　△　常州首家国家级留学人员创

业园在常州科教城揭牌。

　　△　常州市武进区郑陆镇焦溪村

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１２月

　　１日　武进区被农业部等１３个

部门联合批复为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

区，承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

粮食、生猪等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

试点。

　　３日　常州市被国家知识产权局

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５—８日　２０１４全国三维数字化

创新设计大赛现场总决赛在常州科教

城举行，全国２８个省、市、自治区的

５００个优秀设计团队１５００名参赛选

手进入总决赛。

　　８日　金坛市进行新一轮行政区

划调整，调整金城镇、指前镇区域范

围，撤销尧塘镇，设立东城、西城、尧塘

３个街道。

　　１５日　在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

２０１４年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

榜中，常州居第十二位，其中私营经济

活力指数排名全国第一。

　　△　常州国家石墨烯新材料高新

技术产业化基地获国家科技部批准，

落户西太湖科技产业园。

　　２０日　环球恐龙城迪诺水镇正

式开街运营。

　　２５日　省委书记罗志军到常州

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２６日　中共常州市委召开十一

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市委书记阎

立代表市委常委会作工作报告，市委

副书记、市长费高云主持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中共常州市委十一届八次

全体会议决议》。 （汪旭东）

２２ 大事记



基 本 情 况

【地理交通】　常州位于北纬３１°０９′至

３２°０４′、东经１１９°０８′至１２０°１２′，地处

江苏省南部、长江三角洲腹地，东与无

锡相邻，西与南京、镇江接壤，南与无

锡、安徽宣城交界，与上海、南京两大

都市等距相望，区位条件优越。

　　常州地貌类型属高沙平原，山丘、

平圩兼有。境内地势西南略高、东北

略低，平原水网地区高差２米左右。

西南部为天目山余脉，西部为茅山山

脉，北部为宁镇山脉尾部；中部和东部

为宽广的平原、圩区。东濒太湖，北襟

长江，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西太湖、

长荡湖镶嵌其间，形成河道纵横、湖泊

相连、江河相通的江南水乡特色。

　　常州水陆空交通运输十分便捷。

京沪高铁、沪宁城铁、沪宁高速、宁杭

高速、沿江高速、３１２国道、京杭运河、

国家一线口岸长江常州港等基础设施

环布城区四周；绕城高速、百里高架连

接城区各板块；民航国际机场有通达

北京、香港、广州、深圳、成都、大连等

２０多个城市的航线，并开通首尔国际

航班。 （常　宣 常　志）

【人　口】　２０１４年，全市人口规模保

持稳定。年末，全市户籍人口３６８．６４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２．７３万人，增

０．７％。其中，男性１８２．９１万人，男女

性别比９８．４８∶１００，降０．３３个百分

点。全市人口出生率１０．２５‰，人口

死亡 率 ６．８‰，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

３．４５‰。分地区看，市区人口２３３．９２

万人，比上年末增长０．９％。与上年

相比，各辖市（区）户籍人口均有所增

加，其中新北区４８．６３万人，增幅继续

保持领先，达１．８％。其他依次为：武

进区 １０４ 万 人，增 长 １％；钟 楼 区

３６．０７ 万 人，增 长 ０．６％；溧 阳 市

７９．３９ 万 人，增 长 ０．５％；金 坛 市

５５．３４ 万 人，增 长 ０．３％；天 宁 区

３７．３４万人，增长 ０．１％；戚墅堰区

７．８７万 人。年 末，全 市 常 住 人 口

４６９．６４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０．４３万

人，增长０．１％。

　　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重。至年

末，常州市６０岁以上户籍人口７８．０２

万人，比上年增加３．３８万人，占总人

口比重２１．２％，比上年增加０．８个百

分点，高出老龄化社会标准（６０岁以

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１０％，或６５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７％）１１．２个百分点。戚墅堰区人口

老龄化程度最高，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口

比例 ２３．９％，其 他 依 次 为 武 进 区

２２．４％、金 坛 市 ２１．６％、钟 楼 区

２１．３％、天宁区２１．３％、溧阳市２１％，

新北区是全市唯一老龄化程度在

２０％以下地区，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口比

例１７．９％。 （统计局）

【行政区划】　２０１４年年末，常州市辖

武进、新北、天宁、钟楼、戚墅堰５区，

代管金坛市、溧阳市２个县级市，共有

３７个镇、２１个街道。市人民政府驻新

北区龙城大道１２８０号。

【土地、矿产资源】　２０１４年年末，全

市土地总面积为４３．８５万公顷，其中

陆地面积３６．１８万公顷、水域面积

７．３３万公顷、耕地面积１４．８２万公顷。

　　全市矿产资源有限，矿种少，总量

偏少，且以非金属矿为主，分布不均。

已勘探发现可供利用的金属矿产有

铁、锰、铜、金，均为小型矿；非金属矿

产有岩盐、石灰岩、方解石、硅灰石、膨

润土、陶土、玄武岩、石英砂岩、砖瓦黏

土、矿泉水等１８种。全市有矿产地约

３５处，其中大型３个、中型６个、小型

２６个。金坛市盐矿总储量１６３亿吨，

矿层厚，品位高，易开采；溧阳市方解

石储量为２７００万吨，居江苏省各辖市

首位；全市已探明矿泉水储量超过每

日２．７万吨。 （常　志）

【气　候】　常州属北亚热带季风区，

气候温润，雨量丰沛，日照充足。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年平均气温正常

偏高，日照时数正常，年降水量正常偏

多。灾害性天气以寒潮、连阴雨、暴

雨、大风、高温、雾霾为主。强对流天

气相比常年偏少，强降水过程正常。

全年日照时数１８８５．９小时，比常年偏

少８７．９小时，属正常年份。日照时数

时间分布不均匀，１、３、５、１０、１２月偏

多，６、７、８、９月偏少，２、４、１１月正常。

【气　温】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年平均气

温１６．８℃，较常年偏高０．７℃，属正常

偏高年份。其中，１月、３月气温异常

偏高，分别比常年偏高２．４℃、２．５℃；

５月、１１月气温显著偏高，分别比常年

偏高１．７℃、１．５℃；１０月气温比常年

偏 高 １．１℃；８ 月 气 温 显 著 偏 低

１．８℃；其余月份正常，偏值均小于

１℃。年极端最高气温为３７．４℃，出

现在７月２２日；年极端最低气温零下

４．５℃，出现在２月１１日。全年最高



气温大于等于３５℃的高温日１１天，

为５月１天、７月６天、８月４天。平

均气温小于等于０℃的日数为２天，

出现在２月。日最低气温小于等于

０℃的日数为２４天，为１月８天，２月

８天，１２月８天。 （何靖宇）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汛期雨量一览表

月份
雨　量

（毫米）

为历年同期值的

（％）

５ ４８．０ ５６

６ １４４．０ ８２

７ ３３２．４ １９１

８ ２０４．８ １６１

９ ７０．７ ７９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主要河湖站点汛期最高、最低水位统计表

基面：吴淞

河　名 站　名
最高水位

（米）
出现时间

最低水位

（米）
出现时间

超警戒水

位天数

大运河 常　州 ４．７１ ７月５日 ３．４２ ５月９日 ５

丹金漕河 金　坛 ５．６５ ７月５日 ３．５０ ６月１３日 １

宜溧漕河 溧　阳 ４．７１ ７月６日 ３．１８ ６月１３日 ３

蟢　湖 坊　前 ４．２２ ７月２７日 ３．２４ ６月１５日 ２３

洮　湖 王母观 ５．３０ ７月５日 ３．２９ ６月１３日 ４

太　湖 大浦口 ３．９３ ７月２４日 ３．０５ ６月１７日 ４

南　河 河　口 ５．９２ ７月６日 ３．１３ ６月１３日 ０

南　河 南　渡 ５．３３ ７月６日 ３．１０ ６月１４日 １

（祖明娟）

【雨　情】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年降水量

１３１３毫米，比常年偏多２０９毫米，偏

多１９％，属正常偏多年份。降水季节

分布为夏季显著偏多，春季、秋季、冬

季偏少。月降水分布不均匀。１月、３

月、５月、６月、９月、１０月、１２月降水

显著偏少，分别偏少３０．５毫米、２０毫

米、４５．５毫米、３０．９毫米、１８．８毫米、

２９．８毫米、２７．９毫米；２月、４月、７

月、８月、１１月显著或异常偏多，分别

偏多６８．６毫米、６６．４毫米、１６１．１毫

米、７６毫米、４０．１毫米。一日最大降

水量站为上沛站，降水量１３０毫米。

全年降水量：常武地区１２３５毫米，溧

阳１３９６毫米，金坛１３４４毫米。

　　梅雨。常州市６月２０日入梅，较

常年６月１９日偏晚１天，入梅时间正

常；７月１８日出梅，较常年７月１０日

偏晚８天，属出梅偏晚年份。梅长２８

天，雨日１６天，梅雨量３０７．９毫米，较

常年２３９．１毫米偏多６８．８毫米，属偏

多年份。梅雨期降水时空分布不均，

常武地区２８７．８毫米、金坛３３４．１毫

米、溧阳３１７．２毫米，以集中强降水为

主。全市梅雨量最大站点为后周站，

梅雨量３６６．５毫米；最小站点横林站，

梅雨量２３３．５毫米。

　　汛期。全市５月入汛，９月出汛，

全市面平均降雨量８０８．９毫米，为近

几年同期值的１．２倍。在时空分布

上，５月、６月、７月、８月和９月雨量分

别为５６．８毫米、１４４．８毫米、３３８．４毫

米、１９９．７毫米和６９．２毫米，分别为

历年 同 期 值 的 ５６％、８２％、１９１％、

１６１％和７９％。汛期降水量的地区分

布为 常 武 地 区 ７６６．８ 毫 米、金 坛

８３０．８毫米、溧阳８５０．６毫米。

　　暴雨。主要暴雨日有６月１日、７

月２７日，均为普降大到暴雨，日降雨

量分别为４１．６毫米和５３．６毫米。

（何靖宇 祖明娟）

【水　情】　２０１４年，河流、湖泊、水库

水位普遍接近常年偏高水位，水情变

化与降水情况大致相应。１—５月，由

于降水偏少，江河湖库水位普遍偏低。

６—８月，受降水影响，江河湖库水位

均有不同程度抬升。９—１２月，受降

水偏少影响，水位回落。

　　沿江水位。全年沿江水位变化与

长江上游来水以及潮汐强弱有密切关

系。大通站７月２５日出现全年最高

水位１３．２２米，较历年最高水位平均

值偏高０．２４米；７月２５日出现全年

最大流量每秒５．７２万立方米。小河

新闸站７月１４日出现最高潮位６．１８

米，比上年最高值偏高０．１６米；１月

２８日出现最低潮位１．５１米。魏村闸

站７月１４日出现最高潮位６．１０米，

比上年最高值偏高０．２２米；１月２０

日出现最低潮位１．４９米。

　　河湖水位。全年河湖水位总体变

化平稳。７月５日，大运河常州站和

丹金漕河金坛站分别出现全年最高水

位４．７１米、５．６５米；７月６日，宜溧漕

河溧阳站出现最高水位４．７１米。均

超警戒水位。

　　水库水位。水库水位变化与降

水、雨季、水库调度有密切关系。１—５

月，水位接近常年；６月起，降雨较历

年同期偏多，各水库水位总体呈上升

趋势。根据防洪调度方案，沙河水库

站于７月２７—３１日、８月１日、９月

１—３日、９月２８—２９日共溢洪１９９８

万立方米，大溪水库站于７月２９—３１

日、８月１日、９月１—４日共溢洪８５６

万立方米。

　　汛期水库水情。汛初，由于降水

偏少和水库底水位较往年偏低，全市

水库普遍蓄水量较常年偏低。沙河水

库５月１日水位２０．２６米，１０月１日

水位２１．１３米；７月２７日出现全年最

高水位２１．７２米，超汛控水位９０天；６

月２０日出现最低水位１９．９０米；汛末

比汛初蓄水量增加９８９万立方米。大

溪水库５月１日水位１２．１５米，１０月

１日水位１３．９６米，９月１日出现最高

水位１４．１３米，６月２０日出现最低水

位１１．６９米，汛末比汛初蓄水量增加

２０５７万立方米。

　　水利工程调度。１月２７—２９日，

澡港河翻水量７３６万立方米。

【重大灾害性天气】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

重要天气气候事件主要体现在寒潮、

连阴雨、大风、暴雨、高温、雾霾对全市

的影响。

　　寒潮。全年出现５次寒潮过程，

分别为１月７—９日、２月２—４日、３

月１２—１４日、１１月３０日至１２月２

日、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１月

２日，常州、金坛、溧阳均达寒潮标准，

但没有造成明显灾情。１１月１８日出

现初霜。

　　连阴雨。全年连阴雨天气偏少，

分别出现在２月５—９日、２月２４日

至３月１日、４月１６—２２日、７月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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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日、８月１３—１８日。

　　大风。８月２４日金坛出现雷雨

大风。没有明显灾情。

　　暴雨。年内，常州、金坛、溧阳各

出现暴雨５次。其中６月２次暴雨过

程，分别出现在１日的常州、金坛和

２６日的常州、金坛、溧阳。７月出现４

次暴雨过程：２日３地都有暴雨；５日

暴雨出现在常州和金坛，其中金坛量

级为大暴雨，雨量１１９．６毫米；２６—２７

日溧阳连续两天暴雨，２７日常州暴

雨。８月金坛有１天暴雨。１１月２４

日溧阳暴雨。无灾情。

　　台风。７月２４、２５日，受２０１４年

第１０号台风“麦德姆”外围影响，常州

出现中到大雨，最大风速６级。９月

２２—２３日，常州受台风沿海北上影

响，最大风力达到６级。均无灾情。

　　高温。７月，常州、金坛、溧阳分

别出现６天、５天、６天的高温天气，

２０—２４日为连续高温。８月，常州、金

坛、溧阳各出现４天高温天气。全年

总高温日数接近常年。

　　雾霾。全年雾霾日数明显增多，

常州、金坛、溧阳全年霾日分别为２９

天、３０天、２４天。１月雾霾天气严重，

常州、金坛、溧阳出现大雾日分别为

１０天、１１天、１２天。没有明显灾情。

（何靖宇）

【历史文化】　常州有３０００余年文明

史，曾名延陵、毗陵、毗坛、晋陵、长春、

尝州、武进等。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

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均在常州

留下遗址。春秋末期（公元前 ５４７

年），吴王寿梦第四子季札封邑延陵。

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２０２年），由延

陵改称毗陵。西晋武帝太康二年（２８１

年），废屯田典农校尉，改置毗陵郡，辖

丹徒、曲阿、武进、延陵、毗陵、暨阳、无

锡７县。自此，常州历朝均为郡、州、

路、府治所。隋文帝开皇九年（５８９

年）始有常州之名称。清雍正四年

（１７２６年），常州府辖武进、阳湖、无

锡、金匮、宜兴、荆溪、江阴、靖江８县，

史称“八邑名都”。１９１２年辛亥革命

后废常州府，阳湖县并入武进县，城区

一度称武进市，沿称常州，属江苏省管

辖。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常州解放后，

城乡分设常州市和武进县。１９５３年

常州市升为省辖市。

　　常州人文荟萃。季札以善外交、

精礼乐、重然诺而见称于各诸侯国。

南朝齐高帝、梁武帝生于古武进县城，

以主编《昭明文选》的萧统为代表的萧

氏家族在文学、史学、音乐上造诣颇

深，影响深远。自隋唐开科取士到清

末的１３００多年间，常州涌现状元１５

名、榜眼３名、探花７名、进士１９４７

名。明代有“吴士争为弟子，德望重于

江南”的教育家谢应芳，有文学家、抗

倭英雄唐荆川。清代出现了著名学者

洪亮吉、布衣诗人黄仲则、方志学家李

兆洛、状元宰相兼《四库全书》总裁于

敏中、目录学家孙星衍、训诂学大师段

玉裁、谴责小说家李伯元、洋务运动代

表人物盛宣怀等各领域人才，常州今

文经学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常州

画派和孟河医派“常州五学派”也形成

蔚为大观的文化景象。五四运动后，

一大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学家、艺

术家、史学家、实业家从常州走向全

国。外交界有章汉夫、谢启美，医学界

有吴阶平、吴蔚然，电影戏剧界有洪

深、吴祖光、阿甲、周璇、徐琴芳等，数

学界有华罗庚、吴在渊，工商业界有刘

国钧、刘靖基，语言学领域有赵元任、

吴稚晖、周有光，史学界有谢国祯、吕

思勉、吴泽，书画界有刘海粟、谢稚柳、

吴青霞，音乐界有吴伯超、瞿维、孟波、

吴祖强、陈燮阳，新闻出版界有恽逸

群、徐伯昕、史量才，还有大百科全书

总编姜椿芳、中国第一个女外交家袁

晓园、中国第一个会计师谢霖等等，有

常州籍中国科学院院士３８名、中国工

程院院士２４名。

　　常州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

英雄城市，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

导人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和政治活

动家董亦湘，以及爱国“七君子”中李

公朴、史良等社会活动家的故乡。溧

阳市水西村曾经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

所在地，陈毅、粟裕率新四军将士浴血

抗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不

朽功勋。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李

公朴、罗忠毅入选百位为新中国成立

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华罗

庚、邓建军入选百位新中国成立以来

感动中国人物。

【风景名胜】　常州是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风景秀丽，名胜古迹众多。

　　春秋淹城旅游区以淹城遗址为核

心，是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包括遗址

保护区、春秋乐园区和野生动物区。

春秋淹城遗址已有近３０００年的历史，

以独特的三城三河城池形制享誉国内

外。由于历史久远、形制独特、出土丰

富，淹城一直为考古、建筑、历史、旅游

等各界所关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常州天宁禅寺始建于唐朝贞观年

间，是国家４Ａ级旅游景点、全国汉族

地区佛教重点寺院、江南佛教四大禅

林之一，并以其“殿宇巍峨壮观、佛像

高大庄严、历代名僧辈出、法会闻名遐

迩”赢得“东南第一丛林”美誉。２００７

年，发源于天宁禅寺的天宁梵呗入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宁宝塔共

１３层，高１５３．７９米，为国内４０００多

座宝塔之最，并创造了多项佛塔全国

第一，如第一金顶玉身、第一铭文铜

瓦、第一高钟、第一经文碑林等。

　　茅山主体山脉位于金坛市境内，

主峰海拔３７２．５米，是道教上清派的

发源地，自唐宋起即享有道教“第一福

地、第八洞天”之美誉。境内峡谷盆地

相间，林木葱郁，山势秀丽，九霄万福

宫、乾元观等一直都是游人香客必到

之处。

　　溧阳天目湖旅游景区是首批国家

５Ａ级旅游景区，面积９０万平方公里，

拥有天目湖山水园景区、天目湖南山

竹海景区、天目湖御水温泉三大核心

旅游产品。山水园内，远山含黛、湖水

浩渺，与富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湖里山、

富含野趣风味的龙兴岛以及别有农家

情趣的乡村田园岛勾勒出天目湖诗意

天成的精华；南山竹海景区则拥有万

亩翠竹，气势磅礴；天目湖御水温泉露

天泡池依山傍水，错落有致，泉水富含

多种矿物质、微量元素和特殊化学成

分，属于稀缺的碳酸氢钙型温泉。

　　环球恐龙城涵盖主题公园、旅游

配套、旅游地产等功能业态，是国家

５Ａ级旅游景区。其核心区域中华恐

龙园是一座以恐龙为主题，融博物、科

普、娱乐、休闲、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性

主题公园，其中中华恐龙馆是收藏展

示中国系列恐龙化石最集中的专题博

物馆，是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

　　环球动漫嬉戏谷是全球首座动漫

５２常州概况



游戏主题公园，它采用最新数字娱乐

科技及互动技术，融休闲娱乐、互动体

验、展示博览、演艺竞技于一体，打造

出国际动漫游戏体验之地。

　　此外，常州还有始建于唐昭宗年

间和北宋年间的红梅阁、文笔塔；有瞿

秋白、张太雷、苏东坡、唐荆川、恽南

田、刘海粟、黄仲则、赵翼、屠寄、李伯

元、李公朴、史良等历史文化名人故居

３０余处。常州园林历史悠久，多达４０

余个，明清两代盛极一时，保存较完好

的有近园、约园、意园、聊园、暂园、未

园等。

【文化遗产】　常州历史悠久，古迹众

多。２０１４年末，全市有国家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１０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４５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７０处、县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９６处、市级文物保

护控制单位２０处、县市级文物保护控

制单位４６８处、省级历史文化街区３

处、市级历史建筑２２６处。２０１４年３

月，新北区孟河镇、武进区郑陆镇焦溪

村分获“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国家历

史文化名村”称号；６月２２日，中国大

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大运河常州段成为常州市第一个

世界级遗产项目。

　　常州文化昌盛，民间工艺、技艺繁

花似锦，“非遗”丰富。金坛刻纸入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

名录，８类１２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

遗”名录，１０类３８个项目入选省级

“非遗”名录，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

承人５人。

　　常州梳篦始自晋代，主要材料为

毛竹、木材、兽骨等，选材严格，工艺独

特，制作精良，集雕刻、绘画、烫制等多

种传统制作技艺于一体。因清代朝廷

每年都要在常州定制一批高级梳篦，

所以常州梳篦又有“宫梳名篦”的美

称。２００８年６月，常州梳篦入选国家

级“非遗”名录。

　　乱针绣又名正则绣，是常州人杨

守玉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创造的刺绣针

法。乱针绣以针代笔墨、以线为丹青，

把西洋画的画理与刺绣相融合，是在

全新文化资源和思维状态下产生的观

念突破和技术突破，是中国刺绣中技

术难度最大、表现题材最广的绣种，被

誉为中国刺绣中的油画。

　　金坛刻纸是常州金坛的传统民间

工艺，格调清新、刻工精巧、以蕴涵浓

郁的江南地方特色而独具艺术魅力，

２００９年被列入世界“非遗”目录。

　　留青竹刻是常州地区具有悠久历

史的传统手工艺品。竹刻艺人在竹子

表面极薄的一层青筠上进行镌刻，巧

施全留、多留、少留、微留、不留的技

艺，使作品显示出层次明暗浓淡、翻转

掩映的立体感，来表现作品的形象或

书法神韵。

常州市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一览表

类　 型 项　目

民间文学 董永传说

传统音乐 常州吟诵、天宁寺梵呗唱诵

传统戏剧 锡　剧

传统美术 金坛刻纸、常州留青竹刻、常州梳篦、象牙浅刻

传统技艺 金坛封缸酒酿制技艺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金坛抬阁

传统曲艺 常州小热昏

传统舞蹈 金坛巨村舞龙、溧阳蒋塘马灯

【市　标】　市树：广玉兰。

市花：月季花。

城市荣誉

　　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生态城市

　　中国最具投资价值十强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第十二位

（《福布斯》中国大陆）

　　创新指数排行第十位（《福布斯》

中国大陆）

　　私营经济活力指数排行第一位

（《福布斯》中国大陆） （常　志）

【城乡居民收入】　据城乡住户一体化

抽样调查资料显示，２０１４年全市居民

人均 可 支 配 收 入 ３２６６２ 元，增 长

９．２％。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３９４８３元，增长８．８％；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０１３３元，增

长１０．８％。

　　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２０１４年

常州市全体居民在各类经济单位劳动

得到的人均工资性收入为２０１５１元，

增长９％，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为６１．７％。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

工资性收入２４４２６元，增长８．２％，占

可支配收入比重为６１．９％；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１２２０９元，增长

１１．２％，占 可 支 配 收 入 比 重 为

６０．６％。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主要得

益于劳动用工报酬普遍上涨、最低工

资标准提高以及扶持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等积极因素。

　　经营净收入继续增长。各级政府

认真贯彻落实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各

项政策措施，小微工业企业采取各种

措施积极应对各种困难，企业效益有

所提高，企业员工收入稳步增加。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全体居民人均经营净

收入５３２１元，增长１０．２％。其中，城

镇常住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５６５６元，

增长１０．３％；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经营

净收入４６５２元，增长８．９％。

　　财产净收入增长明显。随着居民

收入的不断提高，居民投资意识也逐

渐增强，家庭投资渠道拓宽。利息、红

利、土地出让（转租）和其他投资性收

益的增长，带动了居民财产净收入的

增长。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全体居民人均

财产净收入２４０５元，增长９％。其

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３５１４元，增长８．８％；农村常住居民人

均财产净收入３６８元，增长１１．４％。

　　转移净收入增长较快。２０１４年，

常州对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十

连调”，市级涉及调整人数２２．３万人，

６２ 常州概况



调整后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增长

１２．４％。同时，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基础养老金、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个人账户划拨基数、最低生活保障

金等社会保障标准均上调，推动了居

民转移净收入的增长。２０１４年常州

市全体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为４７８５

元，增长９．４％。其中，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转移净收入为 ５８８６ 元，增 长

９．３％；农村常住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为２９０５元，增长１２．４％。

【城乡居民支出】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全

体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２０６０８元，

增长７．４％。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

均生 活 消 费 支 出 ２３５９０ 元，增 长

６．８％；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１３５２９元，增长９．４％。衣食住行、

文教娱乐、医疗等八大类消费呈现全

面增长格局。

　　食品消费支出稳步增长。烟酒价

格的上涨助推食品烟酒支出呈增长态

势，食品烟酒支出仍然是常州居民家

庭消费最主要部分，占全部生活消费

支出的２９％。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全体居

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５９６８元，增

长６％。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食

品烟酒支出为６６７１元，增长５．２％，

对城镇常住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增长贡

献率为２２．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食

品烟酒支出为４３００元，增长８．２％，

对农村常住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增长贡

献率为２７．２％。

　　衣着、居住类消费增幅农村明显

高于城镇。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全体居民

人均衣着、居住消费支出分别为１５５８

元、４３７１ 元，分 别 增 长 ５．４％ 和

５．１％。城镇常住居民人均衣着、居住

消费分别为１７５５元和５０６３元，增长

１．９％和３．８％。区别于城镇常住居

民这两项消费的低迷，农村常住居民

相对具有明显的增速，人均衣着、居住

消费支出９９１元、２７２８元，增长９．４％

和９．７％。

　　生活用品服务、交通通信支出增

长明显。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全体居民人

均生活用品服务、交通通信支出分别

为１２４２ 元、２９２９ 元，增长 ９．８％ 和

９．３％。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用品

服务、交通通信支出分别为１４１５元、

３４９８元，增长９．９％和９．６％；农村常

住居民这两项支出的增幅为８．８％和

１０．７％，城乡居民在汽车、高档家电购

买、手机更新换代等方面的消费观念

逐渐接近，农村居民的生活也更趋于

现代化和电子化。

　　医疗保健支出增长较快。居民生

活水平提高后，自身保健意识不断增

强，用于医疗保健上的支出逐年增加。

２０１４年，常州全体居民人均医疗保健

支出１３８７元，增长９％。其中，城镇

常住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１５１８元，

增长８．８％；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医疗

保健支出１１１１元，增长１０．１％。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领跑消费增

长。２０１４年，常州全体居民人均教育

文化娱乐支出２５５５元，增长１３．５％。

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

乐支出３０４５元，增长１３．７％；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１３９２

元，增长１１．１％。

　　其他用品和服务消费有所上涨。

２０１４年，常州全体居民人均其他用品

和服务支出５９７元，增长３．６％。其

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其他用品和服

务支出为６２６元，增长１．７％；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为

５２８元，增长９％。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１４年，常

州市以“重大项目突破年”为抓手，加

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固定资产投

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为全市经

济跃上新的发展台阶提供有力支撑。

全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首次突破

３０００亿大关，达３３１０．１亿元，比上年

增长１６．１％，高于全省平均增速０．６

个百分点。

　　全市投资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完

成 工 业 投 资 １６８０．２ 亿 元，增

长１１．１％。

　　高新产业发展加快。全市高新技

术产业完成投资６９７．８亿元，增长

１６．２％，增速比上年提高１３．７个百分

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占工业投资比

重的４１．５％，比上年提高１．９个百分

点；七成以上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投

向智能装备、新材料及新能源等高端

制造业，三大行业全年共投入５０２．３

亿元，增长２１．５％，高于全市工业投

资增速１０．４个百分点。

　　基础设施增长强劲，全市基础设

施项目完成投资４０１．３亿元，比上年

增长３９．１％，增速比全市投资高２３

个百 分 点，占 全 市 投 资 的 比 重 为

１２．１％，比上年提高２个百分点，拉动

投资增长４个百分点。全市完成投资

超亿元的基础设施项目９６个，比上年

增加４５个，轨道交通一号线配套工

程、新龙生态林一期、常溧高速等一大

批项目加速推进。

　　投资主体结构调整明显。民间投

资仍占主导位置，国有投资总量超过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三大主体投资

比由上年的１２．１：１４．８：７３．１调整为

１３．５：１１．９：７４．６。民 间 投 资 完 成

２４６７．８亿元，增长１８．４％；国有投资

完成４４７亿元，增长２９．９％；外商及

港澳台商完成投资３９５．３亿元，比上

年下降６．５％。

【“一套表”调查单位统计】　２０１４年，

全市有“一套表”调查单位（即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

餐饮企业、资质以内的建筑业企业、房

地产开发经营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９２９６家。分行业看，规模以上

工业４３５０家，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

２２２６家，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１９０

家，资质以内建筑业７３３家，房地产开

发经营业４８７家，规模以上服务业

１３１０家。全年全市共审批“一套表”

调查单位１２８５家，其中新增１０２５家、

退出１８３家、单位名称和法人码变更

７７家。分行业看，新增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３３１家、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

５１７家、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企业６家、

资质以内的建筑业企业１４家、房地产

开发经营企业３３家和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１２４家。分地区看，新北区新

增数量最多，达２６３家，占全市新增总

量的２５．７％，其余依次是天宁区２５３

家、武进区２４２家、钟楼区８９家、溧阳

市７９家、金坛市７４家和戚墅堰区２５

家。 （统计局）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４年，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的

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

运行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面对复杂

局面，常州市紧紧围绕苏南现代化示

７２常州概况



范区建设目标，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

总基调，以“重大项目突破年”活动为

抓手，全力做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

革、重生态、惠民生各项工作，全市经

济社会保持平稳发展。

　　一、综合经济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年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ＧＤＰ）４９０１．９亿元，按可

比价计算增长１０．１％。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１３８．５亿元，增长３％；第二

产 业 增 加 值 ２４０８．１ 亿 元，增 长

９．５％；第三产业增加值２３５５．３亿元，

增长１１．５％。全年服务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为４８％。全市按常住人口

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达１０４４２３元，按

平均汇率折算达１６９９９美元。

　　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全年实现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４３３．９亿元，比上年

增长６．１％，其中税收收入３４８．４亿

元，增长６．５％。全年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４３４．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１％。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６８．２

亿元，增长２．５％；文化体育与传媒支

出７亿元，增长４％；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４９．１亿元，增长７．８％；医疗卫

生与计划生育支出３２．１亿元，增长

２１．９％；城乡社区事务支出７０．９亿

元，增长１７．５％。

　　民营经济平稳发展。全年民营经

济完成增加值３３０８．９亿元，按可比价

计算增长１０．１％，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达６７．５％；民营经济实现税收总

额４５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３％，高

于全部税收总额增速１．９个百分点。

民营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

增加 值 中 服 务 业 比 重 由 上 年 的

４１．６％提升至４３．４％，提高１．８个百

分点。

　　二、农业与农村经济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２０１４年，全

市农林牧渔业完成现价总产值２５６．８

亿元，比上年增长７％。其中，农业产

值１３８．７亿元，增长６．９％；林业产值

１．８亿元，增长４．３％；牧业产值３７．４

亿元，增长０．５％；渔业产值６４．７亿

元，增长９．４％；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１４．１亿元，增长１５．１％。主要农产品

生产保持稳定，小麦、油菜单产双超历

史，水稻单产达６４１公斤，连续１２年

保持全省第一。

　　现代农业持续发展。据全省农业

基本现代化进程监测报告显示，２０１３

年全市农业现代化水平得分为７９．８

分，排名全省第３位，较上年提升１

位。全市新建设高标准农田８．８万

亩，新发展高效设施农业（渔业）面积

６万亩。农业产业化水平稳步提升，

新增国家级主食加工示范企业１家、

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２个、国

家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合作社１个，新

认定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３４家，

为历年最多。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基本平稳。２０１４年，全

市规模以上列统工业企业４３５０家，全

年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１０３７．５亿元，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１１３７９亿元，利税

１００６．１亿元、利润６１８．５亿元。规模

以上工业七大行业中，化工、建材、电

子、机械行业增长较快，全年分别完成

产值１６９６．９亿元、３７５．９亿元、６２７．１

亿元、４５４４．３亿元，分别增长１６．９％、

１６．２％、１１．４％、１０．７％；生物医药、冶

金和纺织服装行业分别完成产值

２５９．７亿元、２０３８．２ 亿元、９１２．７ 亿

元，分别增长９．２％、５．５％、５．４％。

　　十大产业链加快发展。十大产业

链建设加快推进，生产效益均呈现快

速发展态势。全年十大产业链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共完成产值３５２０．２亿元，

同比增长１３．３％；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４６９．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９％；实现

利税３４８．４亿元、利润２２２．７亿元，均

增长１９．４％。

　　建筑行业稳步发展。建筑企业全

年完成施工产值１２８４亿元，比上年增

长１０．８％；施工面积１０７４７．９万平方

米，增长６．１％；竣工面积３８１１．３万

平方米，增长８．１％。建筑业按施工

产值计算的全员劳动生产率达２８．８

万元／人，比上年增长１．１％。

　　四、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全年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３１０．１亿元，比上年

增长１６．１％。其中，工业投资１６８０．２

亿 元，增 长 １１．１％；服 务 业 投 资

１６２１．５亿元，增长２２．１％。服务业投

资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６８１．５亿

元，与上年持平。全年新开工项目（不

含房地产）３５７９个，比上年增加４４２

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２７４个，比上年

增加４３个；新开工项目本年完成投资

１７６１亿元，增长１８．６％，增幅高于全

市投资２．５个百分点，对全市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５９．９％。

　　五、国内贸易

　　消费市场保持平稳。２０１４年全

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８０５．４

亿元，增长１３．１％。从行业看，批发

和零售业是拉动消费品市场平稳增长

的主要力量，全年实现零售额１６５９．９

亿元，增长１３．７％，高于全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幅０．６个百分点；住宿

和餐饮业分别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１４．２ 亿 元 和 １３１．３ 亿 元，增 长

２．９％和５．９％。２０１４年全市限额以

上批零住餐单位实现零售额１０４６亿

元，增长１４．７％，从商品类别看，文

化、体育和娱乐类消费快速增长，全年

文化办公用品类实现零售额３７．１亿

元，体育及娱乐用品类实现零售额４

亿元，分别增长４２％、３８．８％。

　　六、开放型经济

　　出口贸易小幅回升。２０１４年，全

市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２８８．１亿美

元，比 上 年 下 降 １．４％，其 中 出 口

２１３．８亿美元，增长５％，增幅较上年

提高２．９个百分点。从出口国别看，

对美国、欧盟出口呈现复苏态势，全年

对美国出口４６亿美元，增长１４．９％，

对 欧 盟 出 口 ３６．２ 亿 美 元，增 长

５．６％，增幅分别较上年提高７．７个百

分点和１６．３个百分点。从出口产品

结构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势强劲，

全 年 完 成 出 口 ３１．９ 亿 美 元，增

长２６．４％。

　　利用外资质量不断提升。全年注

册外资实际到账３１．２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０．３％。重大外资项目取得突

破，全年新增总投资超３０００万美元项

目４９个，其中超５亿美元项目４个。

引进了常高新健亚胰岛素项目、博纳

高性能材料项目、威翔航空科技项目、

武进区龙王生物科技香精香料项目等

一批高端制造业重大项目。重点企业

增资势头强劲，新增总投资３０００万美

元以上增资项目１８个，其中新增总投

资超亿美元项目３个。全年新增１家

世界５００强投资项目，新增３家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和１家外资功能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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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合作不断加强。全年境外投

资项目６４个，中方协议投资额４．７亿

美元，比上年增长９％。全年完成服

务外包合同额３．２亿美元，其中离岸

合同额１．５亿美元；服务外包执行额

２．７亿美元，其中离岸执行额１．５亿

美元。

　　开发区综合实力不断增强。２０１４

年全市开发区实现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２８２．３亿元，完成工业投入１１７６亿

元，基础设施建设投入２４２．７亿元。

全年实际到账外资２６．３亿美元，新批

协议注册外资２５．６亿美元，新增工商

登记注册外资３０００万美元以上外资

项目３０个，其中制造业项目１４个。

　　对外交往更趋活跃。全年接待邀

请外宾１７７批１１５１人次，其中省部级

以上外宾６批１０８人次。接待外国驻

华使领馆官员３２批２０２人次，外国友

好城市团组３５批２０５人次，外国记者

１批１人次。２０１４年与德国埃森市、

加拿大尼亚加拉瀑布市缔结友城获得

全国友协批准，并与俄罗斯斯塔夫罗

波尔市、丹麦兰讷斯市正式签署缔结

友城协议书，获批友城累计达２３个。

辖市（区）友城总数累计达１５个。

　　七、交通运输、邮政电信业和旅

游业

　　交通运能稳步提高。年末全市公

路总里程８９０６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２６８公里。全年营业性客运量８４５８

万人，货运量１．３亿吨，分别比上年增

长０．７％、９．６％。公路客运量６７６９

万人，比上年增长０．１％，公路旅客周

转量４２亿人公里，增长０．５％；公路

货运量１．１亿吨，增长１１．３％，公路

货物周转量１１１．１９亿吨公里，增长

１１．５％。全年铁路客运量（常州站、戚

墅堰站、常州北站）１３３３万人，增长

９．４％。常州机场实现一类口岸开放，

全年旅客吞吐量１８６．１万人次，比上

年增长２１．９％。常州港货物吞吐量

３３１４万吨，增长８．１％。全市汽车保

有量继续增加，年末民用汽车拥有量

８７．３万辆，其中私人汽车拥有量７２．６

万 辆，分 别 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４．１％

和１７．１％。

　　通信行业基本平稳。全年通信业

务 收 入 ５３．９ 亿 元，比 上 年 下 降

３．２％。年末本地网电话用户１４４．４

万户，移动电话用户４９１．３万户，其中

３Ｇ用户达到１４２．１万户，４Ｇ用户突

破６０万户；互联网用户数达１５９．４万

户，增长１３．７％，其中宽带网用户１４９

万户，增长１４．３％。全年邮政业务总

收入１９．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７．７％。

　　旅游产业发展加快。２０１４年全

市实现旅游总收入６５４．３亿元，比上

年增长１４．５％，其中国内旅游收入

６４０亿元，旅游外汇收入１亿美元，分

别增长１４．８％和１３％。全市旅游接

待 总 人 数 ５００１．４ 万 人 次，增 长

１２．７％，其中国内游客４９８９．３万人

次，入境过夜旅游者１２万人次，分别

增长１２．７％和９．５％。环球恐龙城迪

诺水镇、儿童乐园、东大门冒险港，环

球动漫嬉戏谷嬉戏海，天目湖水公园

等一大批旅游新项目为旅游业发展注

入新动力。旅游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

升，天目湖旅游度假区集散中心、天目

湖旅游度假区“智慧旅游”一站式旅游

网、常州旅游集散中心和常州智慧旅

游一期项目建成投运。截至年底，全

市共有国家５Ａ级旅游区２家，国家

４Ａ级旅游区１０家，省级旅游度假区

３家；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１７家，

江苏省四星级乡村旅游点２２家，江苏

省工业旅游点３家，江苏省自驾游基

地６家；旅行社发展到１２９家，１家旅

行社进入全国旅行社１００强，２家旅

行社进入全省旅行社２０强；星级酒店

发展到６８家，其中五星级酒店９家，

四星级酒店２４家。

　　八、金融业

　　金融运行保持平稳。截至年末，

全市 金 融 机 构 人 民 币 存 款 余 额

６７５８．６亿元，比年初新增４１０．５亿

元，增长６．５％；贷款余额４７８９．７亿

元，比 年 初 新 增 ４７１．４ 亿 元，增 长

１０．９％。全部新增贷款中，短期贷款

新增 ６８．３ 亿元，中长期贷款 新 增

２７５．７亿元，与年初相比分别增长

２．９％、１５％。年末全市融资性担保贷

款总额１１２．４亿元，在保责任余额

１１４．６亿元，小额贷款公司人民币贷

款余额１１４．２亿元。

　　保险业务稳定增长。截至年末，

全市共有保险公司６５家，其中产险公

司２８家，寿险公司３７家。全年实现

保费总收入１３５．４亿元，同比增长

１４．３％，其中寿险 ８９．７亿元，增长

１３．５％，财 产 险 ４５．７ 亿 元，增 长

１５．９％。全年保险赔款支出２９．４亿

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３％，其中寿险３．６

亿元，增长３９％，财产险２５．８亿元，

增长１０．５％。

　　证券交易趋于活跃。全市证券营

业部全年证券交易总额９７８０．２亿元，

比上年增长８９．１％。其中，Ａ股交易

额７７０１．４亿元，增长５９．４％；Ｂ股交

易额６．９亿元，下降３７％；基金成交

额３２３．１亿元，增长１３０．６％；债券成

交额１７４８．９亿元，增长８２４．７％。截

至年末，全市共有上市公司３６家，其

中境内２２家、境外１４家，累计募集资

金３４０亿元。

　　九、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步伐加快。全年完成专

利申 请 ３７８３３ 件，其 中 发 明 专 利

１１６６８件；专利授权１８１５２件，其中发

明专利授权１６９６件；万人发明专利拥

有量１３．９件。全年新增高新技术企

业１２６家，累计９８６家；新认定民营科

技型企业１８２６家，累计８４９９家；完成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４８０６亿

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到４２．９％。全年争取省级以上科技

项目５２９项，争取经费超过５．２亿元。

全年新增产学研合作项目１０５３项。

连续１４年荣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

市”称号。２０１４年全社会研究与发展

（Ｒ＆Ｄ）活动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为２．６１％。

　　创新平台加快建设。“中国以色

列常州创新园”成为中以两国政府共

建的首个国际科技合作园区。科技部

人才中心、江苏省科技厅和常州市合

作共建了“常州国家科技领军人才创

新驱动中心”，新建科教城省科技服务

示范区、江苏省智能装备产业技术创

新中心，建成３家省产业研究院专业

研究所，完善了２０家市级重大公共研

发机构的建设和提升。全年新增省级

以上企业研发机构７４家，累计建成

“两站三中心”１０５１个。新增孵化器

（加速器）国家级２家、省级２家、市级

１４家，新增孵化、加速面积超１１３．４

万平方米，累计达７００多万平方米，培

育科技企业近５４００多家。国家创新

型科技园区企业营业总收入１５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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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净利润９４．６亿元，科技活动经

费总投入６１．７亿元。

　　十、教育、文化、卫生和体育

　　教育现代化深入推进。截至年

末，全市拥有各级各类学校６４４所，在

校学生７６万人，教职工５．５万人。

２０１３年度全市教育现代化建设综合

得分为８０．３３，名列全省第３位。扎

实推进以布局调整和校安工程为主的

重点工程建设，全年实施中小学建设

项目４４个，新建、改扩建幼儿园８所。

学前教育有新发展，武进区、新北区、

天宁区、钟楼区和戚墅堰区接受省学

前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建设评估。义

务教育更加优质均衡，武进区和戚墅

堰区顺利通过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示范区”的评估验收，流动就业创业人

员随迁子女公办学校吸纳比例超过

９０．２２％。继续实施高中质量提升工

程，２０１４年全市本二以上上线率达

７１．４６％，比上年提高９个百分点。职

业教育创新发展，３个第一批省级高

水平示范性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已完

成，全市省品牌和特色专业增至３７

个。职业学校学生参加省普通高校对

口单招本科达线率６０．９４％，连续１５

年名列全省第一。终身教育突出方便

实用，全年创建市社区教育示范街镇

５个、市标准化社区教育中心７家、省

标准化社区教育中心７家、省高水平

农科教结合富民基地１家，认定市标

准化居民学校８２家。教科研成绩突

出，２０１４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比常

州共获得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１１项，

位居各地级市前列。教育服务贴近民

心，“常州公开课”现场直接受益人数

２万多人次，“优秀教师免费导学”受

益学生１６０００余人次，“心理健康服

务”受众人数近６万人次。学生资助

体系日益完善，全年落实政府助学资

金２．２７亿元，筹措社会爱心助学资金

１２５５万元。

　　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文化精品守

正出新，电视剧《青果巷》获中宣部第

十三届“五个一工程”奖、第２７届中国

电视剧“金鹰奖”、中美电影节电视剧

“金天使”奖、第３０届江苏省电视金凤

凰奖“电视剧类最佳奖”。滑稽戏《全

家福》等１０部作品获江苏省第九届

“五个一工程”奖。全市获得全国“五

个一工程”奖总数达１２部，位列全国

地级市第一。文化惠民好戏连台，开

展“文明社区天天乐”活动，全市文化

团队送文化演出达４２７２场，广场演出

６９４５场，１２９支文艺志愿者辅导队到

４６个社区对５０００多名社区居民进行

辅导，各辖市区共组建天天乐文艺团

队４８支。举办“精彩龙城文化１００”

大型文化惠民行动，内容涵盖高雅艺

术、传统戏曲、非遗展示等２０多个门

类１１１项惠民活动，受益群众１００多

万人次。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

术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全年接待市民超

５００万人次，举办艺术展览和培训超

过２００期。文化保护取得突破，中国

大运河（常州段）申遗成功，成为全市

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２０１４年全市

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２７６．２亿元，占

ＧＤＰ比重为５．６３％。

　　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年末全

市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１１８２

个，拥有总床位２３６３４张，卫生技术人

员２．８１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１１３８１人、注册护士１１７０６人，全市每

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２．４２人。

卫生惠民工作不断推进，市本级人均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达６０元，比上

年提高 ２０％。全市新农合参合率

１００％，人均筹资标准达到５１５元；县

乡两级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

达８１％，超出省定标准６个百分点。

全市城市居民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

诊就诊率达５１．２％；农村居民在县域

内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诊就诊率达

８５．６％。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达

８１％，居民签约率达２８．６％，居民电

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达８０％。居民健

康档案和就诊信息在各大医院、社区

卫生机构实现了调阅共享。“单独两

孩”生育新政有序实施。

　　体育事业持续发展。全市拥有体

育场地１６５个，其中体育场２６个，体

育馆２６个，室内外游泳池１１３个。年

内全市承办国际级比赛５项、国家级

比赛１７项、省级比赛３项。竞技体育

蓬勃发展，常州体育代表团在十八届

省运会中获得的金牌、奖牌和总分均

位居全省前列，７名运动员参加青奥

会，共获得７枚金牌；１１名运动员参

加亚运会，共获得６枚金牌、１１枚奖

牌。群众体育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公

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戚墅堰区全

民健身中心和新北区春江全民健身中

心分别于４月２９日和５月３０日建成

开业。新建和提升３０８个全民健身活

动站点。在全省率先实施政府购买公

共体育服务，购买了业务培训、群体赛

事、健身活动、管理服务和设施建设５

大类２２个项目。实施“医保健身一卡

通”项目，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

账户余额满３０００元，即可到定点健身

场馆刷卡购买健身服务。全年刷卡消

费５６００人次，消费总额２３０万元。成

功举办“ＣＣＴＶ体坛风云人物全民健

身常州行”活动。

　　十一、人口、民生与社会保障

　　人口规模保持稳定。截至年末，

全市常住人口４６９．６万人，比上年末

增长０．１％，其中城镇人口３２２．６万

人，城镇化率达到６８．７％。全市户籍

总人口３６８．６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２．７万人，增长 ０．７％。其中，男性

１８２．９万人，增长０．６％；女性１８５．７

万人，增长０．９％；６０岁以上人口７８

万人，占 户 籍 总 人 口 的 比 重 达

２１．２％。户籍人口出生率１０．３‰，人

口死亡率 ６．８‰，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３．５‰。

　　就业创业扎实推进。全年城镇新

增就业１３．５万人，扶持创业７２８９人，

带动就业４万人，援助困难群体实现

再就业１万余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

率控制在１．９％。全年共组织提供各

类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６．２万个，开

展城乡劳动者就业技能培训６．１万

人。新增高技能人才２６２６２人，每万

名劳动力中高技能人才数达６８９人。

　　居民收入稳步提高。２０１４年全

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２６６２元，比

上年增长９．２％。按常住地分，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９４８３元，增长

８．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２０１３３元，增长１０．８％。全市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２０６０８元，增长７．４％，其

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２３５９０元，

增长６．８％，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１３５２９元，增长９．４％。年末城镇居民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４３．７平方米，农村

居民人均住房面积５９．７平方米。

　　物价水平保持平稳。全年居民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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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价格累计总指数为１０２．２，八大类

消费品价格中仅烟酒用品类价格下降

２．１％，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

务、居住、食品、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

七大类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１０４．２、

１０３．６、１０３、１０２．７、１０２．１、１００．６、

１００．１。

　　住房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全年新

开工 保 障 房 ２２４４７ 套，基 本 建 成

２４０１８套。自２０１２年常州市在全省

率先实施保障房社会化收储工作以

来，大大加快了房源筹集速度，在全省

率先实现了中心城区中低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应保尽保。不断推进危旧房、

城中村、低洼地改造工作，全年实施改

造３１５２户，改造面积５６．７２万平方

米，中心城区２０个住宅小区低洼地改

造工作全面完成。

　　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积极推

进社保扩面征缴，全市企业职工养老、

城镇职工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

参保人数分别达１３０．５万人、１８１．５

万人、１０５．２万、１１０万人、９６．９万人，

养老、医疗、失业三大保险综合覆盖率

达９８％。连续第１０年调整企业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月人均养老金水平

比上年增长１２．４％，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提高至每人每月

１７０元。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政

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基金支付比例

分别稳定在８０％和７０％以上。失业、

工伤、生育保险待遇等稳步提高。出

台常州市贯彻落实江苏省城乡养老保

险制度衔接实施意见的补充意见，实

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无障碍衔接。

　　社会救助能力不断提高。全市已

建成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

信息养老的养老体系，２０１４年底养老

床位总数达到３７５４６张。新建或改建

护理型床位１４３３张，市区护理型床位

占养老总床位数的４０％。已安装５

万户老年人家庭呼叫设备。城乡低保

工作扎实推进，市区城乡低保标准和

市区低保边缘困难家庭补助标准分别

提高到６２０元／月和１５００元／年，全年

发放保障金１．７亿元。全市各级各类

人民调解组织和两级调处中心共调解

纠纷１５７８２件，调解成功１５７３１件，社

会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９９．７％。全

年发行福利彩票１０．６亿元。

　　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全市各级慈

善会募集到账资金１．２８亿元，发放

（支出）各类救助金８７７０万元，惠及困

难对象７．２９万人次。其中市慈善总

会（含４分会）募集４０４６万元，发放

１８１２万元，救助困难对象２．５９万人

次。在第三届中国慈善城市评比活动

中，常州、金坛、溧阳全部入选中国慈

善城市百强名单，其中常州市再次获

七星级（最高）荣誉称号。

　　十二、城乡建设和公用事业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

施加快建设，常溧高速公路、１２２省

道、２３８省道常州段、金武路、延政路

西延等工程加快实施，地铁１号线开

工建设，青洋路高架北延、沪蓉高速青

龙互通建成通车，桃园路、新堂北路、

河海东路等城市道路改造工程竣工投

用。水利工程建设稳步实施，新沟河

延伸拓浚工程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１３条中小河流整治工程进展良

好。中心城区和溧阳市溧城镇防洪大

包围工程建成投运。圩堤达标等农村

水利建设顺利推进。信息基础设施日

趋完善，无线综合覆盖率达９８％，覆

盖全市的４Ｇ通信网络已全面建成。

　　公交服务不断完善。截至年底，

全市公交线路２６８条。开通“定制公

交”线路，新能源公交线路正式投运。

全市公交营运车辆２９７８辆，营运出租

汽车３６８０辆。城市居民公共交通出

行分 担 率 ２８．７％，镇 村 公 交 开 通

率１００％。

　　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全年全社会

用电量３９５．１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１％，其中城乡居民生活用电３２．４亿

千瓦时，下降１３．３％。年底城区自来

水普及率１００％，供气气化率１００％，

年底城市路灯总数２０．３万盏，比上年

末增长１１．５％。全年市区生活垃圾

清运量６１．８万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１００％。全年城区生活污水处理

率达９８．４％。

　　十三、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绿化水平不断提升。年末市区园

林绿地面积８８１３公顷，公园绿地面积

２０３６公顷。市区人均公园绿地１３．２

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４３％。

生态绿城建设不断推进，完成１７６个

生态保护项目，增绿１７２７２亩；常州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武进高新区和武进

经发区通过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验

收，新增５个国家级生态镇、３０个省

级生态村。

　　治污减排扎实推进。大力推进污

染减排和环境综合治理，完成５２家火

（热）电、水泥、钢铁、铁合金、轧钢企业

提标改造，５９４台燃煤锅炉、窑炉清洁

能源替代或淘汰，４２家企业挥发性有

机物整治工作。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

及配套管网建设，全市新增污水管网

１５８公里。完成６个小流域及３５条

小支浜综合整治，对２２条河道实施清

淤。全面完成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任

务，全市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比上年削减

５．３４％、２．９８％、１．４５％、１６．４４％。空

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标准天数２３１

天，占全年总天数的６３．８％。

注：公报中各项统计数据除注明

按可比价格计算外，均按现行价格计算。

（统计局）

组织机构和领导人名单

市领导

中共常州市委

书 记 阎 立

副　书　记 费高云

戴 源

常 委 沈 斌

张春福

徐 缨※

韩九云

徐光辉

邓志兵

蔡 骏

张 跃※

常州市人大常委会

主 任 阎 立

副　主　任 俞志平（正市级）

贾宝中※

孙永明

杨 建

邵 明

党组副书记　杭天珑※（正市级，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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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党 组 成 员 姜洪鲁（副市）

常州市人民政府

市 长 费高云（１月任）

代　市　长 费高云（至１月）

副　市　长 费高云（至１月）

韩九云

张耀钢

王成斌

尚建荣

张云云※

方国强

史志军

政协常州市委员会

主 席 邹宏国

副　主　席 居丽琴※

朱晓敏

朱剑伟

蒋必彪

卢明康

杨平平

赵忠齐

陈建国

党 组 成 员 陈俊杰（副市级）

中共常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沈 斌

副　书　记 周效华

祁 新

石伟东

常 委 赵 庆

于 强

纪海平※

徐 清※

张 毅

中共常州市委巡视工作联络组办公室

主 任 石伟东（兼）

副　主　任 王小芳※（兼）

黄玉龙

市级机关

市委秘书长 蔡 骏

市委副秘书长

王龙宣（兼）

李 信

胡 竹

陈向群※（兼至１０月）

周家林（１０月兼任）

王生大（２月任，正处级）

恽淇丞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周建伟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周建伟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顾才兴（正处级）

朱力工

张火炫（正处级）

蒋红霞※

俞 申（兼）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书记

周建伟（１０月任）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副书记

张火炫（１０月任）

蒋红霞※（１０月任）

市政府党组成员

徐新民

市政府秘书长

徐新民

市政府副秘书长

潘冬铃（至８月）

杭 勇（１２月任）

庄小涛（２月任）

李昙云（１１月任）

钱亚明（１月任）

彭 峻

梅向东

黄建德（１１月任）

黄 鸣（兼至１２月）

李沛然（兼至１２月）

胡学东（兼至１２月）

陈海军（兼至８月）

蔡楚秋（正处级，至１１

月）

钱 斌（至１１月）

孙如山（至１月）

高 平（１月任，兼至１２

月）

周家林（１１月任，兼至

１２月）

黄田明（１１月任，兼至

１２月）

于卓人（兼至１２月）

市政协党组成员

何玉清

盛克俭

市政协秘书长

盛克俭

市政协副秘书长

戚惠明（正处级）

林 辉

吴惠盐（正处级）

蒋华平（正处级，１２月

任）

韩红卫※（兼）

谭 震（兼）

黄 勇（兼）

顾征英（兼）

朱静雅※（兼）

谢 海（兼）

市政协机关党组书记

盛克俭（１０月任）

市纪委秘书长

祁 新

中共常州市委办公室

主 任 李 信

副　主　任 李传奇

王杰强

吉英平

芮卫东

徐 蓉※

机要局局长 金云江

中共常州市委研究室

主 任 胡 竹

副　主　任 吴 煜

尹 涛

潘文卿（至２月）

中共常州市委组织部

部 长 张春福

副　部　长 赵正斌

高宏华

狄志强（至１月）

杨 琪

周承涛（１２月任）

中共常州市委党的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赵正斌

副　主　任 张永贵（至１０月）

中共常州市委新经济社会

组织工作委员会

党工委书记 赵正斌

党工委副书记

张永贵（至１０月）

常州市综合考核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高宏华

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

部 长 徐 缨※

副　部　长 丁 一

陈志良（至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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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伟

蒋节勤（正处级，至４月）

朱明辉

孙洁茹※

常州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

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陈志良（至１２月）

丁 一（１２月兼任）

副　主　任 奚炜菁※

周 庆

段瑞典

常州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

常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主 任 丁 一（兼）

副　主　任 戴胡爽

中共常州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部 长 张 跃※

副　部　长 周炳荃（至１１月）

赵世平（兼）

章卫忠

查 艳※（１２月兼任）

陆惠林（正处级）

顾 ※

常州市社会主义学院

院 长 章卫忠

副　院　长 范小平

黄克宇

中共常州市委政法委员会

常州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委员会办公室

书 记 戴 源（兼）

副　书　记 尚建荣（兼）

王龙宣

张双庆

综治办主任 张双庆

综治办副主任

史国瑛

蒋平方

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李宗府（正处级）

庾爱民（１０月任，试用

期一年）

政治部主任 李旌巍（至７月）

顾 涛※（１０月任，试用

期一年）

中共常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主 任 钱建林（至１２月）

蒋伯丹（１２月任）

副　主　任 孙治国（调研员，１０月

任）

陶亚仁

严国光

郭胜忠

裴 谨

中共常州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常州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主 任 许春元

副　主　任 徐 栋

陈锁祥

凌 洁※

常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杭 勇（至１２月）

杨 琪（１２月兼任）

副　主　任 龚志辉

蒋亚农

邹明初（７月任，试用期

一年）

中共常州市委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书 记 赵正斌

副　书　记 杨文华

易明卿

叶将莺※

刘 兵

纪工委书记 徐慧生（正处级）

中共常州市委老干部局

局 长 狄志强（兼至１月）

杨 琪（１月任）

副　局　长 蒋顺青

陈 勇

钱京华

中共常州市委６１０办公室

主 任 陈国平（至７月）

谢海明（７月任）

副　主　任 郭继军

姚亚军

周国正

常州市信访局

局　　　长 胡学东

副　局　长 韩志国（正处级）

周永明（调研员，至１２

月）

张超英

王纪良

倪 宁※（１０月任，试用

期一年）

中共常州市委党校

党 委 书 记 阎 立（兼）

校 长 阎 立（兼）

党委副书记 陈国辅（正处级）

纪 委 书 记 郑海林

副　校　长 陈国辅（正处级）

严瑞忠

王其山

黄剑明

赵志刚

教　育　长 蒋鸣鹛※

常州日报社

党 委 书 记 黄四清

党委副书记 胡国华

朱跃峰

纪 委 书 记 朱跃峰

社 长 黄四清

副　社　长 胡国华

李大山（正处级）

周海涛

孙泽新

常州日报

总　编　辑 胡国华

副 总 编 辑 汪利宁

张 政

严国荣

常州晚报

总　编　辑 朱佳伟

副 总 编 辑 黄幼文※

刘震宇

蒋伟平

常州广播电视台

党 委 书 记 蒋伟平

党委副书记 汪忠泽

陈方平※

纪 委 书 记 陈方平※

台 长 汪忠泽

副　台　长 耿献红（至１０月）

黄 江（１０月任）

黄和明

邵宝钢

许建俊

高 巍

中共常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主 任 李亚雄

副　主　任 柯善学

樊百成

臧秀娟※

常州市档案局

常州市档案馆

局 （馆 ）长 李传奇

副局（馆）长 黄建忠

张 敏※

马国生（至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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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跃进※

蒋大春

党 组 书 记 李传奇

中共常州市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

常州市国家保密工作局

（市委副处级机构）

主任（局长） 胡正伟

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主 任 蒋红霞※

副　主　任 肖 平

蒋建文※

丁建伟

褚文霞※

常州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主 任 朱力工

副　主　任 恽东玉※

周梅芳※

常州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

工作委员会

主 任 薛建刚

副　主　任 蔡建兴

陈中云（至１２月）

何建军

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

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张克勤

副　主　任 许 玲※

常州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

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曹建荣

副　主　任 孔庆国（正处级）

季春雷

常州市人大常委会环境资源城乡建设

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朱维平

副　主　任 王卫东

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

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周 忠

常州市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

工作委员会、外事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成国平

副　主　任 马少华

常州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

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黄岳汀

副　主　任 刘忠培

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主 任 潘冬铃（至８月）

杭 勇（１２月任）

副　主　任 戴旭光

严小倩※

黄建德（至１１月）

钱旭健

张凯奇

党 组 书 记 徐新民

党组副书记 潘冬铃（至７月）

杭 勇（１２月任）

常州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主 任 高 平

副　主　任 王粉龙

黄 澍

常州市金融工作办公室

主 任 于卓人（１月任）

副　主　任 赵苏洪

刘建华

喻良骝

刘颖慧※（至９月）

常州市应急管理办公室

主 任 宫文飞（至８月）

顾 锋（８月任）

副　主　任 万乃相（正处级）

吴建坤

骆如华

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 任 戴士福

副　主　任 张泉明

庄小涛（至２月）

周云东（至１月）

祝正庆（１月任）

刘卫国

严永志

石江水

朱建江

刘彤彤

党 组 书 记 戴士福

党组副书记 张泉明

纪检组组长 包章辉

专 职 委 员 王道成（正处级）

常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主 任 蒋自平

副　主　任 戴文龙（至１１月）

钱亚明（至１月）

洪 军（１１月任）

潘仁贤

张志强

杨 军

刘小平

周永强（１月任，至１１月）

严德群（８月任，试用期

一年）

党 组 书 记 蒋自平

纪检组组长 孙乃钊（至７月）

李旌巍（７月任）

专 职 委 员 章 礼（正处级）

常州市中小企业局

局 长 戴文龙（兼至１１月）

副　局　长 薛庆林

朱 惠

宋正杰

江苏省无线电管理局常州市管理处

主 任 林型新

中共常州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常州市教育局

党工委书记 陈海军（７月任）

党工委副书记

丁伟明

李映哲

纪工委书记 戴春华

局 长 丁伟明

副　局　长 沈 梅※

郑 辉

胡 鹏

王定新

常仁飞

专 职 委 员 徐小平（１０月任）

常州市科学技术局

局 长 刘 斌

副　局　长 杨伟红

吕卫明（正处级）

周永强（至１月）

李允建（至１月）

张朝晖（１月任）

丁建芳※

蒋鹏举

党 组 书 记 刘 斌

纪检组组长 蒋苏菁

专 职 委 员 赵 新（１０月任）

常州市知识产权局

局 长 杨伟红

副　局　长 郜 军（至１月）

常州市公安局

党 委 书 记 尚建荣

党委副书记 黄广余

宫文飞（３月任，至７月）

纪 委 书 记 金继英

局 长 尚建荣

副　局　长 黄广余（正处级）

宫文飞（至８月）

陈国平（正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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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锋

徐卫东（正处级，１２月

任）

谢海明

王 辉（至１２月）

韩 军

朱志星（８月任）

政治部主任 费中华

常州市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孙 菡※（至２月）

王 辉（８月任）

副　主　任 褚国平

张培忠

潘立新

常州市监察局

局 长 周效华

副　局　长 赵 庆

芮永全

常州市民政局

党 委 书 记 杭永宝

党委副书记 杭金荣（至１０月）

俞 坚（正处级，１０月

任）

纪 委 书 记 杭金荣（至１０月）

俞 坚（１０月任）

局 长 许 峥※

副　局　长 杨继洪

张 超

陈长文

潘 奕※

杨 铁

专 职 委 员 常远明（正处级）

常州市司法局

局 长 陈少宝

副　局　长 金万新

刘滨江（正处级）

高玉华

刘 永

王 琦

滕 晖※

党 组 书 记 陈少宝

党组副书记 金万新

纪检组组长 卞建益

政治部主任 周云燕※

常州市财政局

局 长 朱志洪

副　局　长 刘月冬

王美蓉※

刘燮华

孟建国（至１１月）

谭志文（１１月任，试用

期一年）

党 组 书 记 朱志洪

纪检组组长 濮尔杰

总 会 计 师 戚小如※

专 职 委 员 周启彪

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局 长 吴新法

副　局　长 惠 方（至１１月）

李 亮

戴亚东

朱建林（至１１月）

司马双龙（至１月）

苏 叶※（１月任）

程沫芝

许伟树（１１月任，试用

期一年）

江 天

党 组 书 记 吴新法

纪检组组长 蒋良华

常州市城乡建设局

党 委 书 记 冷和荣（至１０月）

蔡楚秋（１０月任）

党委副书记 何玉清（至１０月）

史政达（１０月任）

吴全清（正处级）

纪 委 书 记 吴全清（兼）

局 长 何玉清（至１１月）

史政达（１１月任）

副　局　长 邹云龙（正处级）

贡浩平

徐文时

黄田明（至９月）

赵维忠

袁茂新

赵洪平

陶 伟

总 工 程 师 邹云龙（兼）

常州市交通运输局

党 委 书 记 戴明水

党委副书记 刘文荣（至１０月）

沈小勇（１０月任）

杨纪平（正处级）

纪 委 书 记 杨纪平（兼）

局 长 刘文荣（至１１月）

沈小勇（１１月任）

副　局　长 卢明康

李建新

宋晓云

王博铭（至３月）

周旭栋

曹建中

周 洪

管 华（８月任，试用期

一年）

杨 文（兼）

专 职 委 员 黄开军（１０月任）

常州市水利局

局 长 周良法

副　局　长 秦文秋（正处级）

丁光浩

张萍霞※

党 组 书 记 周良法

纪检组组长 秦国培

总 工 程 师 计玉根

常州市农业委员会

主 任 蒋伯丹（至１２月）

陈志良（１２月任）

副　主　任 李昙云（至１１月）

郑银法

何尧平

阎晓东※

徐祖兴

丁 剑※（至１月）

吴小琴※（１月任）

党 组 书 记 蒋伯丹（至１２月）

陈志良（１２月任）

纪检组组长 鄢顺根

总 农 艺 师 庄细跃

常州市商务局

党 委 书 记 陈建新

党委副书记 戴晓文（至７月）

潘冬铃（７月任）

夏海平（正处级）

纪 委 书 记 夏海平（兼）

局 长 戴晓文（至８月）

潘冬铃（８月任）

副　局　长 屠怀明（正处级，至１１

月）

章建跃（调研员）

李建成（兼）

邹德英

张 宇

查亚强（１月任）

韩雪琴※

张黎光（１１月任，试用

期一年）

专 职 委 员 陈庆明（正处级）

常州市口岸办公室

副　主　任 章建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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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市版权局）

党 委 书 记 陈建共（至１０月）

王亦农（１０月任）

党委副书记 陈建共（１０月任）

黄娅芬※

纪 委 书 记 黄娅芬※

局 长 陈建共

副　局　长 张 献（正处级）

徐 进（至１２月）

周晓东

蒋雅芬※（至５月）

石小东

谢春林

严旭华※

专 职 委 员 张印选（正处级）

常州市卫生局

党 委 书 记 王 莉※

党委副书记 何小茜

纪 委 书 记 何小茜

局 长 陈建国（至８月）

王 莉※（８月任）

副　局　长 虞国良（正处级）

刘志洪

姚福建

秦锡虎（至１２月）

专 职 委 员 陶国忠（１０月任）

常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局 长 吴琪明（至１１月）

戴文龙（１１月任）

副　局　长 薛 蓓※

贺东俊

江礼清（１月任，试用期

一年）

沈晓洁※（１月任，试用

期一年）

党 组 书 记 吴琪明（至１０月）

戴文龙（１０月任）

纪检组组长 夏 群

专 职 委 员 李 会

常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副　主　任 杨晓春

冯子秋※

汪晓东

赵兴光

纪检组组长 邵建明

常州市审计局

局 长 陈荣平

副　局　长 吕全斌

崔业富

罗志敏

朱亦萍※

党 组 书 记 陈荣平

纪检组组长 徐 江

总 审 计 师 王祥君

专 职 委 员 邹启堂

常州市环境保护局

局 长 史政达（至１１月）

吴琪明（１１月任）

副　局　长 李金玉

周忠华

郁 健

祝正庆（至１月）

李允建（１月任）

党 组 书 记 史政达（至１０月）

吴琪明（１０月任）

党组副书记 杨德超

纪检组组长 杨德超（兼）

常州市太湖水污染防治办公室

主 任 史政达（兼至１１月）

吴琪明（１１月兼任）

副　主　任 祝正庆（兼至１月）

王运先

常州市规划局

局 长 胡 伟

副　局　长 顾春平

葛志兵

侯继功

李 青

王国荣

孙春生（１月任，试用期

一年）

党 组 书 记 金 震

纪检组组长 胡晓峰

总 工 程 师 孙秀峰

常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党 委 书 记 戴晓荣

党委副书记 孙 勇（至１０月）

刘文荣（１０月任）

纪 委 书 记 赵建生

局 长 孙 勇（至１１月）

刘文荣（１１月任）

副　局　长 吴玲忠

吴海泳（至５月）

薛 晔（１月任）

赵江兵

何沛东

陈马良

常州市园林绿化管理局

党 委 书 记 陈伟斌（至１０月）

陈向群※（１０月任）

党委副书记 陈伟斌（１０月任）

陆建军

纪 委 书 记 陆建军（兼）

局 长 陈伟斌

副　局　长 张延秋

陈 清

吴 捷※

阙广平

廖东初

总 工 程 师 刘剑平（至８月）

专 职 委 员 史小平（１０月任）

常州市城市管理局

常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局 长 朱笑冰（至６月）

吴建荣（６月任）

副　局　长 吴建荣（至５月）

吴海泳（５月任）

杜 彦

张伟峰（兼）

王 萍※

孙 骏

王志忠（１月任，试用期

一年）

党 组 书 记 朱笑冰（至５月）

吴建荣（５月任）

纪检组组长 翟文毅

常州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

主 任 吴建荣（至５月）

吴海泳（５月任）

副　主　任 冯玉明（正处级）

项 斌

常州市体育局

局 长 朱海山（至６月）

朱笑冰（６月任）

副　局　长 李晓华※

堵文波

魏继斌

刘永承

马锁福

党 组 书 记 朱海山（至５月）

朱笑冰（５月任）

纪检组组长 任洪兴

专 职 委 员 王钦利（１０月任）

常州市统计局

局 长 徐华勤

副　局　长 钱保生

余 峰

陈宝兴

杨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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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组 书 记 徐华勤

总 统 计 师 杨 敏

专 职 委 员 周德军（１０月任）

常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局 长 宋明岗

副　局　长 周南平

李士庆

于志勇

马宏春

党 组 书 记 宋明岗

纪检组组长 蒋庆梅※

常州市旅游局

党 委 书 记 陆文虎（至１０月）

孙 勇（１０月任）

党委副书记 蒋 锋（至３月）

乔俊杰（３月任）

张立新

纪 委 书 记 张立新

局 长 蒋 锋（至４月）

乔俊杰（４月任）

副　局　长 陆宏伟（正处级）

蒋 杰

吴志刚

专 职 委 员 齐勇军（调研员，１０月

任）

常州市物价局

局 长 李罗保

副　局　长 范 璞

杨建新（正处级）

初兆义

王世春

严斌臻

党 组 书 记 李罗保

党组副书记 范 璞

纪检组组长 张卫星

常州市粮食局

党 委 书 记 徐元金

党委副书记 朱兆丽※（至１０月）

周炳荃（１０月任）

宁 山（正处级）

纪 委 书 记 宁 山（兼，正处级）

局 长 朱兆丽※（至１１月）

周炳荃（１１月任）

副　局　长 潘红传

苏 叶※（至１月）

丁 剑※（１月任）

吕云峰

廖梅青

常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局 长 李沛然

副　局　长 毛建平（正处级）

邵 玲※

芦水忠

华 阳

杨贵生

党 组 书 记 李沛然

纪检组组长 陈文峰

常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局 长 赵世平

副　局　长 黄飞叶

王汉潮（正处级，至８月）

余 笋

颜良进

党 组 书 记 赵世平

党组副书记 黄飞叶

常州市民防局

常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党 委 书 记 张曾鸣（至７月）

朱兆丽※（１０月任）

党委副书记 沈小勇（至１０月）

张 俊

纪 委 书 记 张 俊

局长（主任） 沈小勇（至１１月）

朱兆丽※（１１月任）

副局长（副主任）

金勇兵（调研员，至１１

月）

刘炳松

陈建鹤

薛亚平

总 工 程 师 何 敏

常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主 任 杜吉宾

副　主　任 周长忠（至８月）

都文平

徐 栋（至１月）

恽 爽※

司马双龙（１月任）

党 组 书 记 杜吉宾

专 职 委 员 于 沛（１０月任）

常州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主 任 周长忠（兼至８月）

常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主 任 周智夏

副　主　任 夏 明※

吴向方

陈跃峰

薛和明

党 组 书 记 周智夏

常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主 任 张哲浩

副　主　任 高文清（正处级）

孙春武

黄 江（至１１月）

党 组 书 记 张哲浩

常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党 委 书 记 蒋华平（至１０月）

屠怀明（１０月任）

党委副书记 周培进

纪 委 书 记 肖 宏

主 任 蒋华平（至１１月）

陆 强（１２月任）

副　主　任 陆 强（至１２月）

黄战非

袁小冬※

专 职 委 员 邢贺章（正处级）

常州市接待办公室

主 任 陈向群※（至１１月）

周家林（１１月任）

副　主　任 郭 群

顾 俊

王顺波

中共常州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工作委员会

常州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党工委书记 韩九云（兼至１０月）

惠 方（１０月任）

党工委副书记

陈海军（至７月）

黄田明（９月任，至１０

月，１０月任）

主 任 陈海军（至８月）

黄田明（１１月任）

副　主　任 黄田明（９月任，至１１

月）

施 绮※ （至１１月，１１

月任）

耿建华（至１１月，１１月

任）

陈国舫（至１１月，１１月

任）

施晓东（至１１月，１１月

任）

　注：常编〔２０１４〕７１号，原常州市行

政服务中心更名为常州市政务服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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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公室。

中共常州市科教城工作委员会

常州市科教城管理委员会

常州市高等职业教育园区管理管委会

党工委书记 徐光辉（兼）

党工委副书记

许小波

陆金林

闵瑞华

纪工委书记 闵瑞华（兼）

主 任 许小波

副 主 任 陆金林

张朝晖（至１月）

王明昌（兼至１月）

黄 源（聘至７月）

郜 军（１月任）

黄剑明（１月任，试用期

一年）

常州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

总　指　挥 史志军（兼）

副 总 指 挥 何玉清（兼）

夏永俊

严永志（兼）

刘燮华（兼）

余立新（兼）

曹建中（兼）

王国荣（兼）

胡导云（１月任，试用期

一年）

周惠兴（１月任，试用期

一年）

党 组 书 记 何玉清（兼）

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主 任 陈 慧※

副　主　任 魏 平

钱同春

邵 宏

党 组 书 记 陈 慧※

党组副书记 魏 平

纪检组组长 方春如※

常州市地震局

局 长 邹云龙（至１月）

贡浩平（１月任）

副　局　长 张宗烈

张晓曦

陈龙新

常州市行政学院

院 长 费高云（兼）

副　院　长 陈国辅（兼）

吴新法（兼）

严瑞忠（兼）

王其山（兼）

常州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

主 任 王亦农（至１１月）

周永强（１１月任）

副　主　任 蒋 浩

常州市供销合作总社

党 委 书 记 陈立勇

纪 委 书 记 陈嫦青※

主 任 陈立勇

副　主　任 张 冶（正处级）

张庆祥（正处级）

刘洪俊

张云忠（１月任）

政协常州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戚惠明（至１０月）

蒋鹏飞（１０月任）

副　主　任 张解元

蒋鹏飞（至１０月）

宣丽静※

曹捷程（１０月任，试用

期一年）

政协常州市委员会研究室

主 任 林 辉

副　主　任 蒋建国

孙树龙

政协常州市委员会提案委员会

主 任 卢联珍※（驻会）

副　主　任 史佩立※（驻会）

李 信

周常青※（驻会）

政协常州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主 任 沈建钢（驻会）

副　主　任 叶鹏飞

朱明辉

孙建荣

张晓平

李 浩

陈满林

胡国华

顾卫东

高展飞

蒋英慧※（驻会，至１２月）

虞建安（至１２月）

潘双林

政协常州市委员会经济科技委员会

主 任 吴群毓※（驻会）

副　主　任 刘月冬

何尧平

宋 平

应可福

张建新

张泉明

杨伟红

姜兆云（驻会）

陶亚仁

屠怀明（至１２月）

政协常州市委员会文教卫体委员会

主 任 居松珍※（驻会）

副　主　任 王定新

史建国

许 峥※

宋 江

张泽江（驻会）

李晓华※

荣凯元

夏东民（至１２月）

秦 佳※

惠 方（至１２月）

谢春林

政协常州市委员会社会法制

与民族宗教委员会

主 任 黄 欣（驻会）

副　主　任 冯子秋※

祁 新

孙 雯※（至１２月）

吴欲晓

张建文

狄立新

杭 勇

宫文飞（至１２月）

赵世平

倪丙忠（驻会）

徐靖德

蒋忠孝

霍荣芬※（驻会，１月任）

政协常州市委员会城乡建设

与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主 任 查锡斌（驻会）

副　主　任 许焕清

孙婉如※（驻会）

吴建荣（至１２月）

贡浩平

陈 慧※

周煜明

金 震

洪 军

祝正庆

贾金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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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明水

戴晓荣

政协常州市委员会港澳台侨

与外事委员会

主 任 王燕萍※（驻会）

副　主　任 尤一童※（至１２月）

刘晓华※

许春元

孙茂斋（驻会）

孙春武

何 琴※

陆惠林

周长忠（至１２月）

周登蓉※

赵 彤※

倪晓谦※

高 戈（驻会）

韩红卫※

谭 震

政协常州市委员会委员工作委员会

主 任 苏 伟（驻会）

副　主　任 江 元

张加林

张建华

李江蛟

杜 强

杨 光

查 艳※

桑 毅

章卫忠

程立力

葛国林（驻会）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 长 张 屹

副　院　长 张建文（正处级）

张宏伟（正处级）

李 浩（正处级）

裴 阳

党 组 书 记 张 屹

党组副书记 张建文

纪检组组长 许建军

政治部主任 陈 琪※

专 职 委 员 潘君泽

陈陶麟※

常州市人民检察院

检　察　长 游巳春（至１月）

葛志军（１月任）

副 检 察 长 蒋忠孝（正处级）

韩筱筠※（正处级）

张加林（正处级）

丁正红

黄秋雄

党 组 书 记 游巳春（至１月）

葛志军（１月任）

党组副书记 蒋忠孝

韩筱筠※

纪检组组长 王建国

政治部主任 计 英

专 职 委 员 汪国平（７月任，试用期

一年）

周 佩※ （７月任，试用

期一年）

市属公司

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　事　长 蒋华平（兼至５月）

周云东（５月任）

党 委 书 记 周云东（至４月，４月任）

党委副书记 杨黎明（至２月）

查道寅（４月任）

总　经　理 杨黎明（至３月）

周云东 （３ 月 任，至 ５

月，５月任）

监事会主席 查道寅（５月任）

副 总 经 理 查道寅（至５月）

吴建皓（至 ５月，５月

任，至１１月）

周小南（至５月，５月任）

张 捷（１２月任）

吴 彬（１２月任）

　注：常政复〔２０１３〕５４号，原常州工

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改制重组，

设立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法定代表人）

姜忠泽

党 委 书 记 姜忠泽

党委副书记 陈利民（１０月任）

洪 军（至１０月）

张永贵（１０月任）

纪 委 书 记 洪 军（至１０月）

张永贵（１０月任）

总 裁 姜忠泽（至１１月）

陈利民（１１月任）

副　总　裁 陈耀庭

林 田

季国强

史新昆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党 委 书 记 朱科敏

常州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董　事　长 何玉清（兼至５月）

夏永俊（１２月任）

副 董 事 长 夏永俊（至１２月）

总　经　理 何玉清（兼至５月）

夏永俊（１２月任）

副 总 经 理 夏永俊（至１２月）

胡导云（１月任）

周惠兴（１月任）

胡今强（５月任）

李立新（５月任）

部分部属、省属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常州市中心支行

行 长 姚　军

副　行　长 曹小鹏（３月任）

赵晓春

王文卓

胡永彬（至３月）

党 委 书 记 姚　军

纪 委 书 记 曹小鹏（至３月）

张秋冬（３月任）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常州监管分局

局 长 朱广德

副　局　长 孟建树

金　曦

党 委 书 记 朱广德

纪 委 书 记 刘占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行 长 张　彬

副　行　长 刘伟民

汪　超※

杨庆生

陈　杰

党 委 书 记 张　彬

纪 委 书 记 汪　超※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行 长 周清清

副　行　长 冯　蕾※

宣红卫

王建胜

丁可人

石金峰（至９月）

吴忠辉（１月任）

党 委 书 记 周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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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副书记 冯　蕾※

赵喜朝（总行挂职交流

１０月任）

纪 委 书 记 冯　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行 长 程 祥

副　行　长 王轶宇※

张 辉

崔时松

许荣飞

王建明

陆 洋（９月任）

纪 委 书 记 张 辉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行 长 尹家健

副　行　长 赵建荣（至１１月）

陆　健

郑继忠

党 委 书 记 尹家健

党委副书记 赵建荣（至１１月）

纪 委 书 记 陆伟时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行 长 李 瑶

副　行　长 杨子江

卜 瞡

周毅平

张卫东

王 建（３月任）

党 委 书 记 李 瑶

纪 委 书 记 王 建（５月任）

　注：２０１４年１月，副行长杨子江被

选派到辖市、区挂职工作２年。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行 长 金建明（至３月）

蒋　敏（３月任）

副　行　长 杨晓雄

高明宇

王　峻

张泽毅（１月起挂职天

宁区副区长）

余立新

党 委 书 记 金建明（至３月）

蒋　敏（３月任）

纪 委 书 记 王　骏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长 陆向阳

行 长 张小军（至７月）

代 行 长 蔡 俊（１０月任）

监 事 长 王 波

副 行 长 蔡 俊（至１０月）

陆诗俊

史文雄

周静洁

党 委 书 记 陆向阳

纪 委 书 记 王 波

常州市国税局

局 长 李兆贵（至８月）

胡云松（８月任）

副　局　长 姜立军

张东明

言卫东

荆　玮

党 组 书 记 李兆贵（至８月）

胡云松（８月任）

纪 检 组 长 张东明（至２月）

杨　晶（２月任）

总 经 济 师 崔晓宇

总 会 计 师 杜　军

江苏省常州地方税务局

局 长 钱俊文

副　局　长 宋　伟

曾长胜（９月任）

刘　超

党 组 书 记 钱俊文

纪 检 组 长 韩　威

总 经 济 师 曾长胜（至８月）

戚浩东（９月任）

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

局 长 陈国庆

副　局　长 何　革（正处级）

丁玉亭

周建忠

徐　新

王俊杰

党红旗

党 组 书 记 何　革

党组副书记 陈国庆

丁玉亭

纪 检 组 长 夏全海

江苏省常州质量技术监督局

局 长 孙如山

副　局　长 江　华

杨为群（正处级）

纪唯强

薛利群

金国祥

党 组 书 记 江　华

纪 检 组 长 薛利群

常州市国土资源局

局 长 徐建伟（至１２月）

副　局　长 贾金庚

王建伟

陈树荣

陈 艳※

余立新

党 委 书 记 徐建伟

纪 委 书 记 戴洪华

常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局 长 朱建明（副厅级）

副　局　长 汤礼军（正处级）

郑安明（正处级）

诸俊峰

岳小平

党 组 书 记 朱建明（副厅级）

纪 检 组 长 卞忠林（至１２月）

蒋国林（１２月任）

常州海关

关 长 王童欣

副　关　长 张 利（正处级，至１１

月）

张晓东（１１月任）

蒋伟国

尹聚技

卫 健

党 组 书 记 王童欣

常州海关缉私分局

局 长 张 利（至１１月）

张晓东（１１月任）

副　局　长 陈锡京（至１１月）

程 郁

江苏省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江苏省烟草公司常州市公司

局 长 杨增科（１１月任）

副 局 长 杨增科（至１１月）

吴金鹏

经 理 杨增科（１１月任）

副 经 理 杨增科（至１１月）

丁建瑾（８月任）

党 组 书 记 杨增科（１１月任）

纪 检 组 长 徐 韶

常州市盐务管理局

江苏省苏盐连锁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局 长 周晓科（至９月）

罗海虹（９月任）

副 局 长 赵敏前

尹海滨

党支部书记 周晓科（至９月）

罗海虹（９月任）

总 经 理 周晓科（至９月）

罗海虹（９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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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委 书 记 贾永明

常州市气象局

局 长 周霖华

副 局 长 吴一鸣

臧晓钟

党 组 书 记 周霖华

纪检组组长 贺建忠

江苏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常州分局

常州市水文局

局 长 尤迎华

副　局　长 李书建

王雪松

江苏省邮政公司常州分公司

党 委 书 记 陈力烈

总　经　理 陈力烈

副 总 经 理 褚盘良

陈舒冰

纪 委 书 记 褚盘良

　注：江苏邮政〔２０１４〕４３号文，转发

中国邮政〔２０１４〕３４号《关于做好市

（地）邮政企业更名工作的通知》，原常

州邮政局更名为江苏省邮政公司常州

分公司，县级邮政企业及营业网点的

名称仍保持“邮政局”不变。

江苏省电力公司常州供电公司

总　经　理 沈 华

副 总 经 理 韦士明

吴宇宙

张 军

刘 纲

秦勇明

党 委 书 记 韦士明

党委副书记 沈 华

纪 委 书 记 陆克奇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总　经　理 袁黎平

副 总 经 理 乔　梓

王洪林

苏大勇

黄亚君（６月任）

顾振东（至６月）

刘中云

党 委 书 记 袁黎平

纪 委 书 记 乔　梓

中国南车集团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执 行 董 事 王洪年（至６月）

姚国胜（６月任）

总　经　理 姚国胜

副 总 经 理 邹哲贤（兼）

徐 俊

罗玉红（２０１３年５月任）

秦 辉

王卫平

许人华（２０１１年任）

徐世保（２０１１年６月任）

沈永平（２０１１年６月任）

李 扬（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任）

刘春阳（至２０１１年６月）

党 委 书 记 邹哲贤（２０１３年１月任）

党委副书记 王洪年（至６月）

姚国胜（２０１２年６月兼

任）

史小余

刘春阳（２０１１年６月任）

纪 委 书 记 刘春阳（兼）

常州军分区

党委第一书记

阎　立（兼）

政 治 委 员 邓志兵（至１２月）

刘　伟（１２月任）

司　令　员 陆　平

副 司 令 员 韩　涛

参　谋　长 陈　伟

政治部主任 董海清（至２月）

吴　昊（２月任）

后勤部部长 张　毅（至２０１３年３月）

陆　峰（２０１３年３月任）

民主党派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州市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 卢明康（兼）

副主任委员 谭 震

邹建源（兼）

韩红卫※（兼）

秘　书　长 谭 震（兼）

中国民主同盟常州市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 赵忠和（兼）

副主任委员 李江蛟（兼）

杜跃华（兼）

沈惠平（兼）

魏继斌（兼）

许　峥

黄　勇

秘　书　长 张翠娥

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州市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 邵　明

副主任委员 芮永全

徐　红※（兼）

雷卫宁（兼）

杜爱祥（兼）

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州市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 蒋必彪（兼）

副主任委员 张志朝（兼）

沈　梅※（兼）

顾征英

秘　书　长 顾征英

中国农工民主党常州市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 陈建国

副主任委员 曹玉屏※

马正华

杨伊林

朱静雅※

秘　书　长 朱静雅※

中国致公党常州市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 张云云※（兼）

副主任委员 黄富华（兼）

赵　彤※（兼）

谢　海

秘　书　长 谢　海

九三学社常州市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 朱晓敏（兼）

副主任委员 杜　强（兼）

俞　申

江　冰※（兼）

秘　书　长 俞　申（兼）

社会团体

常州市总工会

主 席 贾宝中※（兼）

副　主　席 徐靖德

孙启江（正处级）

于德江

蒋 炜※

张小军

党 组 书 记 徐靖德

纪检组组长 李 良

专 职 委 员 王俊岚（１０月任）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常州市委员会

书 记 潘文卿（１２月任）

副　书　记 潘文卿（２月任，至１２

月）

薛 晔（至２月）

潘 儒

李 磊※

１４常州概况



党 组 书 记 潘文卿（１２月任）

党组副书记 潘文卿（２月任，至１２

月）

常州市妇女联合会

主 席 周广菊※

副　主　席 于巧锡※

孙 惠※

储 蕾※

党 组 书 记 周广菊※

常州市人民政府妇女儿童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于巧锡※（至１月）

陈秋霞※（１月任）

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主 席 宋 平

副　主　席 王 彬（正处级）

王翼飞

张荃兴

王广宝

党 组 书 记 宋 平

常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席 荣凯元

副　主　席 胡军生

池银合※

党 组 书 记 孙春伟（至１２月）

荣凯元（１２月任）

党组副书记 荣凯元（至１２月）

专 职 委 员 周勇刚（１０月任）

常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主 席 李音强

副　主　席 赵 彤※

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 席 陈满林

副　主　席 叶英姿※

张步东

罗志平

朱志洪（兼）

陈国辅（兼）

胡　竹（兼）

周兰珍（兼）

高　平（兼）

李亚雄（兼）

常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执行理事会理事长

金志达

副 理 事 长 姚军亭

王 宏

董 明

许 方

常州市工商业联合会

主 席 王振华

副　主　席 周炳荃（至１１月）

江 元

韩红卫※

袁学军

陈 敏

党 组 书 记 周炳荃（至１１月）

查 艳※（１２月任）

常州市红十字会

会 长 张云云※（兼）

常务副会长 钱 斌（１０月任）

副　会　长 俞 坚（至１０月）

杨跃忠（正处级）

朱成凤

党 组 书 记 俞 坚（至１０月）

钱 斌（１０月任）

常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

会 长 胡 静※

副　会　长 纪 力（兼）

朱艳华※（兼）

高等院校

常州大学

党 委 书 记 史国栋

党委副书记 浦玉忠

孙小强

陈奎庆

校 长 浦玉忠

副　校　长 蒋必彪

陈奎庆

丁建宁

王卫星※

陈 群

陆锦冲

芮国强

苏旭平

纪 委 书 记 孙小强

江苏理工学院

党 委 书 记 夏东民（至５月）

王建华（５月任）

党委副书记 左健民（至５月）

曹雨平（５月任）

汤建石（５月任）

院 长 曹雨平（５月任）

副　院　长 董存田

周全法

崔景贵

周兰珍（５月任）

侯文华（５月任）

谢忠秋（５月任）

纪 委 书 记 汤建石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党 委 书 记 吴继敏

党委副书记 潘洪林

管委会主任 范新南

管委会副主任

王建青

刘丹平

纪 委 书 记 潘洪林（兼）

常州工学院

党 委 书 记 张力航（至４月）

王建明（４月任）

党委副书记 李文虎

陈志伟（４月任）

汤正华

校 长 李文虎

副　校　长 汤正华

吉 飞（４月任）

李江蛟

陈志伟（至４月）

林慧钦（至４月）

周兰珍※（至４月）

张 红※

朱海山（４月任）

王传金（４月任）

纪 委 书 记 李 炜（至４月）

陈志伟（４月任）

收录范围和说明：

　　１．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

市政协、市纪委领导人；

　　２．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级党

政群机关和社会团体领导成员；

　　３．民主党派、市委管理的企事业

单位领导成员，部分垂直管理单位和

驻常州机构领导成员；

　　４．常州军分区、副厅级建制以上

高等院校领导成员；

　　５．姓名右上角有“※”号者为

女性；

　　６．所列机构和领导人名单，除政

协各专门委员会，民主党派，部、省属

单位，军分区，部分社会团体，高等院

校，分别由相应部门提供外，均由市委

组织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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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中国共产党

常州市委员会
【罗志军到常州考察】　５月７—８日，

省委书记罗志军到常州市调研改革发

展工作，走访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新时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常

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东风农机集团

有限公司等企业，视察溧阳曹山现代

农业示范区、溧阳市竹箦镇客运站、新

北区河海街道“万家安”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等民生事业，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市委、市政府情况汇报，以及江苏

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金癉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华利达服装集团有限公

司等民营企业负责人发言。罗志军强

调，常州要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进

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继续发扬想

改革、敢改革、会改革的传统，积极探

索具有自身特点的改革路子，切实提

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增创竞争新

优势，为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作出

更大贡献。

　　８月８日，省委书记罗志军在常

州市调研民生幸福工程，先后调研钟

楼区１２３４９民政服务平台和蓝天新苑

小区，看望部分群众家庭。罗志军指

出，要把握问题导向，加大改革创新力

度，针对群众关注的具体民生事项拿

出有效解决办法，集中资源，在一段时

期内解决几个突出问题，持续提升民

生保障质量和水平，努力实现科学发

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让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１２月２５日，省委书记罗志军率

省检查考核组，对常州市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并

调研常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在听

取常州市２０１４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情况汇报后，罗志军强调，各

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全面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党的主体责任和纪委

的监督责任，强化干部管理，抓好作风

建设，严厉惩治和严密预防腐败。罗

志军还走访西太湖科技产业园、武进

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区、金坛埃马

克（中国）机械有限公司和朱林镇黄金

村，对常州２０１４年各项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并强调，常州要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视察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抓住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和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的重大机遇，加快科

技创新，坚持民本优先，推进转型升级

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建设经济强、百姓

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

作出更大贡献。

【李学勇到常州考察】　９月２０日，省

长李学勇到常州市调研，先后走访淘

常州电子商务平台公司、丁塘河湿地

公园、南车戚机公司、今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新誉集团有限公司和武进区

南湖家苑社区，听取市委书记阎立和

市长费高云关于常州市经济社会发展

和产城融合的有关情况汇报。李学勇

指出，在新一轮转型发展中，常州要积

极适应经济新常态，以产城融合综合

改革试点为重要载体和抓手，加快产

业和城市转型步伐，不断提升民生质

量，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 （刘　巍）

【省委第七巡视组巡视常州市】　８—

１０月，根据省委统一部署，省委第七

巡视组进驻常州市开展巡视工作，主

要受理反映常州市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和下一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问题的

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党风廉政建

设、作风建设、执行政治纪律和选拔任

用干部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在常州期

间，巡视组向社会公布了专门值班电

话、接收短信手机和邮政信箱。

（吴　芳）

【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　

７月１８日召开。市委书记阎立作《全

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再造常州民营

经济发展新优势》的工作报告。报告

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于推动民

营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总体上要把握

“一个核心”、紧扣“两个落脚点”。“一

个核心”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个落脚

点”就是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促进经

济转型升级。重点要抓好五项工作：

一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为民营经济

松绑手脚；二是健全资源配置机制，为

民营经济打开经络；三是推进金融改

革创新，为民营经济疏通血脉；四是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为民营经济强健筋

骨；五是完善对外开放体系，为民营经

济拓展舞台。阎立要求全市各级各部

门紧密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统筹好经济体制改革与常州整体发

展、其他领域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关

系，争当改革的排头兵、发展的实干

家、难题的终结者，为广大创业者和企



业家营造最佳发展环境，再造常州民

营经济发展新优势。市长费高云在会

上讲话，要求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抢抓一切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锐意

改革创新、提升行政效能，不断提高发

展质量和效益，推动全市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常

州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体会议决议》和

《关于递补市委委员的决定》。

【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　

１２月２６日召开。市委书记阎立作

《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展现新作为，

全力推动常州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

阶》的工作报告。阎立指出，要以学习

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重大契

机，推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常州全

面落实，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

中国特色、常州特点的法治建设新路

子，使法治成为常州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标志。报告对２０１５年工作提出“八

个突出、八个新作为”要求：突出行稳

致远，在保持增长上有新作为；突出提

质增效，在转型升级上有新作为；突出

培优育强，在创新驱动上有新作为；突

出落地见效，在深化改革上有新作为；

突出统筹协调，在产城融合上有新作

为；突出公平普惠，在民生改善上有新

作为；突出价值引领，在文化建设上有

新作为；突出持续发展，在生态优化上

有新作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要坚持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落实到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真正做到

要求严、措施严，对上严、对下严，对事

严、对人严，着力营造规规矩矩、干干

净净、求真务实、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常州市委十

一届八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共常州市

委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和省委意见，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实

施意见》、市委常委会履行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的情况报告；对市党政领

导班子及成员进行年度考核民主测

评；对２０１４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开

展“一报告两评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　２月

１７日，中共常州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正式成立，由阎立任组长，费高

云、戴源、韩九云任副组长，标志着常

州市全面启动各项深化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下设７个专项小组，年内先后

于３月、５月、９月、１２月四次召开会

议，研究部署常州市全面深化改革各

项工作。

　　第一次会议。３月６日召开。审

议并原则通过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工作规则、专项小组工作规则、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细则、专

项小组成员名单和分工方案等。

　　第二次会议。５月２９日召开。

审议通过常州市２０１４年改革工作要

点，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和民主法制建设、文化体制改革、社会

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党的建

设６大块８５条内容。

　　第三次会议。９月１８日召开。

讨论审议《关于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快

转变政府职能的实施意见（讨论稿）》

《关于健全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若干

意见（讨论稿）》《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

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实施意见

（讨论稿）》《关于深化开放型经济体制

改革的实施意见（讨论稿）》《关于全面

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

革的实施意见（讨论稿）》《关于加快推

进金融改革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讨

论稿）》及《常州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实施方案（讨论稿）》７个重要改革文件。

　　第四次会议。１２月３０日召开。

讨论审议《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

改革任务分工方案（讨论稿）》《关于推

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实

施意见（讨论稿）》以及《关于２０１４年

我市全面深化改革情况的通报（讨论

稿）》。

【“重大项目突破年”动员大会】　２月

７日召开，市长费高云主持会议，市委

书记阎立讲话，市四套班子领导出席

会议。阎立强调，重大项目事关发展

全局，事关常州未来，全市上下要鼓足

勇气干劲，背水一战、奋力一搏，以重

大项目的“撑杆跳”，引领常州现代化

建设各项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他强

调突破重大项目要超前谋划、强化招

商、激活企业、破解瓶颈、敢于担当。

费高云强调要进一步确立“项目为王、

项目立市”观念，围绕“重大项目突破

年”活动，积极创新项目招引、建设和

推进的组织方式，切实抓好项目储备、

签约、落地、建设、投产等各个环节，做

到项目服务更贴心、督查考核更到位。

会议还表彰了２０１３年度全市“创新争

星、做强做大”活动优胜企业和优秀企

业家，辖市区现代化建设评价考核优

胜地区，市优秀重点工程和“５１０”行动

计划优秀项目，综合考核优胜单位、争

先进位单位等。年内，市委、市政府先

后于４月、７月、１０月、１２月四次开展

重点工程（项目）督查活动。

【十大产业链建设推进会】　９月１９

日召开。市委书记阎立讲话，市长费

高云就推进工作作部署，部分重点企

业代表参加会议。阎立要求全市各级

各部门进一步深化认识，把轨道交通、

汽车及零部件、农机和工程机械、太阳

能光伏、碳材料、新医药、新光源、通用

航空、智能电网、智能数控和机器人十

大产业链建设作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的新载体、促进产业集聚高效的新途

径、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新抓手，坚定

不移加快推进；要因链施策，科学推

进，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引导，加

快产业集聚，创新发展路径，提升公共

平台。费高云要求各级各部门在下一

步推进十大产业链建设过程中突出重

点：下更大功夫招引十大产业链项目，

着力提升产业链附加值，全面彰显产

业链特色品牌，强力推进产业链重点

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产业链发展成

效。 （刘　巍）

【ＡＰＥＣ科技创新政策伙伴关系机制

会议】　４月９日，由中国科学技术部

主办，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江苏省

科学技术厅、常州市政府承办的第三

次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科技创新政

策伙伴关系机制（ＰＰＳＴＩ）会议在常州

开幕。会议提出２０１４年度创新合作

倡议《创新驱动发展———共识与行

动》，旨在落实 ＡＰＥＣ领导人近年来

关于创新议题的有关指示，进一步推

进ＡＰＥＣ框架下的务实科技创新合

作；介绍了ＡＰＥＣ近期合作进程的最

新情况和ＡＰＥＣ成员经济发展趋势，

就科技能力建设、改善创新环境和加

强区域联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围绕ＡＰＥＣ主题和优先议题制订了

年度工作计划，并就各成员 ＡＰＥＣ项

目合作交换了意见并规划了未来合

作。ＰＰＳＴＩ会议是２０１４年 ＡＰＥＣ系

列活动之一。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

俄罗斯、美国等１９个ＡＰＥＣ成员经济

４４ 党政　社团



体，ＡＰＥＣ秘书处，以及会议特邀客人

中国澳门和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的近

１００名官、产、学、研代表参加了会议。

　　市委书记阎立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阎立说，常州坚持把科技创新作

为发展的最大机遇，着力加强创新体

系、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建设，基本形

成“一核两区三园多基地”（常州科教

城，武进、新北两个国家级高新区，溧

阳中关村科技产业园、金坛华罗庚科

技产业园、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１５

个特色产业基地）的区域创新总体布

局，创造了“经科教联动、产学研合作、

校所企共赢”的常州模式。他希望通

过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促成与更多

ＡＰＥＣ经济体成员和有关机构在更广

领域、更高层次的互利合作，共创美好

未来。

【常州党政企代表团赴东北开展产学

研合作】　９月１５—１７日，市委常委、

科教城党工委书记徐光辉和副市长王

成斌率常州市党政企业代表团，先后

造访东北大学、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

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术

研究所、本溪市和大连理工大学，汲取

高校院所最新科研成果，参观国家重

点实验室，深入开展院地、校企间产学

研合作。常州市与东北大学签署全面

合作协议，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江

南铁合金集团有限公司、常宝钢管股

份有限公司、常州通越铝板幕墙制造

有限公司４家企业与东北大学就产学

研合作项目签约；常州市海力工具有

限公司、常州凯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与大连理工大学进行项目签约。

【常州经贸代表团赴欧洲开展经贸交

流活动】　１０月９—１７日，市委书记

阎立率常州经贸代表团赴意大利、瑞

士和德国开展经贸交流活动，各辖市

区同时开展有针对性的招商活动。代

表团密集拜访２０多家企业，与当地政

府、工商企业界进行广泛深入的接触，

有力推进了一批重点项目，达成一批

合作协议。阎立在招商中强调，面对

转变发展方式这道时代命题，全市要

抢抓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新机遇，

推进深层次开放，加快企业、产业、园

区、城市、人才“五个国际化”步伐，进

一步做优开放开发、产业转型、宜居宜

业的新格局。 （刘　巍 吴　芳）

【常州经贸代表团赴港澳开展经贸交

流活动】　１１月１７—１９日，市委书记

阎立率常州经贸代表团在香港密集开

展经贸活动，重点推介常州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教育卫生、科技金融、健康服

务业等，并举办２０１４中国常州（香港）

产城融合发展推介对接会。２０—２１

日，经贸代表团至澳门开展经贸活动，

举办２０１４中国常州（澳门）旅游推介

会。 （吴　芳）

·组织工作·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组织系统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和全国、全省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围

绕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主

题，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为重点，统筹推进干部工作、基层党

建工作、人才工作和组织部门自身建设。

　　理论学习。突出抓好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轮训县处

级领导干部７８７人。组织开展党的十

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系统培训，教

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严守政治纪律、

站稳政治立场，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开展，紧紧围绕“三学三强”（学党章，

强作风；学历史，强责任；学业务，强本

领），在全市广泛开展“六进六学”（走

进各类课堂学、走进道德讲堂学、走进

基层一线学、走进先进典型学、走进革

命老区学、走进教育基地学）活动和

“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大讨论，进

一步加强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党性修

养和道德品行教育。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严格

对照好干部“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

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２０字

标准，围绕发展主题选配干部。重点

配强党政正职，配优综合部门，对３０

个部门５３位党政“一把手”进行交流

调整。贯彻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精神，规范选人用

人工作，健全干部动议、日常考察、综

合研判等配套政策体系，推动综合考

核与绩效管理有机融合，解决唯票、唯

分、唯 ＧＤＰ、唯年龄问题。对领导班

子、领导干部、后备干部进行普遍考

察，按照Ａ（好）、Ｂ（中）、Ｃ（差）进行分

级定档，对 Ｃ类班子和干部严肃谈

话，指出不足，帮助改进，针对性地制

定培养提升方案。大力推动市和辖市

区优秀年轻干部双向交流任职，统筹

建立一支５００多人的素质优良、结构

合理、层级递进的县处级党政后备干

部队伍。

　　干部管理。结合中央和省委巡视

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开展选人用人

专项整治，全市２１３名在企业兼（任）

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全部清理规范到

位，消化超配职数７９５个，对“裸官”

（指配偶已移居国外〈境〉外的，或者没

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

家工作人员）按要求进行了岗位调整。

严格执行省委组织部相关文件规定，

普遍开展干部选拔任用全程纪实、职

数预审、“带病提拔”倒查，以及领导干

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全面

加强对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坚持

“阳光监督”理念，加强经济责任审计，

深化干部监督工作“三员一网”（即地

方选派督导员、系统〈行业〉选聘监督

员、单位选用联络员，构建立体、开放、

高效的监督网络）建设，推动领导干部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党员教育管理。坚持有保有压、

有放有控、质量为先、科学发展的原

则，科学制定全市发展党员计划。通

过举办专题培训、下发辅导教材、开展

督促指导等方式，加大《中国共产党发

展党员工作细则》学习贯彻宣传力度。

推行新党员三年期跟踪考察制，全面

推广江苏先锋综合服务平台，扎实做

好党员远程教育工作。

【“五纵五横”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２０１４年，市委组织部深度谋划全市

基层党建工作运行机制，以农村、社

区、机关、企业、社会组织五大领域党

组织为横向依托，以服务内容、服务网

络、服务队伍、服务载体、服务制度五

项建设为纵向抓手，构建“五纵五横”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工作格局。在农

村，加大行业协会、产业基地、专业合

作社党组织组建力度；在社区，制定出

台《关于推进城乡社区服务型党组织

建设的意见》，实施减负增效；在机关，

深化“三学三强”活动和机关优秀服务

品牌评比；在新经济社会组织，持续推

进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三年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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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誉集团有限公司被中组部确定为非

公党建重大典型，在全国产生一定影

响。全面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

开展市县乡三级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

考核。大力排查、整顿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推行“销号式”管理。强化基

层干部队伍建设，轮训基层党组织书

记１７００余人次，选聘３６名大学毕业

生、３４名“９８５”高校毕业生到村、社区

任职，拿出２７个岗位面向符合条件的

大学生村干部进行公务员定向招录。

【龙城英才计划】　２０１４年，全市引进

落户领军人才创业企业１８４家，其中

有知名创投机构投资５００万元以上或

常州市重点企业投资１０００万元以上

的重点人才企业２９家，全市人才企业

实现年增值税销售５１．４８亿元。其

中，超亿元企业１２家，超５０００万元企

业２２家，超１０００万元企业７２家，每

项指标都有大幅增长。推动建设诺贝

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教授工

作室、美国工程院雷伊·鲍曼院士工

作室、国家“千人计划”医疗器械产业

研究院等重点人才载体。创新“人才

＋项目＋金融”模式，探索建立领军人

才“保证保险”信贷支持体系，使创新

创业项目在无抵押、无担保的情况下

顺利获得银行贷款。

【党员义工３６５】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按

照全部注册、全面报到、全员参与的要

求，以“３６５天，天天服务日”为理念，

广泛发动全市２８．５万党员开展“党员

义工３６５”活动。全市党员通过龙城

志愿者（义工）注册管理系统向居住地

社区（村）网上报到，市级机关党员持

市级机关在职党员社区服务手册直接

到社区（村）报到，市属９０家机关部门

及所属企事业单位党组织、２万多名

在职党员率先全员参与。为党员义工

统一办理龙城志愿者（义工）卡，建立

党员义工档案。出台《关于开展“党员

义工３６５”活动的意见》，进一步明确

党员义工活动的推进方式，健全和完

善工作机制和工作要求。通过定期上

门走访、电话联系、窗口受理、信箱收

集、接受咨询等形式，普遍建立辖区群

众需求信息库，首批１２６２个社区（村）

常态志愿服务需求项目被汇编成册，

全市党员根据群众需求和自身特长组

建志愿服务组织１５００多个；市公安

局、市卫生局、新誉集团有限公司、常

州大学等单位集中组建专业性义工服

务队伍７０余支，累计提供应急救援、

医疗卫生、科普、政策咨询等服务８００

余次。鼓励党员结合职业特点和个人

特长，积极组织和参加居住地社区、社

会公益机构、各类组织开展的志愿服

务活动；鼓励在职党员每年参加志愿

服务累计不少于６次、２０小时。积极

探索党员志愿服务星级评定、积分存

折、道德银行等特色措施，把志愿服务

开展情况与党员所在党组织和党员个

人评先评优挂钩。依托党员工作室、

党员活动室和社区学雷锋联合志愿服

务站等阵地，广泛建立党员义工服务

点，全市已建立志愿服务站１０６２个，

实现全市社区、村志愿服务阵地全覆

盖。 （陈　悦）

·宣传工作·
【理论武装】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委全面

贯彻落实《中共常州市委关于加强意

识形态工作的意见》，深入推进思想理

论建设，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引导和

管理。开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

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的学习宣传，市委中心组组织专题学

习报告会等集中学习活动１８次，常州

在全省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读本》座谈会上作交流发言。

组织《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

读本）》等理论读物的学习，在全市县

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深入学习贯彻

三中全会精神，奋力开创改革发展新

局面”专题读书调研活动。继续实施

“走进名校，走近名师”工程，６月，全

市理论干部高级研修班在北京中央党

校举办。全年开展全市“学习日”活动

６次。武进区委、市公安局党委入选

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领导班子

建设工作示范点。

　　理论宣讲。完善领导干部“走上

讲台，宣讲政策”、专家师资库平台、群

众宣讲员三层宣讲体系。连续第三年

开展“百场理论宣讲进基层”活动，帮

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准确领会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年龙城讲坛

共举办讲座３０讲，近千名群众宣讲员

走进基层、走进群众，广泛展开宣讲。

市委宣传部获评江苏理论宣讲先进集

体，龙城讲坛被表彰为江苏优秀讲坛，

３人被表彰为江苏理论宣讲先进个

人。推出《常州城事》历史故事书、《常

州记忆》电子书、“龙城达人”手机游

戏，成功举办历史文化故事绘画大赛、

讲故事大赛、“人文常州”知识进校园、

“读常州名人系列，做自豪的常州人”

征文演讲比赛等宣传推广活动。

　　理论研究。加强规划课题研究，４

项课题列入年度省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其中１项列入省级重大课题。编

印全市“贯彻十八大，推进现代化”专

题学习调研成果集。在《人民日报》

《学习时报》等国家级媒体上发表常州

实践经验的理论性文章。弘扬地方优

秀传统文化，《常州运河研究》《清代常

州文化简史》等１７个项目顺利结项。

成功召开省社科界第八届学术大会苏

南片区学术大会暨常州市第四届学术

大会，聚焦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

在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常州

市获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８项。市社

科联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

期我市社科类社团管理的若干意见》，

进一步加强对各类出版物、讲座论坛、

网站网络、学会经费以及学会队伍等

的管理。

【新闻宣传】　２０１４年，市委宣传部组

织“重大项目突破年”、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美丽常州你我共建”大型

新闻行动以及重大经贸、招商活动等

专题报道５６个，香港招商、２０１４中国

常州科技经贸洽谈会、２０１４中国（常

州）国际动漫艺术周、文明城市建设等

品牌工作实现高频立体和全媒体联

动。全年中央、省级主流媒体用稿近

１万篇。其中，新华社、《人民日报》

《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重要媒

体用稿２００多篇；中央电视台用稿３９

条，包括《新闻联播》用稿１３条、《焦点

访谈》正面宣传用稿３条；《新华日

报》、江苏卫视等省级媒体用稿２００多

条，包括《新华日报》头版报道２２篇、

头条５篇，《江苏新时空》用稿４７篇，

“政务通”用稿１５６篇。人民网、新华

网以及腾讯、新浪等重点门户网站共

刊发、转载常州报道近万篇。全力做

好全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宣

传工作，省级以上主流媒体刊播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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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践活动相关稿件１３０篇（条），

其中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１篇、《新

华日报》７篇、《半月谈》杂志２篇。

“美丽常州你我共建”大型新闻行动通

过“城市交通”“城市管理”“生态绿城”

“文明建设”４个篇章，全景展现美丽

常州的精彩画卷。成功举办第十五个

记者节活动；深化拓展“走基层、转作

风、改文风”，推动新闻单位落实长效

机制。

洋眼看江苏金坛行———境外友人体验金坛刻纸　（宣传部　供稿）

【舆论引导】　２０１４年，市委宣传部加

强日常舆情和突发舆情的引导，全年

编发《舆情快报》１２２期，协调处理市

内外各类涉及常州的网上舆情信息

１０００多件。市委宣传部、市委外宣

办、市政府新闻办出台《常州市网络问

政平台运营管理办法（试行）》，全年网

络发言人网站回应网民诉求３８００多

条。以“＠微常州”为龙头的政务微博

群发布政务微博１５９３０条。１１月，成

立常州微信联盟，公众账号粉丝数总

量突破５０万。自主开发的“小水滴”

网络志愿者平台统筹管理全市２８００

名网络文明志愿者。利用论坛、微博、

微信、客户端、手机报等互动平台，精

心策划“文明常州迎青奥、常人尚德树

新风”“讲文明，树新风———文明随手

拍”等３０多个网络文化活动，组织版

主沙龙４期，对星级版主、优秀网络发

言人和优秀网评员进行评选表彰。建

立健全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机制，就

新闻发布、政策解读、重大主题宣传策

划等方面的工作进行系统规范。加强

对党委、政府信息发布的全过程策划

和管理，全年召开新闻发布会６１场。

【社会宣传】　２０１４年，市委宣传部以

“见文章、见讲座、见报刊、见广播、见

电视、见网络、见手机、见社区、见公益

广告，进主题活动、进道德讲堂、进典

型宣传、进志愿服务、进文明创建、进

专项治理、进家庭教育、进学校教育、

进文化惠民”为主要内容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通过“图说我们的

价值观”公益广告、微电影、“身边好

人”社区招贴画、广场绿地流动展板、

社会公益活动等进一步扩大核心价值

观的传播面和影响力。开展“爱国筑

梦奋斗圆梦”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组织百万青少年走进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启动仪式、“勿忘国耻圆梦中

华———常州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６９

周年活动”等重大活动；命名全市第七

批９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市共有

国家级基地２家、省级基地１０家、市

级基地５０家。组织学雷锋活动示范

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评选活动，产生

示范点５０家和标兵２０名。开展节俭

养德全民行动，筹划组织“节约一滴

水、一粒粮、一度电、一张纸、一分钱、

一升油”等１０项具体行动，“节约一张

纸奉献一片爱”活动被评为全省典型。

发挥典型人物作用，集中宣传最美基

层干部袁洪度、最美教师孙国华、最美

法治人物张福荣等全省重大典型。改

革创新先进典型选树宣传机制，月评

身边好人，季度评“最美常州人”，一年

评“龙城先锋”，两年评道德模范。全

年涌现出中国好人３人、江苏好人２１

人（组）、常州好人１３４人（组）、“最美

常州人”４３人、“龙城先锋”１０人。３

月，启动开展公益广告作品有奖征集

活动，围绕“我们的价值”“书香常州悦

读生活”“孝满龙城、德润万家”“未成

年人文明礼仪养成教育”“文明旅游”５

个主题评选出一批原创优秀作品。

【城市外宣】　２０１４年，市委宣传部组

织策划常州城市对外宣传报道近５００

篇。推出《遥远的故乡遥远的她》《梦

的立方》《东经１２０》《暖阳》４部微电

影，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新浪、搜

狐、网易、爱奇艺等主流网站播出，点

击量近３００万，其中《暖阳》在１１月的

澳门国际电影节上获提名奖。改版推

出《２０１４年中国常州》《中国常州新闻

插页》，在伦敦举行的“江苏符号”首发

式上推出《看常州》《初遇常州》等外宣

制品，在７个国家城市驻外窗口设置

外宣制品投放点，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市举行常州剪纸艺术交流展。组织４

次境外友人文化沙龙，举办第二届“我

爱常州”外国人才艺大赛，在“同乐江

苏”境外人士才艺大赛中获组织奖。

组织策划常州城市形象、产业发展整

体宣传方案，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四、

十三套进行宣传推介。 （白赛雪）

·精神文明建设·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以大力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

线，有力有序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各项

工作。在全国文明城市三年总评中，

测评成绩名列全省第一。市公安局

“民生警务”、市房管局“保障房爱心服

务社”当选江苏省第四批文明行业窗

口服务品牌。６个单位和４个村镇被

江苏省文明办推荐申报第四届全国文

明单位、村镇。中央文明委把道德讲

堂写进《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

意见》，将其作为培育诚信文化的一种

重要形式。在全国同类城市中率先以

市委、市政府名义制定下发《关于建立

和完善常州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确立５大体系

１６项制度，明确２７个部门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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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全面推进“党员义工３６５”活

动。江苏双桂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应

邀参加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

并介绍诚信建设工作经验。

“道德讲堂·百姓视角”之情景剧《责任与义务》　（文明办　供稿）

【文明创建】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继续开

展文明城市季度测评点评，不断提升

测评点评导向作用，形成市、区和责任

部门、街道三级层层测评点评、层层推

进落实的良好态势。建成市区两级市

民文明巡访体系，形成上下联动、左右

互动、相互支撑的工作格局，开展常态

巡访和专题巡访。编制《２０１４我爱我

家———市民文明手册》，发放到全市

６０万户家庭。推进公益广告刊播工

作，有奖征集公益广告作品，征集各类

作品２０００多件。在新闻媒体、网络媒

体、社会媒体上广泛刊播“讲文明树新

风”“我们的价值观”等主题公益广告。

组织开展“旅游进社区、文明万里行”

主题宣传活动，倡导文明出行、文明出

游。在办护照、组团出行前、旅游行程

中增加教育环节，提醒旅游人员遵德

守礼；在机场、口岸、候车厅、旅游景区

等地增加文明旅游公益广告和遵德守

礼牌。加大对文明旅游典型的正面宣

传力度，及时曝光不文明行为。抓好

旅游管理人员、从业人员的队伍建设，

把文明旅游相关知识纳入日常培训

中；加强导游队伍管理，对在文明旅游

中有突出贡献和优异成绩的导游进行

表彰，对不负责任的导游和领队实施

问责。

【公民道德建设】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广

泛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事迹巡讲

巡演活动，成立市、区两级巡讲团，发

布巡讲人物菜单，走进社区、机关、企

业、学校、村镇、军营等２００多个基层

单位。举办“首善之城·德韵流芳”全

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

动。组织开展以“传承家风家训，培育

文明风尚”为主题的八大系列活动，弘

扬传统文化，提升家庭成员文明素质。

常州广播电视台开设《德耀龙城》专栏

和《道德正前方》电视专题节目，《常州

新周刊》开设《常州好人》专版，全媒体

开展“看文明、随手拍、大家评”———文

明行为红黑榜征集评议活动。

　　深化道德讲堂建设。市委常委会

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举

办“走进道德讲堂作承诺”活动，道德

讲堂精品课程被纳入市委党校主体班

教学。在社区探索“道德讲堂·百姓

视角”新形式，讲好道德故事，开好道

德评议，形成道德共识；在武进区横林

镇崔桥吴氏宗祠开展宗祠道德讲堂活

动，弘扬传统美德，传播乡贤文化，涵

养核心价值观。拓展道德讲堂传播领

域，依 托 常 州 经 济 广 播 电 台 调 频

１０５．２兆赫开设道德讲堂“空中课

堂”，依托中国常州网在网上开设道德

讲堂网络课堂，依托Ｂ２公交线开设

道德讲堂流动课堂。不断探索成人仪

式、结婚颁证、职工退休、老人祝寿等

生活节点，新兵入伍、新员工上岗、师

徒结对、晨会等工作仪式，“六一”“七

一”、端午节、记者节等节庆纪念活动

与道德讲堂的有益结合，编印《重要生

活节点走进道德讲堂指导手册》，规范

生活节点融入道德讲堂的主要内容和

操作流程。举行道德讲堂建设５周年

纪念活动，出版发行《道德·涵养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成立道德讲

堂主题邮局尚德驿站。

　　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召开全市

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工作座谈会，下

发《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实施

意见》。市文明办、市信用办、市中级

法院等１０部门联合签署《常州市“构

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市中

级法院统一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上对失信被

执行人发出限制高消费令，与相关部

门共同限制失信被执行人高消费，并

采取禁止乘坐飞机、列车软卧，限制在

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失信被

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法定

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信用惩戒措施。法院、粮食、质监、建

设等系统相继推出“红黑榜”，提高惩

戒失信的威慑力。充分发挥双桂坊美

食街区的示范引领作用，在经济领域

建立社会化运作的公益性组织常州市

诚信企业公益责任促进会，由市诚信

建设示范单位、相关行业协会和运营

单位共同参与，引导生产、商贸、服务

等领域企业践行以信笃行、以诚兴业

的传统美德，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常州月星国际家居广场有限公司总经

理储克勤入选省十大诚信标兵，６人

入选省百名诚信之星。

【社会志愿服务活动】　２０１４年，全市

有注册志愿者４８万人，市志愿服务总

会下属一级分会５９个，认证的社会团

队２１个，志愿者心网实名注册志愿服

务团队１２９７０个。全市社区学雷锋志

愿服务站建成率１００％，建立党员志

愿服务站６１２个，各行业窗口单位和

重要公共场所建立志愿服务点５８６

个。制定《常州市志愿服务培训基地

建设规范》，建立市级志愿服务基地

５０个、志愿服务培训基地１１个、基础

志愿服务培训点近千个，开展各类培

训５０００多场，培训志愿者近１０万人

次。编发《常州市志愿服务系列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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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对志愿服务工作作全方面的规

范介绍。发放龙城志愿者（义工）卡５

万张，收集发布志愿服务信息３０００余

条。建立群众志愿服务需求信息库，

将首批１２６２个社区（村）常态志愿服

务需求项目汇编成册，使各级志愿服

务组织与具体项目进行一一对接。通

过网上龙城志愿者（义工）注册管理系

统，即时发布１４８０多个志愿服务项

目，汇集８万多名志愿者完成近１４万

小时的志愿服务活动量。出台《常州

市志愿服务星级评定管理办法》，明确

志愿服务时间累计与志愿者个人星级

荣誉挂钩。实施“大爱龙城”志愿者

（义工）普惠险，免费为持卡志愿者（义

工）购买人身保险。举办“邻里守望”

“学雷锋志愿服务日”等志愿服务活动

５０００多次，开展“关爱农民工”“巾帼

共铸中国梦”“成长护航工程”等重大

志愿服务项目６０个。结合轨道交通

建设工程，组织驾校学员开展“交规新

课堂”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组织交

警、老师和学生家长开展“文明交通护

学岗”志愿服务活动，全年参与者１０

万人次。结合惠民工程，开展“雷锋广

场”活动，每周在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广

场开展便民利民志愿服务活动。《常

州晚报》开设《龙城志愿者》专版，全年

共刊登９７个版面。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２０１４年，

常州市实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项目分类化管理，全年形成１１个创

新项目、４６个重点项目和３０个基本

项目。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

评成绩按２０％的比例计入文明城市

季度测评总分。在全省率先推出“四

大工程十大项目”未成年人文明礼仪

养成教育整体部署，“四大工程”即学

校育人、家庭育人、社会育人、文化育

人工 程，“十 大 项 目”即 “师 生 问

礼”———深化学校道德讲堂建设、“寻

找校园礼仪之星”网络评选、制定未成

年人文明礼仪养成教育考核评估体

系、“家庭花———礼仪在我家”亲子活

动、“十万家长学礼仪”活动、“邻里守

望”———小公民志愿服务活动、“周末

有礼”———社区文明礼仪教育实践、征

集展播专题公益广告、创作推广优秀

文艺作品、规范系列仪式教育。相继

开展“校园礼仪之星”月评、全省未成

年人十岁成长仪式观摩、“爸爸妈妈一

起长大”亲子礼仪教育展览、第二届未

成年人网络春晚、“我们的节日”、“放

飞梦想”２０１４优秀童谣征集评选、百

万青少年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网

上祭英烈、“学习雷锋，争做美德少年”

“童心向党”“向国旗敬礼”“缤纷的冬

日”“七彩的夏日”等活动，印发《道之

以德齐之以礼》主题邮册，推广动漫公

益广告“陶淘暴宝向前冲”。启动学校

少年宫“青苗计划”，全年新增乡村学

校少年宫１０所，总数１０７所，争取中

央、省、市三级财力物力支持５２０万

元。稳步推进江苏省常州未成年人社

会实践基地建设。在全省首创街镇成

长服务中心，集聚社会组织、志愿服务

队伍共同参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成为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

网络新支点。《常州日报》开设《沐浴

阳光》专版，常州电视台开设《风雅少

年诵》电视专栏，常州电台开设《遇见

诗歌》专栏，改版升级“阳光心港”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专网，合力营造未

成年人成长的良好环境。

【“身边好人”评选】　２０１４年，全市有

３人（组）入选中国好人榜，累计５４人

（组）；２１人（组）入选江苏好人榜，累

计７８人（组）；１３４人（组）入选常州好

人榜，累计３６７人（组）。孔源被评为

全国首批优秀五星级志愿者，８人被

评为江苏省优秀志愿者，４个志愿服

务组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志愿服务组

织，３个志愿服务项目被评为江苏省

优秀志愿服务项目。袁洪度被评为江

苏“最美基层干部”，孙国华被评为江

苏“最美教师”，张福荣被评为江苏“最

美法治人物”，黄强被评为江苏“最美

警察”，陈鹏被评为江苏“最美警察”特

别奖，４３人被评为“最美常州人”。全

市城乡基层和窗口单位设立１５００个

善行义举榜，持续推出凡人善举宣传。

【“首善之城·德韵流芳”全国道德模

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　３月２

日，常州市举办“首善之城·德韵流

芳”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

流活动，全市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

人、优秀志愿者、美德少年以及来自机

关企事业单位和社区村镇的群众６００

余人参加。交流会上展播了孝老爱亲

的好媳妇韩彤、见义勇为的残疾保安

吴文权、敬业奉献的好医生严伟洪、诚

实守信的“麻糕哥”廖宜球、捐出１９０

万元的退休教师孙国华５位常州市

“中国好人”的故事，５位“身边好人”

接受了有关单位的现场帮扶和志愿者

的后期帮助。市委书记阎立在致辞中

指出，常州市正处于改革深化、产业发

展、转型升级关键时期，面临着诸多挑

战，更需要通过弘扬道德模范的精神

来鼓舞士气、凝聚力量；常州市将进一

步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

坚持将道德建设融入改革发展的各个

方面。活动现场，全市各级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优秀志愿者、美德少年代表

共同向社会发出“学雷锋、讲道德、当

好人，共圆中国梦”的倡议。

【常州市美德基金会规范运行】　２０１４

年，常州市美德基金会制定《常州市美

德基金会基金管理办法》和《常州市美

德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坚持规范运

作、依法办事。成功申报江苏省公益

性社会团体和基金会捐赠税前扣除资

格认定。秉承“美德有您，美德佑您”

的发展理念，举办“一袋牛奶的暴走”

“万‘粽’一心，共圆中国梦”、首届公益

嘉年华———“小黄鸭的奇幻漂流”等公

益活动，走访慰问模范好人、美德少

年，为市级以上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优秀志愿者和十佳美德少年购买全年

人身保险。成功举办“分享爱的感动，

汇聚爱的力量”美德之夜大型公益活

动，现场募集善款７３８．２万元，美德基

金会总资金规模达到１５００万元。

（张永超）

·统战工作·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市委统战部围绕

同心实践提升工程，组织引导统一战

线参与和支持改革发展，开展同心服

务现代化主题活动，凝聚共识，集聚才

智，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合力推动常州

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全年

党外人士完成重点调研课题３３个，提

交提案、议案２９８宗，提出意见建议

２１６０件，３４条党外人士意见建议获党

委政府领导批示，２条信息得到省委

书记罗志军批示，“妥善解决原国民党

抗战老兵生活保障问题”等一批意见

建议信息成为参政议政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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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被党委政府采纳。组织产学研对接

７场，参与企业及商会５０多家，形成

合作项目５４个；新建各类商会９家，

星级商会达１２０家；开办非公有制经

济代表人士培训班 ４０ 余场，培训

４３５０人次，开展招商考察活动２０余

场，举办“民企管理升级”系列公益培

训１２场。开展同心文化活动４８次，

同心文化人才数量达到２７２人，新增

同心文化示范基地１９个、同心文化重

大成果２９项。新建光彩基金３２个，

新增协议资金１．３４亿元。在园区建

立的新社会阶层组织达到１６个，新的

社会阶层代表人士５７４人。民主党

派、无党派人士开展各类社会服务活

动１２６次，服务群众超过２．３万人次。

全市少数民族群众联络员８１人，建立

镇、街道少数民族工作联络站５６个，

新增少数民族群众致富项目５个。常

州市流动穆斯林的服务与管理工作被

中央统战部评为全国统战工作实践创

新成果。市民宗局被国务院评为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金坛市因地

制宜多举措管理宗教事务、溧阳市的

同心服务现代化、武进区的武港同心

工程、新北区的农业项目托起少数民

族致富梦、天宁区的党外人士实践锻

炼基地、钟楼区创新统战工作平台助

力社会发展、戚墅堰区以企业为载体

开展劳动力输入地民族工作等创新工

作成为２０１４年同心实践活动的品牌

工作项目。

　　政治引导。市委统战部引导市各

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开展以信念、

信任、信心、信义“四信”为主要内容的

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举办黄埔军

校建校９０周年纪念活动，向在常州的

黄埔老人赠送了纪念牌。深入推进协

商民主，举办６次党外人士政治协商

活动，通过《诤言直通车》《信息原件呈

报》等直接向常州市委、市政府反映党

外人士意见建议９条，获市领导批示

７次。强化社区和企业民族工作，促

进少数民族群众融入社区、融入企业，

增进融洽关系。实施少数民族携手致

富行动，提升农村少数民族群众生活

水平。

　　同心文化建设。以商界精英、海

归人才为主成立了常州“同心精英

汇”，聘请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乌家

培、周叔莲，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

冯冠平，宏鸉集团创始人施振荣等１２

位专家学者为同心导师，引导青年党

外人士与党同心，为常州发展献计出

力。探索海外重点家族统战工作，成

立常州刘国钧文化中心以及刘国钧光

彩基金、桑麻同心光彩基金，组织编著

《刘国钧人生足迹考》《刘国钧全集》等

书籍，弘扬刘国钧爱国主义精神，增进

常港交流。《百年毗陵唐氏》首发，电

视人物传记片《百岁学人周有光》在中

央电视台第十套首播，周有光基金设

立，电视人物传记片《李公朴》启动拍

摄。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周有光语

言文化学院、常州民盟李公朴支部和

北门书屋相继建立。继续开展企业和

谐文化建设行动，新培育新誉集团有

限公司等示范企业５０家，累计１２０家。

　　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市委统

战部制定《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党外代表人

士队伍建设三年规划》，推出一系列加

强党外干部培养锻炼、选拔任用和监

督管理的工作举措。重视做好市政府

工作部门党外领导干部配备工作，２１

个市政府工作部门配备了党外领导干

部，全市党外县处级后备干部队伍确

立。在全省率先建立党外代表人士信

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化动态管理。

开展各类教育培训工作，市社会主义

学院新编《常州统一战线简明辅导读

本》，组织培训１０个班次６００多人次，

４个同心文化示范基地被省社会主义

学院确定为现场教学基地。成立常州

同心青年干部学习研究会，加强党外

领导干部的联系联络和教育培养。

【同心服务现代化主题活动】　２０１４

年，市委统战部发挥统一战线智力密

集联系广泛的优势，注重需求导向，引

导全市统一战线同心服务现代化，合

力集聚正能量。４月２２日，举办常州

市统一战线同心服务现代化暨服务溧

阳跨越发展推进会，以溧阳市社渚镇、

别桥镇、埭头镇为服务重点，在规划设

计咨询、园区招商引资、医疗养老事业

建设、“非遗”文化保护、扶贫帮困等领

域，确定并实施了别桥镇电梯产业转

型升级、社渚镇卫生院专家驻院、埭头

镇科技创业等１０个具体服务项目，并

与溧阳市委、市政府签订《常州市统一

战线服务溧阳跨越发展框架协议》。

帮扶新北区罗溪镇邱庄村加强农村建

设，协调市科技、交通、水利、环保等

１１个部门单位筹措２５０万元，共同支

持邱庄村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帮助

邱庄村与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淘

常州实现研产销对接，推出“邱庄纽

谷”大米品牌，首批推广种植２００亩，

形成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

　　强化党派社会服务品牌建设，提

升一党派一品牌成效。民革推进“博

爱·亲情林”建设，开展“我为常州苏

南现代化示范建设献一策”活动；民盟

挖掘名人资源建履职高地，举办常州

民盟高校论坛；民建深化亮化思源品

牌活动，提炼民建常州精神；民进开展

纪念民进常州成立３０周年凝聚力建

设，“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言列入全国

政协提案；农工党加强党史教育基地

建设，实施溧阳市社渚镇卫生院专家

驻院帮扶项目；致公党开展“引凤工

程———聚智常州”活动，做强常州健康

产业建言得到采纳；九三学社加强“健

康之家”建设，对十大产业链专家队伍

建设提出建言；工商联开展企业和谐

文化建设三年行动；侨联贯彻《中共江

苏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侨联工作的意见》，推动侨联事业可

持续发展；台联开展“金秋重阳情、两

岸一家亲”敬老爱老联谊系列活动；无

党派人士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

【海外联络工作】　６月，香港常州商

会完成换届工作，赵国雄连任商会会

长。８月９—１５日，市委统战部、常州

海外联谊会、常州同心文化交流促进

中心举办２０１４港澳台海外华裔青少

年同心文化游学夏令营活动，４０余位

港澳台海外青少年参加趣味拼音、国

粹京剧、常州民俗文化、常州传统名点

小吃制作等的学习，参观游览常州市

博物馆、春秋淹城旅游区、中华恐龙

园、环球动漫嬉戏谷和古运河，体验常

州的乡土文化。１０月９—１６日，市委

统战部组团赴英国、法国，分别在英

国、法国成立常州联谊会，先后拜访了

著名大学、两国参赞、法国圣雷米市市

长、著名侨领以及常州市旅英、旅法学

界和工商界人士。１１月１６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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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同乡会在香港成立，江苏九洲投

资控股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刘灿放当选

香港武进同乡会首届会长。美国、加

拿大常州联谊会和香港金坛同乡会启

动筹建。

【第六届苏浙沪知联会主题论坛】　１１

月１４日，第六届苏浙沪知联会主题论

坛在常州市举行。苏浙沪三省（市）委

统战部领导，三省（市）党外知识分子

围绕“对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促进长三角地区联动发展”主题开

展调查研究，提交３９篇调研报告，探

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促进

三地改革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分享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发展

经验，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联动

发展。

【光彩基金】　２０１４年，全市新增光彩

基金３２个，新增协议资金１．３４亿元，

实施光彩项目１７２个，实际发放光彩

基金８８８４１２２０元。截至年底，全市光

彩基金数量累计２４５个，基金协议资

金总额１２．１５亿，其中千万以上光彩

基金５０个。 （黄　军）

·台湾工作·
【对台经济】　２０１４年，全市新批台资

企业２６家，总投资３．２３亿美元，协议

注册台资１．４７亿美元，实际到账台资

１．７７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１９．６％，其

中总投资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上项目７家，

分别是台湾福贞集团投资９０００万美

元在溧阳市设立的江苏福贞金属包装

有限公司项目、台湾威翔航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４５００万美元在新北

区设立的威翔航空科技（常州）有限公

司项目、常州冠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投资２５００万美元在常州国家高新

区设立的项目；全市有１５家台资企业

被认定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市级信

息化推进专项资金项目和市级科技计

划项目，９家台资企业的２８项产品被

认定为江苏省和常州市高新技术产

品。在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

提供的《２０１４年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环

境与风险调查报告》中，常州市连续第

十五年被评为值得推荐城市，名次再

次前移，城市综合实力较上年上升４

位，投资环境上升７位。至年末，全市

累计兴办台资企业１２５４家，总投资

８９．５２亿美元，协议注册台资５８．２４

亿美元，实际到账台资２３．９１亿美元，

其中总投资超千万美元以上项目２５１

个。年内，市委台办出台《关于支持促

进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的工作意见》，走

访调研台资企业６０多家，对常资入岛

企业常州苏晶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常

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天合光

能有限公司等和一些有入岛投资意向

的企业开展上门服务。９月，常州市

先后举办第十二届海峡两岸休闲与创

意农业学术研讨会暨苏台农业技术合

作、经贸洽谈交流会和２０１４海峡两岸

（常州）健康产业交流对接会。

【台商服务】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建立由

市中级法院、检察院、信访局、发改委

等２１家单位参与的台商投资权益保

障协调委员会联络员制度，进一步健

全在常州台资和赴台投资法律服务团

网络。开展“一对一”人才培养活动，

常州科教城内的６所高职院校与全市

１３家台资企业签署在校学生实习基

地、毕业学生就业基地、员工技能培训

基地合作协议。金坛、溧阳市分别推

出２家综合性医院为台商开展就医绿

色通道服务，全市累计有１１家医院为

台商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实现台商就

医绿色通道全覆盖。继续为在常州台

商发放文化惠民卡，共有１０９名台商

受益。围绕重大涉台事项，市委台办、

市人大民族宗教侨务工作委员会、市

政协港澳台侨与外事委员会、市海外

联谊会、民革常州市委、市台联“六台”

部门联动，共同推进新台商会馆建设、

台企人才平台构建、常州光阳摩托车

有限公司及配套企业整体搬迁等事

项。为５位台商解决子女入学问题。

全年协调处理台商台胞和台属各类纠

纷求助２２件，结案率１００％。

【交流交往】　２０１４年，市委台办受理

赴台申请２７４批８０８人，其中经贸团

组２２批１５３人、交流团组２５批２１４

人、商务团组２２７批４４１人；办理台属

亲属证明４８批次７１人，协助解决台

胞台属求助６起。市委台办全年接待

台湾重要人士２４批２１８人次。１０月

２３—２４日，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

长林中森首次到常州，受到市委书记

阎立会见。市委副书记、市长费高云

和副市长方国强分别率团赴台湾开展

经贸交流活动。９月２３日，常州机场

获批成为两岸客运定期直航航点。

　　２月，常州恐龙园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的主题为“幸福常州、美丽常州”

的灯展作品参加在台湾南投县举办的

２０１４台湾灯会，获好评；６月，“江南

心—常州十大文化英才书画作品展”

与演艺展演活动在台湾中山纪念馆开

展；８月，常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与

台湾先啬宫青少年国乐团联合在常州

大剧院举办“乐满龙城两岸情深”海峡

两岸青少年艺术交流专场演出。常州

市社区卫生考察团、常州市仲裁实务

交流团、常州市工会交流团等先后赴

台湾进行专业交流。７月，常州市武

进区横山桥镇东风村和金坛市尧塘镇

谢桥村与台湾新竹县芎林乡新凤村和

苗栗县南庄乡田美村《“苗木牵手，有

机合作”交流合作意向书》在台湾签

署，相约共同推动两地村务和人员交

流，在有机、绿色、无公害农产品及休

闲观光产业展开合作。推动台湾高雄

道德院与金坛茅山乾元观的交流。９

月，台湾寺庙金兰会２００多人到常州

进行文化交流。

【涉台宣传】　２０１４年，有１０余家台

湾主流媒体近４０名记者到常州采访。

２月，台湾中天电视公司亚洲事务部

受邀到常州拍摄《魅力东方》系列宣传

片，拍摄的宣传片在台湾中天综合台、

亚洲台、中视主频、中视 ＨＤ台等频道

立体播出。由常州市提供的常州科教

城、环球恐龙城、春秋古淹城、幸福常

州城“四城合一”１０秒钟常州城市形

象宣传片和２０秒钟中华恐龙城宣传

片在台湾东森电视台旗下多个频道滚

动播出５４０余次。７月，由台湾《台商

杂志》《中国时报》《联合报》、无线卫星

电视台和大陆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

《中国报道杂志》、中国台湾网等１４家

两岸媒体组成的两岸记者联合采访团

到常州采访台企创新自主品牌、创新

发展、转型发展的新成效。

　　年内，市委台办与常州日报社合

作开辟《产经记者台企行》专栏，先后

对１３家台资企业进行系列报道。市

委台办再次获中央台办“两刊”（《台湾

工作通讯》《两岸关系》）宣传工作先进

单位，信息宣传综合得分位居全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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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系统第二。

【费高云率常州经贸代表团赴台】　５

月２５—３０日，由市委副书记、市长费

高云率领的常州经贸代表团赴台湾开

展经贸洽谈活动。代表团通过座谈、

拜访等多种形式，与台湾工商界人士

广泛接触，深入推介常州良好的投资

环境，洽谈项目合作。市长费高云拜

访了中国国民党中常委、海基会顾问

江硕平。

【威翔航空整机制造项目落户常州高

新区】　９月１２日，常州国家高新区

与台湾威翔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合作协议，威翔航空通用飞机制造

项目正式落户常州航空产业园，这是

常州市通用航空产业首个载人整机项

目。该项目注册资金３０００万美元，在

常州航空产业园设立通用飞机生产工

厂，生产ＣＴＬＳ和Ｃ４两种机型；同时，

开展通航飞机运营服务，涉及飞行体

验、观光旅游、通航飞机培训等业务。

【２０１４海峡两岸（常州）健康产业交流

对接会】　９月２７日召开，由常州市

政府和台湾中华两岸医事交流与健康

促进发展协会、台北市生物产业协会

主办，海峡两岸健康产业的企业家、专

家学者等近１３０人参加会议。台湾中

华两岸医事交流与健康促进发展协会

和台北市生物产业协会分别与常州西

太湖科技产业园管委会签订交流合作

备忘录。会上，两岸健康产业的企业

家、专家学者还围绕健康制造业、健康

服务业进行了专题研讨。 （陈士行）

【市台湾同胞联谊会概述】　２０１４年，

市台联组织走访慰问活动７次，分别

走访慰问老会长、老理事、老党员、高

龄台胞以及低保户、患重大疾病或生

病住院台胞等，慰问对象７０多人次。

先后组织４批２１人次参加全省青年

台胞骨干培训班、赴友邻城市台联学

习交流。在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提

交《关于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模式的建

议》提案。获省台联会刊《江苏台联》

投稿先进单位一等奖。选择春节、三

八妇女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多次

举办各类联谊活动。先后组织台胞参

加省台联举办的“两岸情·中国梦”第

六届“新视野”摄影比赛和“迎青奥”乒

羽友谊赛，两名台胞获摄影赛二等奖，

常州乒羽总成绩位居全省团体第二

名。８月，在上海科技馆举办２０１４常

州台籍学生科技夏令营，４位从台湾

岛内至常州过暑假的台商子女也应邀

参加；组织１５名台商子女参加港澳台

海外华裔青少年“同心文化”游学夏令

营；８月５—８日，组织全市台籍中小

学生参加省台联举办的“放飞梦想”台

籍中小学生夏令营活动。小台胞纪宝

桢的《我为自己而骄傲》和杨天祺的

《第一次骑车上街》获第十五届世界华

人学生作文大赛一等奖，常州台联获

省台联系统第十五届世界华人学生作

文大赛征文优秀组织奖。 （曹　伟）

·机构编制工作·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９月２５日，市

委、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简政放权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实施意见》，明确

“五张清单、四条主线、一大平台、六项

改革”的政府职能转变基本框架。精

简行政审批事项，建立行政审批事项

目录清单；梳理政府职权，建立政府行

政权力清单；改革市场准入，建立市政

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清单；清理项

目资金，建立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

清单；减少收费项目，建立行政事业性

收费目录清单。以服务企业为主线，

优化注册登记服务；以项目建设为主

线，优化项目审批服务；以规范市场为

主线，优化审批中介服务；以便民利民

为主线，优化民生领域服务。构建市

政务服务办公室、政务服务中心、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和电子

政务中心“一办四中心”市级政府服务

平台，完善政务服务体系。统筹开展

市县政府机构改革，继续深化事业单

位分类改革，有序推进社会组织改革，

大力推进市级中心镇扩权强镇改革，

加快推进监管方式改革，积极探索综

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８月，常州市

被列为全省简政放权、加快政府职能

转变试点单位。

　　全面公布“五张清单”。１０月２３

日，常州市政府在对市级行政许可事

项进行全面清理核实基础上，公布《常

州市市级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明

确市级保留行政审批事项２１２项，精

简比例４４．２％，提前完成“本届政府

任期内市政府部门审批项目减少三分

之一以上”的目标任务。同月，公布

《行政事业性收费清单》，包括“涉企收

费三目录三清单”（《常州市行政事业

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常州市涉

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

录》《常州市区实施政府定价或指导价

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和《常州

市区建设审批项目收费清单》《常州市

区房地产开发项目收费清单》《常州市

区建设审批中介服务收费清单》）；公

布《市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２０１４

年本）》，涉及农林水利、能源、交通运

输、信息产业等１３个领域。１２月５

日，在对５７家市级部门（单位）上报的

８６９７项行政权力事项进行审核清理

的基础上，在全省率先公布《市政府各

部门行政权力事项清单》，保留行政权

力６０９８项，包含行政处罚、行政强制、

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

确认、行政裁决、行政征用、其他行政

权力９大类，其中市级行使２２３项、市

县共有权力５８７５项、常用权力２３４１

项、３年以上未行使的非常用权力

３７５７项，精简比例２９．９％；同月，公布

《市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涉

及农业，工业、科技、人才，服务业，民

生及社会事业４大类４６项资金。

　　继续推进减权放权。５月，市政

府决定再次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

项目，共计５８项，其中取消和下放３１

项、部分取消和下放２７项。１０月２３

日，出台《市政府关于不再保留非行政

许可审批事项和取消下放一批行政审

批项目的通知》，不再保留非行政许可

审批这一审批类别，并再次取消、下放

１４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取消５项、

下放管理层级９项。１２月５日，出台

《市政府关于向辖区下放９４项行政权

力事项的通知》，将与审批权相对应的

９４项处罚权和管理权同步下放管理

层级到各辖区行使，进一步发挥辖区

就近管理的优势作用。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４月，由市

中级法院、市政府法制办、市行政服务

中心、常州大学、常州工学院、市企业

协会、市企业家联合会、市工业经济联

合会、市建筑监理协会等专家代表组

成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家组成立，

出台《常州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

专家组工作办法》，明确专家组议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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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决策程序和工作机制。１０月，行

政审批“一目录两办法”（《常州市级行

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常州市市级行

政审批事项目录管理办法》《常州市行

政审批监督检查及责任追究办法》出

台，实现行政审批权力公开、长效管理

机制完善、审批责任落实、制度体系强

化的有机统一。１２月１１日，《关于深

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的意见》出台，建立行政监管、信用

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四位一体”

的综合监管体系和投资、信用、市场公

平交易、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安全生

产、环境保护７个重点领域的监管制

度，避免管理缺位，防止一放就乱。１２

月１６日，《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行

政权力清单管理制度的通知》出台，要

求合理界定权力类别、统一清单编制

规范、实行权力动态调整。

【市县政府机构改革】　９月２５日，市

委、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简政放权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实施意见》，正式

确定市政务服务“一办四中心”的基本

架构。８月，经省编办批复同意，组建

成立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负责对

市级机关集中审批事项的组织协调、

管理监督和指导服务工作。

　　１２月，《常州市人民政府职能转

变和机构改革方案》经省委、省政府批

复后正式印发。同月，市委、市政府印

发《常州市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

改革实施意见》，市编委印发《常州市

政府机构改革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出

台工商质监编制划转方案、改革口径

说明等各种配套文件；１８日，全市政

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会议召

开，全面动员和部署政府职能转变和

机构改革工作。１２月２６日，辖市、区

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正式

印发。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１—６月，常州

市属３７２家事业单位分三个批次基本

完成分类。其中，行政类、生产经营类

各１家，各占０．２７％；公益一类、公益

二类分别为１９２家和１５４家，分别占

５１．６％和４１．４％；暂不分类２４家，占

６．４５％。继续开展事业单位清理规

范，截至年底撤并事业单位１８５家，核

减事业编制１５２９名。辖市区基本完

成事业单位分类工作。

　　１１月１２日，市编办出台《常州市

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建设试点工作

指导意见》和《常州市事业单位法人治

理结构试点单位法定代表人管理办

法》，进一步推进常州市第三人民医

院、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市实验初

级中学３家单位法人治理结构试点，

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实施路径，

从组建决策层、制订章程、选举管理层

和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确立事

业单位独立法人地位，进一步激发事

业单位活力，实现公益事业又好又快

发展。

【域名信息申报注册】　７月，为切实

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和电子政务建设，

有效保障网站信息安全，大力提升党

政群机关的公信力，市编办组织开展

“政务”和“公益”域名信息申报注册。

至１２月，全市完成域名基础信息申报

１６３７余家，其中市属党政群机关、事

业单位注册“政务”中文域名７２家，

“公益”中文域名３２５家。市属党政群

机关注册率１００％，事业单位注册率

８７％。

【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阶段目标实

现】　１月２７日，市委办公室、市政府

办公室在全省率先印发《关于严格机

构编制管理确保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

增的意见》，完善机构编制刚性约束：

创新服务方式，严格控制新设机构；创

新管理办法，严格控制新增编制；创新

管理平台，严格控制新进人员。年内，

对市发改委、农委、计生委、总工会、残

联、农工办、卫生局、体育局８家市级

机关部门和市环境综合厂、市公路管

理处、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市墙体

材料和散装水泥管理办公室、市水利

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监督站５家事业

单位开展机构编制评估，彻底摸清底

数。１２月，开展机构编制年度核查。

至１２月底，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

员比上年度减少６０２人。其中，机关

人员减少１０５人，事业单位人员减少

４９７人。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

首次实现负增长。

【机关绩效管理首次实施】　６月，市

委、市政府办公室出台《关于印发常州

市２０１４年度综合考核（绩效评估）指

标体系的通知》，完善考核指标体系，

将深化改革转变职能、依法履职、行政

成本成效、干部队伍建设和日常管理

纳入机关绩效管理体系。１２月，出台

《关于加强绩效管理和综合考核工作

的实施意见》和２０１４年度市级机关深

化改革转变职能考核部门分工，健全

机关绩效管理机制。顺利完成对市级

机关２０１４年度工作的绩效评价。指

导金坛市开展县级机关部门绩效管理

试点，完善绩效管理指标体系和考核

办法。 （姬长春）

【市级中心镇扩权强镇改革启动】　为

增强中心镇辐射带动能力，加快农村

改革和城乡一体化进程，２０１１年常州

开始启动市级中心镇建设。２０１４年９

月，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推进市级中心镇扩权强镇工作

的意见》，围绕下放事权、扩大财权、推

进金融创新、改革人事权、保障用地和

优化机构设置等方面，赋予中心镇省

级经济开发区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权

限，同时市级中心镇由８家调整为金

坛薛埠镇、儒林镇，溧阳社渚镇、南渡

镇，武进横山桥镇、雪堰镇、郑陆镇、湟

里镇，新北孟河镇９家。至年底，第一

批市级中心镇获批复，薛埠、社渚、横

山桥、雪堰、孟河５镇作为首批试点镇

正式启动改革试点，享受部分县级管

理权限。 （姬长春 张晓翔）

·党史工作·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市委党史工委狠

抓项目化管理、责任制落实，努力创新

创优工作思路和举措，全面做好党史

及其资料征集、编纂、研究和宣传教育

工作。《中国共产党常州历史大事记

（１９１９—２０１２）》完成编纂，交付出版；

《常州抗日斗争史》通过纲目审定并形

成初稿；《江苏抗战人物传略（常州部

分）》《难忘的历史瞬间———江苏解放

纪实（常州部分）》《中国共产党历史知

识辞典党史人物分卷》常州党史人物

编纂等工作圆满完成；《常州辛亥风云

录》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４月２２日，在《常州日报》开

辟专栏纪念常州解放６５周年；１２月２

日，组织开展“史志成果进军营，军民

共建文明城”活动，向部队赠送史志类

书籍，宣传地方历史文化。全年出版

《风采》报６期，约１２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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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共 产 党 金 坛 历 史》第 二 卷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出版】　６月，由金坛市

委党史工委和金坛市档案局共同编纂

的《中国共产党金坛历史》第二卷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出版。全书共３１．２万

字，记述了１９４９年４月金坛全境解放

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的２９年历史。

　　２０１２年１月，金坛市委发文正式

启动中共地方史编纂工作；４月１０

日，召开全市中共地方史编纂工作会

议，进行动员部署。至２０１２年底，累

计征集资料５００余万字，２０１３年４月

完成初稿，同年 ９ 月形成送审稿。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金坛市委党史工委组

织评审会，由省、市党史部门组成的联

合专家评审组对送审稿进行评审，提

出修改意见。２０１４年４月总纂定稿，

交付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瞿秋白诞辰１１５周年纪念仪式暨学

术研讨会】　１月，市委党史工委与市

委宣传部、省瞿秋白研究会等单位联

合举办的瞿秋白诞辰１１５周年纪念仪

式暨学术研讨会在瞿秋白纪念馆举

行，王铁仙、王观泉等瞿秋白研究学者

和党史工作者１００余人参加。以瞿秋

白学术研究为主体的秋白图书馆挂牌

成立，并于２０１４年春节后正式向公众

开放。“秋白图书馆”设于瞿秋白纪念

馆二楼，馆藏图书总计２０００余册，一

部分为瞿秋白纪念馆原有藏书，另一

部分则为王观泉所赠藏书１２００余册，

是他在多年研究瞿秋白过程中积累的

文史书籍和珍贵资料。

【史志人才队伍培养】　６月，市委党

史工委出台《市委党史工委、市地方志

办关于加强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意

见》，多举措推进史志人才队伍培养。

制定研究课题实施细则，推动史志学

术研究的制度化、规范化，确定２０１４

年度调研课题２７项。组织史志工作

者参加全国、全省各类史志业务培训，

共计３０余人次；举办市志编纂点评

会，以评代训，提高史志工作者业务水

平。鼓励委办人员推荐史志类购书清

单，并在《风采》报刊登读书心得，营造

浓厚的读书氛围。１２月，启动“史志

小讲堂”活动，每月１期，每期３人主

讲。年内，委办分别有１篇、４篇文章

入选全省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１１０周

年理论座谈会和全省纪念新中国成立

６５周年学术研讨会，１篇论文在《党史

资料与研究》上登载；２人受邀参与龙

城讲坛和“社科专家面对面”公益讲

坛，面向社会开讲《一代英杰———恽代

英》和《常州抗战烽火》。 （王　静）

·党校工作·
【概　述】　２０１４年末，市委党校有教

职工８５人，其中教师３７名（副教授以

上职称１９名），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史党建、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重

点学科，拥有现代化的干部培训中心

（兼会议中心）、理论研究中心、图文信

息中心、文体活动中心和培训服务中

心，先后成为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常州培训基地、省党风廉政教育示范

基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州现场教

学基地、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教育实践基地等。学校图书馆藏书８

万余册，常年订阅报刊４００余种，并订

有《中国知网》《人大复印资料库》等数

据库。

【教学工作】　２０１４年，市委党校举办

主体班培训２６期，培训学员２５５１人，

培训满意度９８．５６％；举办外培班１１６

期（外省市２８期），培训学员１０４３３

人，培训满意度９８％。省委党校在职

研究生毕业７９名；华东师范大学公共

管理硕士招录２６名，毕业２２名；中国

矿业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双证招录１４名。

　　主动服务全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讲话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宣

讲，组织开展“理论宣讲进基层”活动，

送教到基层１００多场次。强化与主流

媒体的联动，在《常州日报》、电视台、

电台等推出系列解读２０余次，有力推

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重视常州

在线学习网课程更新，编转刊播４１０

个专题课程，自主开发录制上传必修

课程６门。

　　加快课程教材更新，重点围绕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十八届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四大方面，内外并举开发新讲题１１４

个，教学专题更新率８０．２８％；研发产

业转型升级、产城融合路径研究等一

批精品课程，外请专家授课１０６次、市

领导授课１２次。强化模式方式创新，

探索双向分阶段异地合作培训，灵活

运用多种教学方式，开展案例教学９

次、体验式教学７次、学员论坛９次、

桌面推演５次、能力训练１４次、现场

教学３９次。整合集聚优质资源，开辟

上海交通大学高端培训基地和南京党

校、嘉兴党校等系统内资源，拓展基层

党建、特色产业等教学基地，瞿秋白纪

念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入选

全省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示范基地。从

严加强学风建设，严格落实八项规定

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

员管理的规定，严格党性锻炼，严肃入

学教育，推行学员学分量化考核，严格

执行考勤制度和培训纪律。

【科研工作】　２０１４年，市委党校教师

发表论文６１篇，其中核心期刊３篇；

出版专著４部，参编１部；课题立项

３１项，其中省社会科学基金１项、市

及省级以上重点课题１４项，课题结项

３４项；获江苏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三等奖１项，常州市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２项、三等

奖３项。组织参与各类学术活动１９

次。编撰出版《迈向现代化的常州》市

情教育读本。

【县处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讲话精神轮训班】　２０１４年，市

委党校与市委组织部、宣传部联合举

办５期市管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讲话精神轮训班，轮训县处级

领导干部８０４名。轮训班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讲话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开设《凝心聚力谱写好中国梦常州

篇章》《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

创新发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

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加快政府职能

转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等专题，市委书记阎立等市

领导及中央党校、南京大学、浙江大

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等院校的专家

学者做专题辅导。

【苏南社会现代化研究中心成立】　８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简称“社科院”）

社会学研究所与市委党校合作建立苏

南社会现代化研究中心，以中国社科

院社会学所为学术支撑、市委党校为

学术基地，直面先发地区转型期社会

治理实践，全面开展学术和咨询研究。

该中心的任务在于接受各级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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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各类企业或非营利组织委托，开展

转型期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研

究，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社会发展特

别是苏南社会现代化方面的研究报

告，向有关方面递交相关咨询报告，公

开发表有分量的高端学术论文及专

著；通过网络平台、专题讲座、学术会

议、期刊等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经验交

流和信息交流，定期或不定期邀请国

内外相关领域著名专家、学者、资深从

业人员举办专题讲座，并以长三角地

区社会现代化高层论坛为依托，每年

召开全国性学术研讨会；面向企事业

单位及政府主管部门，承担社会现代

化相关研究课题，为常州乃至苏南地

区领导干部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提供高

端师资和相关培训。

【第六届长三角地区社会现代化高层

论坛】　８月２９－３０日，由中国社会

学会、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江苏省委

党校、常州市委党校共同主办的第六

届长三角地区社会现代化高层论坛在

市委党校举行。论坛以“迈向现代化

的社会治理”为主题，围绕社会发展转

型、社会治理创新、行政体制改革等课

题展开讨论。长三角部分高校、社科

院、党校系统的专家学者，与会论文作

者代表，常州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

学者，部分高校和社科界专家学者出

席会议。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春福出席

论坛并介绍常州在创新社会治理上的

实践探索与经验，以及常州全面推进

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过程中创新社

会治理的基本思路，希望借助此次论

坛，深入推进常州市苏南现代化示范

区建设，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推进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

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陈

光金作题为《社会发展转型：从数量导

向到质量导向》的主旨演讲，江苏省政

府参事室主任宋林飞作题为《现代化

进程中的社会风险》的发言。来自中

国社科院、江苏省委党校和南京师范

大学的６位专家也发表演讲。论坛还

特邀南京、上海、浙江、北京等地来自

实践前沿的工作者发表探索和创新社

会治理的经验和感悟。会议收到参会

论文８７篇，其中４２篇入选此届高层

论坛。 （李兴勇）

·机关党建工作·
【机关党团组织】　截至２０１４年年底，

市级机关党工委所辖党组织７０个，其

中机关党委３０个、党总支１３个、党支

部１７个，共有党员９４１４名。市级机

关团工委所辖团组织３０个，其中机关

团委１５个、团总支５个、团支部１０

个，共有团员７９２０名。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４年，市级机关创新

开展“‘一把手’学理论、话作风、讲党

课”活动，市委研究室、市级机关工委

和市环保局、物价局、市级机关事务管

理局等单位主要领导带头走上讲台授

课，市检察院、国税局等单位机关党组

织书记以微型党课方式深入课堂宣

讲。市级机关党工委对直属党组织纪

检组长兼任党委书记情况进行全面摸

底调查，１０家单位完成机关党委书记

调整工作。年内，市级机关党工委分

批开展机关基层党支部、科级以下党

员干部轮训工作；结合党建履职和工

作要求，举办市级机关入党积极分子、

团干部、信息调研等专题培训，共计培

训１１００余人次。

【清廉机关建设】　２０１４年，市级机关

党工委修订完善《市级机关党工委工

作人员廉洁自律若干规定》等文件，切

实抓好工委机关理论中心组学习制

度、领导干部廉政谈话和民主评议、行

政经费管理、首问负责等制度贯彻落

实。组织开展五一国际劳动节、中秋

节和国庆节期间机关作风专项督查及

暗访行动。立案查办市级机关党员违

纪案件１０起，年内审理办结８起，其

中给予７人开除党籍处分、１人留党

察看处分。

【作风效能建设】　２０１４年，市级机关

党工委开展“庸懒散、不作为、乱作为”

专项治理行动，召开企业、基层、群众

３个层面代表座谈会，对教育、卫生等

１２家机关部门实施重点督查。集中

开展 “网 上 民 调”活 动，社 会 各 界

１４８３６人次参与，收集原始意见３０８４

条，梳理出有效意见建议２７５条。组

织７个辖市区１００名特邀监督员开展

明察暗访活动，推动意见建议和“四

风”问题集中整改、落实到位。会同市

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组织开展第三批市级机关优秀服务品

牌评选活动，评选产生１４个优秀服务

品牌。市中级法院、农委、安监局、气

象局、团市委等单位成功举办各系统

职业竞赛和技能比武。

【机关精神文明建设】　２０１４年，市级

机关８３个部门及所属单位１万多名

党员完成“党员义工３６５”实名注册报

到，９０家单位累计近２０００人次志愿

者参加文明交通引导行动。连续第五

年开展“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举办

名家讲座，开展机关青年图书秀活动。

市级机关党工委突出政治理论、党建

业务和人文社科等重点，面向机关党

组织荐书赠阅１０类２００余册；发挥行

政中心机关书屋学习阵地作用，专辟

区域开展图书“漂流”活动，推动党员

干部好读书、读好书。 （任秋华）

·老干部工作·
【概　述】　至年底，全市共有离休干

部１３７６人，其中机关４８３人、事业单

位３６５人、企业５２８人。

　　老干部主题教育。紧贴形势任务

和工作实际，在全市离退休干部中组

织开展“凝心聚力促发展，同心共筑中

国梦”主题活动。组织“我看十八大以

来新变化”专题讨论，以各党支部为单

位，组织畅谈党的十八大以来各行各

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显著变化，引导

老干部关心支持常州发展。开展“我

心中的中国梦”征文，鼓励老干部结合

所学所思、工作经历、心路历程阐述对

中国梦内涵的理解，以及投身共筑中

国梦的设想，收到征文１２０余篇，１２

篇优秀稿件分别在《晚霞清影》杂志和

局网站上刊发。

　　“三大创建工作”。在已创成的

“五好”（支部班子好、党员队伍好、组

织设置好、活动开展好、群众反映好）

支部中开展第二批“五好示范”离退休

干部党支部评选活动，分别评选命名

“五好”支部２７个、“五好示范”支部

１１个。继续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市级

示范点创建，利用社区资源服务离退

休干部，评选命名居家养老服务市级

示范点９个。开展第二轮三星级老干

部活动中心（室）创建，重点向镇、街道

倾斜，推动每个镇、街道至少有１个三

星级活动室，同时为开展四星、五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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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室创建创造条件，评选命名三星

级老干部活动室２８个。

老干部服饰表演《古风今吟》　（老干部局　供稿）

　　老干部服务管理。按照制度化、

长效化、规范化的要求，不断完善老干

部服务管理机制，针对高龄行动不便

等实际，分别细化、量化相关服务内容

和措施。完善学习培训机制，坚持专

题报告会、保健知识讲座等制度，举办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和市管

退休干部读书班各１期。完善联系服

务机制，采取预约交谈、走访探望、电

话联系、组织活动等方式，与老干部建

立经常性的互动对接。结合新中国成

立６５周年，对易地安置在外地的离休

干部逐一进行走访慰问。完善特困帮

扶机制，继续对因本人身患重大疾病

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市直离休干部和

市管退休干部予以帮扶，全年帮扶１１

人，资助金额４．１万元。

　　老干部活动阵地建设。对各涉老

活动团队进行调整完善，加强团队管

理，保证团队活动经常化、多样化。举

办“同奏和谐曲，共筑中国梦”书画摄

影展，展出书画摄影作品２１５幅；市区

联合举办“美丽中国·我爱常州”老干

部诗书画百米长卷展出活动。举办上

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老干部桥牌

赛，组织老干部艺术团联谊演出、书画

笔会、集邮展览以及乒乓球、台球友谊

赛等活动，交流展示各老干部团队和

老干部的精神风貌。加强策划，不断

完善，努力把“晚霞”品牌打造成互动

交流的桥梁、排忧解难的平台和愉悦

身心的乐园，不断丰富“文化养老”内

涵。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形势，

全年举办２场“晚霞”讲坛；进一步提

升《晚霞清影》办刊质量，努力满足老

干部不同层次、不同情趣的精神文化

需求；创新“晚霞舞台”形式，通过市、

区联动，拓展老干部文艺汇演新渠道。

（周红军）

·保密工作·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市保密局以《保

密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为契机，扎实

开展保密法制宣传教育。先后举办专

兼职保密干部实施条例专题学习班和

保密工作专题报告会，对３０余家党政

机关单位分类、分片、分批进行实施条

例细则宣讲。年底，保密教育课程被

纳入各类干部主体培训范畴。

　　年内，各机关单位根据《国家秘密

定密管理暂行规定》，编制定密事项一

览表，明确定密责任主体，开展定密授

权，克服和解决定密乱象问题；开展信

息网络分类核查工作，对在用网络进

行全面、彻底、准确的梳理；开展保密

自查自评工作，强化机关单位保密主

体责任，立足防范开展自查自纠，建立

保密管理长效机制。市保密局建立涉

密项目确认工作小组，审核项目涉密

依据，对涉密项目实施提出专业化保

密意见。开展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

保密资质认证工作，５家企业通过认

证。全市相继开展涉密中央文件保密

管理检查，高考、医师资格考试保密室

检查，网络安全保密检查和红机电话

保密管理检查。１０月，市保密局对全

市１７５家机关单位开展非涉密网络保

密管理专项检查。

　　落实涉密网络保密技术标准和管

理规范，推进涉密网络的测评和管理

工作，推广应用涉密计算机保密防护

专用系统，提升保密管理科技支撑，实

现涉密计算机网络、涉密计算机单机

实时监管全覆盖。常州保密业务综合

服务平台年底上线运行，提供保密法

规政策、保密宣传教育、定密工作指

导、保密技术服务、涉密载体销毁、资

质咨询办理、涉密网络测评和保密监

督检查８个功能模块。

【涉密文件资料回收销毁中心投入运

行】　至２０１４年底，常州市涉密文件

资料集中回收销毁中心基本建成并投

入运行。销毁中心选址在交通便利、

安全可控的新闸镇科技工业园，车间

建筑面积７００平方米。采取厂房和设

备提供、销毁任务外包、流程严格监管

的销毁模式，集中回收，销毁监控，分

级管理，年回收销毁总量５００吨以上。

全年回收销毁涉密电脑、各类移动存

储介质５００余件。 （鲍　帆）

·信访工作·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信访部门受

理群众来信来访２．８９万件（次），下降

１１％。其 中，来 信 ４４６０ 件，上 升

１０．８％；来访５３７１批２．４５万人次，批

数上升１７．７％，人次下降１４．１％；集

体上访８６９批１．８１万人次，批数下降

１５．１％，人次下降２１．７％。常州市驻

省信访工作小组接待常州市群众到省

上访 ２６０ 批 ６８２ 人 次，批 数 下 降

１６．９％，人次下降３４．２％。

　　年内，市信访局进一步畅通信访

渠道，完善信访工作制度，实现信访工

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引导群众依法

逐级走访，理性反映诉求，维护正常信

访秩序。完善市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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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充分

发挥其在牵头协调重大复杂疑难信访

问题方面的突出作用。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出台《加强和创新群众

工作促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

修订群众来访接待和来信办理、网上

信访事项办理、“三跨三分离”（跨地

区、跨部门、跨行业，人事分离、人户分

离、人事户分离）信访事项协调等８项

制度规范。举办两期基层信访干部培

训班和两期办信业务培训班，对全市

３００余名基层信访干部进行培训。１２

月底前，网上信访信息系统实现与省

信访局互联互通。做好重要敏感节点

期间信访稳定工作，全力确保南京青

奥会、中央巡视组巡视江苏、国家公祭

日、十八届四中全会等重要敏感时段

全市信访形势的平稳有序，全年没有

发生重大非正常上访和有影响的信访

事件。

阎立接待信访群众　（信访局　供稿）

【信访积案化解】　２０１４年，全市信访

系统开展治理进京非正常上访攻坚年

和信访积案专项治理活动，通过综合

运用经济、法律、教育等手段，会办、听

证、救助等多种渠道，调动运用各种工

作资源，千方百计推动积案化解。全

市排查梳理的１２６件进京非正常上访

积案，４３件彻底化解，４２件涉及人基

本稳定；国家信访局、省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省信访局交办

的１３件信访积案化解９件，其余４件

未发生去省进京上访。

【领导干部接访下访】　２０１４年，常州

市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严格落实中央和省有关领导干部接访

下访的各项要求，采取定点接访、重点

约访、专题接访、带案下访、上门回访

等形式，增加接访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对信访突出问题全面实行辖市区和市

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包案和市委、市政

府领导督导制度。全年市及辖市区领

导干部接访下访９００余人次，接待群

众１５００余批次，推动了文化宫时尚莱

迪经营户搬迁、江南商场回车场人行

道板破损等一批信访突出问题的妥善

化解。

【矛盾纠纷排查专项行动】　６—９月，

全市信访系统扎实开展“以解决信访

突出问题为重点的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专项行动，通过“拉网式、全覆盖、

不间断”的排查，排查出市级层面信访

突出问题４１４件，对这些问题全部落

实责任单位和包案领导。经各方努

力，３６５件得到有效化解。 （王　辉）

【１２３４５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工作】　

２０１４年，１２３４５政府公共服务平台接

听 群 众 来 电 ６４７５２ 个，接 通 率

９９．８６％，其中有效诉求４０６７６件，比

上 年 增 加 ２．７４％，有 效 诉 求 中

７４．９４％的问题通过自办、三方通话方

式办结。转送、交办各网络成员单位

处理１０１９３件，各单位快速响应、认真

办理，及时办结率９８．２％。进一步推

进辖区三级网络建设，覆盖全市的两

级平台和三级网络体系已经形成，平

台运行效率得到整体提高。（周　晗）

·档案工作·
【概　述】　２０１４年末，全市各级各类

档案馆有馆藏档案１５７．８万卷、１２０．２

万件，资料８．３万册。全市各级各类

档案馆接待查档２．７万人次，查阅案

卷４．３万卷（件）次。完成２０１４年度

常州市电视新闻视频采集６９３０条，制

作相关专题视频３４４条，容量总计

９８５Ｇ。年内，全省档案员上岗培训和

继续教育全面推行网上学习，其中岗

位培训结合现 场 测 试。全 市 共 有

１２１６人报名参加在线学习，其中继续

教育在线学习６１６人、岗位培训８３５

人。已有３９４人通过在线考试取得合

格证书，２６９名新学员通过岗位培训

测试取得上岗证、继续教育证。４月，

常州市档案志愿者分会成立，吸收一

批热爱档案事业、愿意为公众和社会

提供无偿服务的人士，旨在抢救一批

珍贵档案、规范一批档案资料、开发一

批文化产品。

　　１０月，由常州市档案局申报的

《企业历史档案资源整合开发与文化

产业有机结合模式与实践》项目获

２０１４年度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

一等奖，是常州市档案科技成果项目

所获的最高奖项。２月，市档案局、常

州工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报送的

《探索抢救、保护和再利用企业档案资

源新路径》和市档案局、市民宗局报送

的《常州市宗教档案工作的探索与实

践》两个案例被评为江苏省第二届档

案管理与服务创新最佳案例。９月，

于２０１１年列入江苏省档案科技计划

的《三网隔离环境下区域数字档案馆

架构体系研究》课题顺利通过江苏省

省级成果鉴定。

【档案馆建设】　市档案馆自２００８年

成为全国地级市首家国家一级档案馆

之后，于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９日顺利通过

国家档案局和省档案局联合专家组的

一级馆复查。１２月５日，新北区档案

馆顺利通过国家二级馆复查。１０月，

市绿化工程管理中心（常州市青枫公

园管理中心）和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

分别通过省档案局组织的档案工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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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规范测评，分别成为全省园林系

统和公交系统首家五星级档案达标单

位。常州市８家法院档案工作全部达

到五星级规范，在全省法院系统位居

前列。市档案局按照“大档案、大整

合、大服务”理念，着力推进市公共档

案馆建设，加快推进市公共档案馆项

目选址立项和前期开工建设等各项工

作，督促相关辖市区积极推进档案馆

新馆建设。溧阳市档案馆新馆选址确

定，新北区档案馆建设纳入新北区

２０１５年建设计划。

【档案现代化建设】　２０１４年，全市各

级各类档案馆数字化工作全面展开，

累计完成馆藏纸质档案的全文数字化

６９８０万页，至年底，市档案馆馆内应

数字化馆藏档案已全部数字化，总藏

量３５８７万页（折算后预计数），目录数

据１０８９万条。２０１４年度常州地区档

案数据交湖南省档案馆异地备份，计

１．７Ｔ。

　　９月，市档案馆顺利通过省５Ａ级

数字档案馆评估，成为全省首家省辖

市５Ａ级数字档案馆，也是省内数字

档案馆的最高级别。７月，与北京量

子伟业合作研发的常州市档案馆馆室

一体化平台二期建设项目通过验收，

与武进区档案馆互联互通，并通过异

地查档出证测试。民生档案利用系统

程序已完成开发并通过测试，市档案

局馆网站系统和馆室一体化平台通过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库房首次智能化

改造完工并通过验收。

【档案资源建设】　２０１４年，市档案馆

完成《习仲勋、习近平同志与常州》的

史料编辑，主要包括１９８５年１１月

３—５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

处书记的习仲勋在常州视察的照片、

题词、讲话、参观纪要、活动安排、大事

记等和习近平接见常州籍名人的照

片。完成《民国武进商会档案》的排版

编辑，全书基本反映了１９１９—１９４９年

常州商会的变迁、组织、活动、功能，反

映了民国常州政治经济民生发展历

程。全年主要征集到的珍贵档案资料

有：原总理朱基亲笔签名１件，全国

人大副委员长华建敏“风流千古”题词

１幅，著名收藏家、鉴定专家、中国传

统文化艺术鉴定评估委员会副主任、

文化部中国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副主任

兼综合艺术委员会主任王立军“存史

求真”题词１幅，清华大学物理学教

授、著名书法家金德年书法作品１幅。

（黄铭洁）

常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概　述】　１月７—１０日，常州市召

开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年内，市人大共举行常委会会议

７次，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２８

项，作出决定、决议７项，发出审议意

见书１０份，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７９人次；召开主任会议１３次，听取专

题工作报告３２项。开展专项执法检

查８次，组织视察调研和工作督查３９

次；组织重点课题调研１５项，形成调

研报告６１篇，被省、市刊物录用２０余

篇；组织市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

和参加各类执法检查、视察调研等活

动１６３人次。配合上级人大开展立法

调研，对１３部法律法规提出修改意

见；审查市政府报送的规范性文件１８

件。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８１９件（批）次。

【常州市第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１

月７—１０日，常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市行政中心龙城

大厅举行。市十五届人大代表共４０３

名，出席会议３８６名。会议听取和审

议了代市长费高云所作的《常州市人

民政府工作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俞志平所作的《常州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市中级法院

院长张屹所作的《常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和市人民检察院代检察

长葛志军所作的《常州市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各

项工作报告的决议。

　　大会选举费高云为常州市人民政

府市长，葛志军为常州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沈华、周广菊当选常州市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大会期间共收到代表议案２９件，

经大会主席团审议，决定所有议案均

不列入本次大会议程。朱维平等１０

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强我市饮用水

安全保障》的议案，授权市人大常委会

在该次大会后进行审议，其他２８件转

为建议处理。

　　大会共举行三次全体会议，阎立、

俞志平、贾宝中分别主持会议。

【常州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会议】　

２０１４年，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共召开

７次会议。

　　第１５次会议。２月２７日召开。

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市本级２０１３

年城建计划执行和２０１４年城建计划

及资金安排情况的报告，审议市政府

关于《常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

报告，审议并通过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４

年工作要点。

　　第１６次会议。４月２２日召开。

听取和审议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度全市劳

动模范评选工作情况的报告并作出相

应决定，听取和审议全市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工作情况、《关于加强我市饮用

水安全保障》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审

议《常州市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工作

规定》，审议通过人事任免案。

　　第１７次会议。６月２７日召开。

听取和审议市２０１３年决算情况的报

告、２０１３年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及其他

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审查

并批准２０１３年市级决算；听取和审议

全市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的报告；通

报相关人事任免。会议决定任命吴建

荣为市城管局局长；决定任命朱笑冰

为市体育局局长，免去其市城管局局

长职务；免去朱海山的市体育局局长

职务。

　　第１８次会议。８月１８日召开。

听取和审议市长费高云所作的２０１４

年市政府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

议２０１４年上半年全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全市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有关人事

任免案。

　　第１９次会议。１０月３０日召开。

听取和审议常州市２０１４年１—９月预

算执行情况及调整支出预算草案的报

告，作出批准调整本级财政支出预算

和政府债券支出预算的决定；听取和

审议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

议、批评、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和《关

于加强我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议案办

理情况的报告，以及常州市大气污染

和水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

　　第２０次会议。１１月１０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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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并通过相关人事任免事项，接受

周炳荃辞去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职务的请求的决定，审议许可对市十

五届人大代表王宇鹏采取强制措施的

报告。

　　第２１次会议。１２月１２日召开。

决定于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３日召开市十五

届人大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关于筹

备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有关事宜的

情况报告，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草案和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

格的报告，确认对金坛市、溧阳市、天

宁区、钟楼区人大常委会和常州军分

区分别补选的杭天珑、葛志军、潘文

卿、蒋小平、汤建军、狄青林的常州市

第十五届人大代表资格有效，审议通

过常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主席团、秘书长等各类建议名

单草案；对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处

理情况的报告进行评议。听取和审议

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双百”（百强

龙头骨干企业和百项重点技改项目）

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报告。通过《常

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许

可对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采取限制人

身自由措施的办法》；审议人事任免事

项，决定任命陈志良为常州市农业委

员会主任、陆强为常州市国资委主任、

免去蒋伯丹常州市农业委员会主任

职务。

【常州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２０１４年，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共召

开１３次主任会议。

　　第２２次主任会议。２月１９日召

开。听取市本级２０１３年城建计划执

行和２０１４年城建计划及资金安排情

况汇报，讨论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４年工

作要点草案，听取关于市十五届人大

三次会议代表议案、建议处理意见情

况的报告，商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五次会议日期和建议议程草案。

　　第２３次主任会议。３月２５日召

开。听取市政府关于常州市贯彻实施

《建筑法》情况的报告，对《常州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司法工作规

定》进行讨论。

　　第２４次主任会议。４月１５日召

开。听取市委组织部通报有关人事任

免事项，听取《关于加强我市饮用水安

全保障》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讨论通

过《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市人大代

表联系人民群众依法履行职务的意

见》，商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

次会议日程和议程。

　　第２５次主任会议。５月２２日召

开。听取关于常州城区防洪工作和常

州市轨道交通１号线一期工程银团贷

款组建工作的报告。

　　第２６次主任会议。６月２０日召

开。听取有关人事任免情况通报，商

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

日期和建议议程草案，传达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民主生活会情况。

　　第２７次主任会议。７月２３日召

开。听取市政府关于产城融合试点工

作情况报告和全市养老机构建设管理

工作情况报告。

　　第２８次主任会议。８月１１日召

开。听取市委组织部有关人事任免事

项情况通报，商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八次会议日期和建议议程草案。

　　第２９次主任会议。９月２６日召

开。听取市政府关于常州市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

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工作情况报告、

“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报告。

　　第３０次主任会议。１０月２２日

召开。听取关于市级财政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和２０１３年市级科

技、环保、旅游发展３项专项资金使用

绩效评价报告。商定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日期和建议议程

草案。

　　第３１次主任会议。１１月７日召

开。听取市委组织部所作的关于市政

府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的情况通报，听

取关于市中级法院有关人事任免的情

况汇报和关于接受周炳荃辞去市人大

常委会委员职务的情况说明，研究确

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日程及建议议程草案。听取关于市公

安局报请许可对常州市人大代表王宇

鹏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情况汇

报，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许可对王宇鹏采

取强制措施。

　　第３２次主任会议。１１月２８日

召开。听取贯彻实施《江苏省保护和

促进台湾同胞投资条例》情况报告，听

取市委关于补选市十五届人大代表的

提名说明和筹备召开市十五届人大四

次会议工作情况的报告。

　　第３３次主任会议。１２月５日召

开。听取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的通报，

讨论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

秘书长等各类建议名单草案，通过市

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优秀议案、

建议、批评和意见的通报名单，听取关

于贯彻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若

干问题的汇报，讨论市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讨论稿，商定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日期及建议议程

草案。

　　第３４次主任会议。１２月３１日

召开。听取市政府关于国家开发银行

棚户区贷款工作的情况汇报。

【人大代表议案建议意见办理】　市十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及会后，代表

提出议案建议１５７件，其中由市党群

部门主办９件、人大常委会办理２件、

市政府及其部门主办１４６件。所有议

案建议均获答复，代表对办理工作的

满意和基本满意率１００％。

　　在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朱

维平等１０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加

强我市饮用水安全保障》的议案被列

入人大常委会审议议案，并经市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交市政府办理。市政府高度重视

此项议案的办理工作，加强组织领导，

多次召开专题协调会，出台《关于进一

步加强我市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的实

施意见》，有力推动了议案办理工作的

实施。

　　在议案建议交办的基础上，市人

大常委会选择“一流配电网建设”“加

快发展健康产业”等７件建议由常委

会领导分别牵头重点督办。出台《关

于常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督办件的办

理和督办程序》，从规范主任督办件做

起，加大督办力度，提高代表建议办理

工作的整体水平。为提高建议办成

率，７—８月，市人大开展代表建议督

办月活动，对代表反映不够满意的，责

成复查处理，提高了建议办成率。１１

月，对承办部门在答复中承诺事项的

办理落实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协同政

府联合组织“回头看”活动，１５７件代

表建议在规定期限内全部办理完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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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代表。为切实提高代表议案建议

的组织化程度，制定《常州市人大常委

会驻会组成人员联系市人大代表小组

的办法（试行）》，从源头上提高代表议

案建议的质量。 （于卫华）

常州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　２０１４年，

市政府共召开３次全体（扩大）会议。

　　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８月４

日召开，贯彻落实８月３日召开的省

政府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对加强安

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１０月

１８日召开，总结回顾前三季度工作，

部署第四季度主要任务，同时超前谋

划２０１５年各项工作。

　　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１２月

２９日召开，贯彻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

精神，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并

对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做好２０１５年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和加强政府机关作

风建设作出部署。

【市政府常务会议】　２０１４年，市政府

共召开１５次常务会议。

　　第１６次常务会议。１月２７日召

开。听取并讨论“重大项目突破年”活

动实施方案和２０１４年重点工程情况，

听取关于２０１３年度全市“创新争星、

做强做大”优胜企业评定结果，辖市区

现代化指标和主要经济指标考核，辖

市区加大有效投入、加快重点项目建

设考核，辖市区和市级机关部门综合

考核，申报养老服务国家综合改革试

点工作的情况汇报。

　　第１７次常务会议。２月２４日召

开。听取并讨论常州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和

关于推进常州金融商务区建设实施意

见。会议还听取关于市政府购买公共

服务指导目录、２０１３年度辖市区科技

创新工作考核和常州市科学技术奖评

选、成立常州市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

展联席会议、修订《常州市安全生产长

效管理考评办法》的情况汇报。

　　第１８次常务会议。４月１日召

开。听取市“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建议

和政协提案情况、关于开展新一轮企

业“创新争星、做强做优”活动意见和

商标战略实施情况的汇报。

　　第１９次常务会议。５月１３日召

开。重点听取常州市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推进情况和市级行政审批事项拟取

消下放情况的汇报，还听取了关于制

定《关于进一步提升建设项目审批效

能的工作意见》《关于建设项目审批流

程再造工作方案》《常州市工商登记制

度改革实施方案》《常州市放宽市场主

体（经营场所）登记条件暂行规定》《常

州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实施

办法》《常州市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

讼出庭应诉规定》《常州市户籍准入和

迁移管理规定》《常州市应对突发事件

应急征用管理办法》等情况的汇报，以

及关于表彰参与省第二届技能状元大

赛先进单位和个人、常州市第十一届

科技杰出贡献奖和第六届国际科技合

作奖评选情况的汇报。

　　第２０次常务会议。５月２４日召

开。听取关于《常州市征地补偿和被

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关于建立农

业生态补偿机制的意见》《关于加快建

设服务型政府的意见》《常州市电子商

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关于进一步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

干政策意见》《明确市区远郊乡镇土地

出让收入中筹集轨道交通建设发展专

项资金》等文件制定情况的汇报。

　　第２１次常务会议。６月２１日召

开。审议通过《常州市发展规划管理

办法》《常州市控制城市道路挖掘管理

办法》《常州市水文管理办法》，听取关

于全市社区减负增效、加强社区建设、

提高２０１４年市区城市低保标准和民

生实事完成情况的汇报。

　　第２２次常务会议。７月１５日召

开。听取关于《常州市加快民营经济

转型 提 升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和产城融合发展规划及综合改

革试点整体方案制定、深化新疆对口

援建工作的情况汇报。

　　第２３次常务会议。８月２２日召

开。听取《关于促进企业改制设立股

份有限公司的实施意见》《关于促进企

业加快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转型发展的

实施意见》《关于推进市级中心镇扩权

强镇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教育

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的

实施意见》和常州市生态环境专项治

理行动工作方案等文件制定情况及安

全生产工作有关情况的汇报。

　　第２４次常务会议。９月１２日召

开。听取《关于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快

转变政府职能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

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关于健全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若干

意见》《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

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实施意见》《关于深

化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制

定情况的汇报。

　　第２５次常务会议。９月１９日召

开。听取《关于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加

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关于

加快医养融合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

见》《常州市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管理暂

行办法》《常州市国有粮食仓储基础设

施专项规划》《关于实施流动人口居住

证制度的通知》《常州市消火栓管理办

法》《武进区开展农村集体工业建设用

地使用权流转和房屋确权登记发证试

点工作方案》《常州市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抵押融资指导价实施意见》等文

件制定情况的汇报，讨论研究《常州市

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

　　第２６次常务会议。１０月１６日

召开。听取市级行政审批项目清理情

况的汇报，审议通过《常州市市级行政

审批事项目录管理办法》《常州市行政

审批监督检查及责任追究办法》《关于

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的实施意

见》；组织学习《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

改革的决定》及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

目录的解读，并听取关于制定《常州市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２０１４年

本）》的情况汇报；会议还听取关于“涉

企收费三目录三清单”、《关于加强建

设项目审批中介服务管理的工作意

见》《常州市工商登记前置改后置审批

实行“先照后证、证照联办”工作实施

方案》《关于给处置“７·３１”江苏燕进

石化爆燃事故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记

功的工作方案》等文件制定情况的汇报。

　　第２７次常务会议。１１月１４日

召开。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和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精神，听取关

于《常州市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

统管理办法》《常州市加快市属学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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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常州市投资项目核准管理办法》《常

州市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政府采购目录及

标准》《市政府关于加强退役士兵安置

工作的实施意见》《常州市安全生产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实施办法》《关

于提高市区环卫机械化作业覆盖率的

实施方案》等文件制定情况的汇报。

　　第２８次常务会议。１２月３日召

开。听取关于２０１５年城市建设项目

计划安排、市级行政权力事项清理、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中青年专业技术拔尖

人才选拔工作的情况汇报，及《关于促

进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实施

意见》《关于提高市以上劳动模范待遇

的意见》等文件制定情况的汇报，书面

通报了全年全市消防安全情况。

　　第２９次常务会议。１２月１９日

召开。重点听取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的起草说明，听取关于《常州市２０１４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及２０１５年计划安排意见》《２０１５年市

本级预算草案》《常州市市级政府投资

评审管理暂行办法》《常州市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实施

方案》《关于促进我市小微企业转型升

级为规模以上企业的实施意见》《常州

市城镇燃气管道实施保护办法》等文

件制定情况的汇报。

　　第３０次常务会议。１２月２９日

召开。听取《关于深入推进节约集约

用地专项行动的意见（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关于进一步规范常州市市区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的实施意

见》《常州市政务服务“一办四中心”建

设方案》、常州市创建省级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建设规划及建设方案制

定情况的汇报，听取《常州市市级土地

储备管理实施办法》修订情况、２０１４

年常州市科学技术奖评选情况的汇

报，审议通过《常州市控制能源消费总

量工作方案》《常州市煤炭总量控制和

目标责任管理实施方案》《常州市双拥

工作实施细则》。

【政务公开】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认真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深化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

工作，提升政府网站服务水平，着力完

善政务公开体系。市政府被评为全省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先进单位、全省行

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先进单

位、全省优秀政府网站建设单位、省政

府门户网站内容保障工作先进单位一

等奖。

　　政府信息公开。市政府充分发挥

政府网站的政府信息发布第一平台作

用，围绕政府中心工作及社会热点，主

动发布全市性政府重要会议、重要活

动、重大政策信息，全年市级机关通过

市政府门户网站累计发布各类政府信

息７９２０条、政务活动信息５９７４条、重

点工作专题７０个，充分展示政府工

作，使公众及时了解、充分理解和支持

政府的各项工作。认真做好政府信息

依申请公开办理工作，全年全市共办

理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１４００余件，全

部按照规定办结。积极推进行政权

力、财政预决算等重点领域公开，在网

站首页设立专栏公布行政审批事项、

行政权力、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部门

专项资金管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

目录５张清单，全面推行市级政府部

门财政预决算公开工作，进一步完善

“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专题建设。

全年累计发布涉及征地拆迁补偿、保

障性住房、价格收费等方面的信息

１１００余条，市级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

公开数３６３１条。

　　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

２０１４年，围绕纵横梳理权力事项、推

进行政服务项目、用活用实乡镇网络、

系统持续优化提升的要求，实施“三合

一”阳光政务服务平台系统功能提升

工作，做好“三合一”阳光政务平台的

动态调整和下放行政权力事项的承

接，进一步完善全市政务服务体系。

截至年底，全市推送省平台数据４０余

万条，其中市平台２９．６万余条。为加

强政府核心业务的跨部门、跨地区数

据共享，重点建设全市建设项目信息

共享、网上审批系统，提升政府行政审

批效能。

　　基层政务公开。年内，全市基层

政务公开积极推进，市、区、镇街道、村

社区四级政务公开网络进一步完善。

各辖市区所辖镇街道及所属公共企事

业单位信息公开目录的编制及发布平

台建设基本完成，形成全市统一的政

府信息公开目录系统，推动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向纵深发展。

【政府网站建设】　２０１４年，市政府门

户网站群实施三年改造计划，首期整

合２６家政府部门子站，占规划子站总

数的４３％，实现站群内信息互联互通

与共享。加强智慧门户建设，将个人

信息查询、企业信息查询、公共信息查

询３类４０多个查询、申报等系统全面

整合，建成常州智慧门户信息交互综

合查询服务平台，在市政府门户网站

上为公众提供一站式查询解决方案。

加强对政府网站的管理和维护，每天

对１０万余个页面进行扫描，及时发现

并处理政府网站出现的问题。全年市

政府门户网站所有栏目访问总量近

１８００万人次，日均访问５万人次。

【应急管理】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突发事

件形势总体平稳。全市发生各类突发

事件８４３起（不含刑事案件），比上年

下降１８．８６％，没有发生重大、特别重

大突发事件；突发事件死亡１２５人，下

降６０．５７％。自然灾害情况较往年偏

轻，灾害损失比上年明显减少，但灾害

性天气、重污染天气和森林火灾仍有

发生，给全市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

造成一定的影响。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好转，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继续

下降，发生生产经营性事故２３５起，死

亡１２５人，分别下降０．４２％、０．７９％，

直接经济损失２８２１．２３万元，上升

９．６３％。公共卫生形势保持平稳。发

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２８起（除１起未

分级，其 他 均 为 一 般 级 别），上 升

２７．２７％，无死亡病例；全市报告人感

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确诊病例４例，其中

死亡２例，事发地人民政府和卫生部

门严格执行疫情报告制度，及时报告

疫情发生和变化情况。社会秩序稳定

良好，群体性事件稳中有降，发生群体

性事件、重大刑事案件等各类社会安

全事件１２７２余起，下降１５．５３％，没

有发生重大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事

件、群体性事件和恶性刑事案件。

　　应急值守和信息编报工作。建立

健全督查指导、信息报告、应急处置联

动、军地合作等值班工作机制，强化上

下左右沟通联络，增强政府系统值班

工作整体合力。在重要节日、重大活

动、重要会议和敏感时间节点，加强一

线值班力量，全面落实２４小时值班、

领导带班制度等各项值班措施。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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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报告周点评、月通报制度，进一步

优化完善信息报告流程，强化责任部

门信息报告主体意识，强化信息报告

“三核实”（向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单位

核实，向事发地辖市区政府核实，向该

类突发事件牵头处置单位或部门核

实）、“三结合”（通过电话、传真，手机

短信和应急平台综合运用系统三结合

的方式报送突发事件信息）机制，推动

跨地区、跨部门间信息互通共享，落实

牵头部门把关责任，信息报告工作水

平有质的提高。全年《值班专报》向市

委、市政府报送突发事件信息１３９件

次，《常州市突发事件专报信息》向省

政府总值班室报送突发事件信息１２

件次。

　　预案制定和修订演练工作。新制

定２个市级专项预案，圆满完成省地

震局交办的市级、县级地震预案示范

性修订任务，修订完成并印发实施《常

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４个

预案。突出服务市重点工程，督促指

导轨道交通建设部门制定《地铁安全

事故综合应急预案》，完善地铁工程建

设施工安全、地下管线安全运行防范

体系。切实加强预案演练，市应急、防

汛、环保、消防等部门圆满完成防汛抢

险军地联合演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演练以及石油化工单位灭火救援联合

演练３项市级综合应急演练。

　　平台建设和实战应用工作。常州

市依托电子政务内网，率先在全省研

发市级应急综合应用平台，实现省、

市、县三级应急管理工作网络化运行。

实施应急地理信息平台一期建设，完

成应急资源梳理和数据收集工作，初

步实现应急资源信息统一建库管理和

共享；完成互联网舆情监测系统开发

工作，提高通过新媒体获取突发事件

信息的能力，掌握信息收集分析的主

动权。市应急、气象、财政、经信、发改

等部门协调完成预警信息发布平台项

目论证、立项、经费落实及硬件建设。

　　应急宣传。完善应急信息公开，

在应急办网站上开辟公告栏，集中发

布停水、停电、煤气检修和公交路线调

整、水上交通管制等民生信息，方便群

众一站式查询。加大公众宣传教育力

度，组织开展应急知识进广场、进企

业、进机关、进医院、进学校、进社区

“六进”系列宣传活动，分发《应急知识

手册》１０００册、《应急指南》４０００份。

　　应急处突和预防处置工作。市应

急办积极发挥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综

合协调等职能作用，组织相关应急成

员单位切实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工作。会同辖市区党委政府和公安

等部门加强涉稳情报信息搜集研判，

认真落实各项维稳工作措施，较好完

成南京青奥会、ＡＰＥＣ峰会、国家公祭

日等重大活动安保工作，有效防范处

置文化宫时尚莱迪商户不满商铺征收

补偿堵路集访、银河湾第一城部分业

主因不满开发商延期交付多次到市政

府集访等不稳定事端。

　　应急制度和规范管理工作。贯彻

落实《突发事件应对法》，加大相关配

套制度的调研制定工作。创新应急征

用制度。在全省率先制定出台《常州

市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征用管理办法》，

按照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

属地为主的原则，明确应急状态下资

源征用的实施程序，建立相应的补偿

机制，依法保护被征用人合法权益。

创新军地协同机制。以武警水电交通

部队正式列入国家应急救援力量体系

为契机，主动协调驻常州武警水电五

支队，探索驻常州部队与地方应急管

理部门在预案对接、信息互通、联合指

挥、合成演练等方面实现联动的途径

和方法，市应急中心视频会商系统实

现与武警水电五支队的互联互通。创

新联动分级管理。学习借鉴浙江金华

等地建立应急联动机制做法，对全市

应急联动单位进行分级管理，明确各

职能部门应急联动职责，提升联动单

位应急响应速度和处置能力。

【接待工作】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接待办

接待宾客５５３批１９６３２人次。其中，

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７批７人，部省

级领导１２４批１７５人次，各类党政代

表团组５１批次，各类检查组、调研组

５２批次，重要经贸（团组）人士３０余

人次，参与全市大型活动３５次。

（李志刚）

·行政服务工作·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市政务服务中心

全年 办 件 量 ６９８９４３ 件，比 上 年 增

２．３％，群众满意率１００％。

　　提升重点项目服务能力。年内，

市政务服务中心着力强化项目代办，

与１４个重点项目挂钩，实施点对点跟

踪、面对面指导，全程跟踪服务。全年

接洽服务市重点项目３２个，代办服务

２１个。成立施工图联合审查分中心，

集中７个部门展开联合图审，实现“一

门受理、同步审核、限时办结”的运行

目标。以市、区两级政务服务中心为

支点，着力推进重点建设项目的联动

服务。定期组织召开重点建设项目服

务推进会，分析项目进度，研究解决存

在问题，细化落实审批责任；加强市区

两级审批部门与项目建设主体间的服

务对接，快速有效地解决项目推进中

各类涉审问题；畅通审批绿色通道。

　　提优综合服务水平。市政务服务

管理办公室按照“部门处室向窗口集

中，办理事项向大厅集中，审批权限向

中心集中”的基本思路，依法规范事

项，合理配备人员，保证“人随事进，权

随人进”，防止事项审批“多头受理，场

外审批，体外循环”等现象。创新服务

举措。相继推出形式审批、容缺受理

等手段，开设工商注册“证照联办”专

窗，升级“一表制”服务，充实完善涉建

中介机构信息查询系统和中小企业优

惠政策查询系统等。根据青年创业者

需求特点，继续优化“龙城英才”专窗

和青年创业专窗，扩大服务范围，丰富

服务项目，为投资创业开辟绿色通道。

６月起，组织工商、国税、地税、质监等

部门每周２次“一条龙”进驻常州科教

城服务，使之具备独立开具相关证照

的资质和授权。推进窗口标准化建

设，已核准标准化窗口２５个。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２０１４年，市政

务服务中心积极稳妥做好省级下放事

项的“承、接、转”和本级审批事项的

“减、改、放”工作，公布两个批次１４３

个取消或下放的审批事项。完成市级

审批事项目录清单和服务指南的编

纂，明确并公布市级保留事项２１２项。

通过精简优化，共压缩承诺时限５２８

个工作日，压缩率接近２０％，压缩后

的承诺时限总体上占法定时限的

４１．１５％。会同物价部门集中开展对

收费情况的监督检查，有效防止明减

暗增、变相转加等现象，真正起到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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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常州市重要团组出访一览表

时　间 团组名称 参加市领导 人　数 出访任务

３月 赴德国、瑞士经贸团 方国强 ６ 经贸洽谈

４月 赴墨西哥、智利友好团 杨　建 ６ 友好访问

７月 赴土耳其、意大利友好团 赵忠齐 ６ 友好访问

７月 赴俄罗斯、芬兰友好团 朱剑伟 ６ 友好访问

８月 赴毛里求斯、坦桑尼亚友好团 邹宏国 ６ 友好访问

９月 随中共青年政治家代表团赴葡萄牙、德国、法国 费高云 １ 友好访问

各国驻沪总领馆官员体验常州传统手工艺乱针绣　（外办　供稿）

删减、收费压减的作用。推进流程再

造。把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再造作为

推进行政审批改革的关键，针对建设

项目审批的特点和要求，从审批环节、

步骤和规范透明入手，推行联审联办，

不断提高部门间协调配合水平和程序

流转效率，努力实现效能的最大化和

流程的最优化，从而大幅压缩审批周

期，实现“一门受理、集中审查、联合办

理”。加强涉建中介机构规范管理。

年内，常州市行政审批改革领导小组

出台《关于加强建设项目审批中介服

务管理的工作意见》，对涉建中介机构

实施统一管理和信息公开，推行不良

执行行为纪录黑名单制度，提高中介

机构在审批服务中的规范程度和服务

效能。 （陈小鹏）

·外事工作·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外事工作坚

持“为中央总体外交服务、为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的指导方针，紧紧围绕

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积极参与“重

大项目突破年”活动，努力拓展对外交

往，服务引资引智和十大产业链建设。

先后参与新加坡—江苏合作理事会第

八次会议、科技经贸洽谈会、先进制造

技术成果展示洽谈会等重大涉外活动

的服务工作；完成中国常州—德国埃

森双边合作论坛、２０１４常州（香港）产

城融合发展推介会等十多场境外活动

的相关任务；邀请中国驻德国法兰克

福副总领事邢伟平、驻瑞士苏黎世总

领事毛静秋等驻外使节，以及中央人

民政府驻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

办公室、外交部特派员公署领导出席

相关活动。组织参加印度古吉拉特邦

上海投资说明会、纺织行业交流会、墨

西哥—中国商贸论坛、苏港企业合作

对接会、苏港合作论坛、转型升级香港

博览等活动，举办了荷兰蒂尔堡市投

资说明会、俄罗斯企业产品推介会、

“同根同心·共创双赢—２０１４香港巡

回展览———常州站”活动。

　　打造“外事服务ＢＲＴ”品牌，设立

绿色通道。推进中德创新园区、中以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中芬绿色科技产

业园、中荷航空产业发展合作园区等

中外合作示范平台建设，全年组织４

场次“三进三送三提高”（进企业、进基

层、进社区；送政策为企业谋发展，送

信息为企业觅商机，送服务为企业、为

市民解难题；提高外事服务中心工作

的有效性，提高外事为民的可及性，提

高城市功能的国际性）专题活动，向园

区和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到会企业累

计２００多家。

　　修订《常州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工作预案》，处理各类涉外案（事）

件１６起。完成在利比亚新一轮冲突

中常州籍人员的撤离工作。组织参与

“茶文化·艺术品沙龙”“绿色骑行”等

在常州境外人士才艺展示系列活动。

常州市荣誉市民海纳·温康纳、康明

杰分获“江苏省荣誉公民”称号和江苏

国际合作贡献奖。

【因公出国（境）和外国人来华管理】　

２０１４年，市外事办贯彻落实中央、省

委加强党政人员因公出国（境）管理有

关规定，修订完善《因公临时出国（境）

管理实施细则》，开展清理因公出国

（境）专项行动，加强团组管理，严格落

实行前外事教育、出访信息公示等制

度规定。全年批准因公出国（境）团组

３２２ 批 １０７６ 人 次，比 上 年 下 降

３０．６％，其中党政干部５７７人次，下降

３０％。全年办理因公护照、港澳通行

证８２１人次，办理签证５９５人次，签证

成功率１００％。办理ＡＰＥＣ商务旅行

卡１１０批２２５人次，办理外国人来华

授权单位邀请函２７４９人次。

【重要来访】　２０１４年，市外事系统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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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团组名称 参加市领导 人　数 出访任务

１０月 赴巴西、智利经贸团 戴　源 ６ 经贸洽谈

１０月 赴丹麦、芬兰友好团 孙永明 ６ 友好访问

１０月 赴英国、法国海外社团建设和招才引智团 张　跃 ６ 开展海外社团建设和招才引智活动

１０月 赴澳大利亚、新西兰友好团 杨平平 ６ 友好访问

１０月 赴德国、瑞士、意大利招商团 阎　立 ６ 招商洽谈

１０月 赴德国经贸团 徐光辉 ５ 中德创新园区项目合作推进

１０－１１月 赴美国、加拿大文化合作洽谈团 徐　缨 ２ 文化合作洽谈

１１月 赴瑞士、土耳其合作交流团 张春福 ５ 科技和人才合作交流

１１－１２月 赴英国、以色列经贸团 张耀钢 ６ 农业水利项目合作洽谈

１２月 赴德国、丹麦经贸团 韩九云 ５ 经贸洽谈

待外宾１７７批１１５１人次，其中省部级

以上外宾６批１０８人次、外国驻华使

领馆官员３２批２０２人次、国际友好城

市团组３５批２０５人次。年内，巴勒斯

坦民族解放运动干部考察团、俄罗斯

托木斯克州代表团、坦桑尼亚代表团、

俄罗斯联邦布良斯克州副州长兼统一

俄罗斯党州主席伊万诺夫·米哈伊尔

·米哈诺维奇、２０１４年第五批越南党

政干部考察团、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

表团前团长利凡里尼先后到访常州。

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推进会　（法制办　供稿）

【国际友好城市工作】　２０１４年，常州

市与德国埃森市、加拿大尼亚加拉瀑

布市缔结友好城市，市级友好城市累

计２３个，辖市区友好城市１５个。３

月、１０月，常州市两次在德国埃森市

举办活动，推进与埃森市的经贸交流，

双方签署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中德创

新园区项目深入合作协议，设立企业

投资服务平台常州科技经济发展中

心、中德城镇化技术中心等机构。荷

兰蒂尔堡市布拉邦中心管委会和常州

国家高新区航空产业园合作设立中

国—荷兰航空产业发展合作园区，推

进双方航空产业合作。在２０１４年中

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上，常州市再次

被授予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合作奖。

【新加坡—江苏合作理事会第八次会

议在常州召开】　１０月２８—２９日，新

加坡—江苏合作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在

常州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江苏省省

长、理事会江苏方主席李学勇和新加

坡教育部长、理事会新方主席王瑞杰

共同主持会议。新加坡驻上海总领事

王首毅参加会 议。理 事 会 听 取 了

２０１３年新苏第三轮合作备忘录签署

以来双方合作情况的汇报；新苏双方

签署合作协议１５项，涉及金融创新、

智慧城市、养老服务、环保、医疗、商贸

物流、装备设计及制造、企业并购等领

域。代表团考察了福隆医用材料（中

国）有限公司、隆英（金坛）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和常州科教城。 （王耀峰）

·政府法制工作·
【领导干部学法】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坚

持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市政府常

务会议结合户籍制度管理和政府投资

体制改革等重大政策措施的出台，三

次集体学法。市政府法制办定期举办

公共法律知识培训班，３００多名市级

行政执法人员接受培训；与市委组织

部联合举办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专题培

训班，市级各行政执法部门分管领导

和法制机构（办）负责人参加培训。

【行政执法】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继续推

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席应诉制度。市

政府法制办、市委政法委和市中级法

院出台《常州市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

诉讼出庭应诉规定》，并于９月３日召

开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

应诉工作推进会。年内，在市法院开

庭审理的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率９５．１％，比上年上升近

１２个百分点。继续加大执法案卷评

查力度，重点评查３２个部门提交的

９４份行政许可案卷，首次评选出市卫

生局卫生许可和烟草局专卖零售许可

等２０１４年度十佳行政许可案卷。６

月２７日，全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工作推进会在常州召开，市政府法

制办与市检察院建立的“两法衔接”工

作机制在会上介绍了经验。新北区、

武进区横山桥镇、市公安局等２８家单

位成为市级依法行政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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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　２０１４年，市政府法制

办审核市委、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和政

策措施４６件，审查辖市区政府和市级

机关报备规范性文件２６件，报省政府

备案１５件，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１５

件，报 备 率、及 时 率、规 范 率 均 为

１００％。全年办理国家、省、市有关部

门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其

他政策措施征求意见稿１６３件，８次

配合省有关部门开展立法调研。

２０１４创业之桥———第十一届海外人才常州创新创业洽谈会　（侨办　供稿）

　　建立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措施起

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政策措

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市政府法制办

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团作用，在出台公

共政策过程中邀请法律顾问团成员参

与文稿的合法性审查，并请法律顾问

团成员对辖市区政府和市级部门报备

的重要文件进行书面审查。同时，召

开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专家点评会，

提高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和合法性。

　　加强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市政府

法制办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以市政府名

义颁发的４７件规范性文件开展后评

估工作，确定失效１件、废止１件、修

改２件、有效４３件。同时，根据省商

务厅和省法制办关于消除地区封锁专

项清理的要求，组织开展集中清理工

作，废止含有涉及地区封锁文件５件，

停止执行１件。

【行政复议】　２０１４年，市政府法制办

加强机构队伍建设，成立市行政复议

中心，并组建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

对重大复杂案件进行审理。在案件办

理过程中，坚持“依法有据，严谨规范，

慎重稳妥”的原则，探索建立行政复议

后评估机制，努力提升行政复议工作

水平和社会公信力。全年收到行政复

议申请２５０件，其中，受理２３２件，不

予受理１６件，告知申请人向其他机关

申请复议２件。在审结的案件中，维

持８２件，终止２８件，驳回复议申请

５９件，撤销１件。

【行政调解】　２０１４年，市政府法制办

加大行政调解力度，在办结的行政复

议案件中组织调解５２件，调解７８次，

涉及１５６人次，调解成功２８件，调解

成功率５４％。联合常州仲裁委分别

与工商、物价、质监和房管部门搭建消

费、价格、质量、物业服务纠纷调处平

台，将社会矛盾纠纷引入法治轨道，合

力化解矛盾纠纷。 （黄赤辉）

·侨务工作·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侨办系统组

织和接待到常州华侨华人８５８人次、

科技交流３６５人次；新缔结国内侨务

工作友好城市８个，累计２３个。１０

月，由市委统战部、市侨办、市侨联牵

头，英国常州联谊会和法国常州联谊

会分别在英国、法国成立。

【引智引资】　２０１４年，全市侨办系统

邀请接待高层次人才和投资考察团组

人员３００多名。举办第十一届创业之

桥———海外人才常州创新创业洽谈

会，邀请１３个国家（地区）的６２名海

外高层次人才携高新技术项目参会，

达成意向合作项目２４个，并有数个项

目在常州落户。邀请美国、英国、加拿

大等国的４０多名高层次海外人才组

团到常州与园区、孵化器进行专题对

接洽谈，数名人才与常州达成初步合

作意向。会同市人才办、创意产业园、

三晶产业园、科教城参加在武汉举办

的２０１４年华创会，向参会海外人才宣

传推介常州“龙城英才计划”３．０版。

围绕常州市十大重点产业，邀请加拿

大安大略省江苏商会、南非江苏同乡

会、泰国泰中友好协会、日本国际协力

银行等海外社团协会的６５名侨商侨

领、外籍友人到常州考察项目、洽谈

合作。

【为侨服务】　２０１４年，市侨办受理华

侨华人和归侨侨眷来信来访１５件次、

“三侨生”（在校学习的归侨学生、归侨

子女、华侨在国内的子女）身份认定２

件、华侨回国定居４人次、华侨身份确

认７人次。与江苏铭勤律师事务所签

订法律顾问及咨询服务合同，为归侨

侨眷、侨商侨企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服务。会同市教育局继续做好沈有国

助学基金发放工作，资助学生１１６人，

资助金额３８．２万元。该基金已累计

发放助学款１４９．９万元，资助学生

５０７人次。向４８名企业退休归侨发

放补助金１１．４２万元。

【侨务宣传】　２０１４年，市侨办借助海

外华文媒体力量宣传常州，努力提升

城市形象。分别在法国《欧洲时报》、

澳大利亚《大洋时报》和《大洋日报》上

刊发常州专版，宣传溧阳市、新北区、

天宁区和钟楼区，涵盖区情侨情、产业

特点、园区建设、投资创业环境、人才

政策、文化交流等内容。联合江苏省

常州高级中学举办“回家过节———海

外华裔青少年弘扬江苏文化行”常州

冬令营，澳大利亚、加拿大、奥地利和

中国香港的５０名学生受邀参加，在冬

令营里学习中华文化、进入中国家庭、

感受风土人情。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

成为江苏省华文教育基地。（蒋　毅）

【侨联概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各级侨联

组织接待海外侨胞、客商２４批５８６人

次；走访慰问归侨侨眷３４０人次，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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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问金２７万元；成功引进项目４个，

达成初步合作意向１０余个。全市各

级侨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提案

和社情民意１００多件。９月２２日，

《市委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新形势下侨联工作的实施意见》出台。

１２月４日，市委就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侨联工作召开全市侨联工作座谈

会。４月２４日，常州市侨界青年联谊

会第四次理事大会召开并完成换届。

７月和９月，武进区侨商联合会和侨

界青年联谊会先后成立。４月１５日，

市侨联与武进区政府联合承办中国侨

联品牌活动“创业中华”———２０１４侨

资侨智对接交流会，来自２０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１００多位海内外嘉宾参加活动。

常州方志馆　（常州日报　供稿）

　　服务社会。年内，各级侨联组织

和侨商会加强调研，形成《深入实践群

众路线，助推侨企健康发展》《关于溧

阳市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的思考》等调

研报告。进一步在资金人才、厂房租

赁、科技创新等方面给予侨商企业和

海归企业协调与帮助，法律顾问委员

会多次为溧阳市、新北区等侨资企业

提供新三板法律咨询服务。鼓励侨商

回馈社会。通过各种方式捐资助学，

为几十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和残疾

学生送去关爱和帮助；联合市钢琴学

会、市音乐家协会、常州三益琴行和侨

界青年，两次赴大别山，为大山里的孩

子送去优质的音乐课，并与学校签订

音乐课、鼓号队乐器捐赠及队员、师资

培训等协议；市侨联成立省侨联公益

基金 会 常 州 分 会，全 年 收 到 捐 款

１１．７９万元。

　　服务侨胞。继续实施以“为企业

退休老归侨订一份报纸、送一份年货、

组织一次体检、举办一次聚会，为年满

７５周岁的老归侨过一个生日”为内容

的“五个一”关爱工程，落实有特殊困

难必访、有重大疾病必访、家遇丧事必

访，做好空巢家庭的结对帮扶工作，组

织健康讲座、暖侨敬老进社区、教师节

座谈、参观现代传媒中心等活动，丰富

归侨侨眷精神文化生活。全年全市各

级侨联接待来电来信来访 ６５ 件，

１００％办结。 （滕　波）

·地方志工作·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市地方志办认真

贯彻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

神，紧扣存史、育人、资政职能，扎实推

进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等各

项工作。

　　方志征编获得新成果。《常州市

志（１９８６—２０１０）》完成分纂提升，通过

专家审读；《常州通史》完成初稿；《口

述常州》第３辑出版；《常州市编史修

志志》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

　　方志宣传拓展新载体。常州方志

馆于１０月２８日建成开馆，成为宣传

地方志、普及常州历史文化的新载体。

《龙城春秋》和《常州年鉴》改变发行方

式，扩大受益覆盖面，面向社会免费

赠阅。

　　方志研究取得新进展。１月２３

日，市地方志年鉴学会第五次会员代

表大会召开，圆满完成换届选举，收到

学术论文３９篇。积极参加方志理论

研讨，２篇论文入选古代方志名家学

术研讨会，《地缘与常州三大方志名

家———洪亮吉、李兆洛、孙星衍的方志

编纂实践》作大会发言；８篇论文入选

《第四届江苏省地方志学会论文选编》。

【常州方志馆建成开馆】　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市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研究明确，将

位于前后北岸历史文化街区的管干贞

故居西侧辅房改造布馆，建设成常州

方志馆，并确定市地方志办为项目组

织方和责任单位。建设期间，市地方

志办开展广泛调研，先后走访调研苏

州、无锡、扬州、泰州、余杭、上海等地

方志馆，邀请常州文史专家、大学教

授、市部委办局相关负责人和长期从

事地方文史研究工作的离退休老同志

２００余人次参与策划研讨，先后组织

召开方志馆主要板块和文案咨询会、

论证会、审稿会５０多场。１０月２８

日，常州方志馆正式开馆。方志馆结

合建筑特征，通过志、地、城、人、文、

魁、研七大主题，用互动、体验、感知等

布设“听得懂、想了解”的志书史料和

地情信息。市地方志办专门组织３名

义务讲解员为市民免费讲解，并在《龙

城春秋》《常州日报》《常州晚报》《现代

快报》等多家省、市媒体用专刊、专版

宣传介绍方志馆，弘扬常州人文精粹。

截至年底，常州方志馆接待参观者

８７００余人。

【《常州通史》编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

继续推进《常州通史》的编撰工作。确

立全面以史学专家为参与主体的“专

家主持、专家撰写、专家评审”的成书

思路，由国内知名史学专家及本地文

史专家参与撰稿，确定撰稿人１２名；

实行学术主编负责制，确定中国史学

会副会长、研究员熊月之担任学术主

编。年内，《常州通史》课题组分别在

常州、上海邀请文史界有关领导、专家

学者举办纲目、凡例讨论会４场；出台

《〈常州通史〉编撰要求》，对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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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格式、资料运用等作统一规范；组

织开展古代卷、现代卷撰稿人会议，交

流编撰进度及撰稿过程中遇到的具体

问题。至年底，各撰稿人已基本完成

初稿。

【《常州市志（１９８６—２０１０）》编纂】　

２０１４年，市地方志办加速推进《常州

市志（１９８６—２０１０）》编纂工作，出台

《〈常州市志（１９８６—２０１０）〉分纂工作

方案》，成立９人组成的市志编纂工作

小组，强化目标管理，分卷到人，集中

攻关。采取多种举措，提升编纂质量。

印发《〈常州市志（１９８６—２０１０）〉编纂

规范和行文通则》；举办市志编纂培训

班，特约专家授课，市志分纂牵头人、

特约编审人和部分市级单位、辖市区

及镇、街道的修志人员共８０余人参加

培训；召开为期３天的专家审读会，特

邀省内从事省志、市志编纂工作的７

位专家对志稿集中进行审读，提出具

体意 见。至 １２ 月 底，《常 州 市 志

（１９８６—２０１０）》５０卷分纂提升工作基

本完成。

【《常州市编史修志志》出版】　２０１３

年１０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常州市编史修志志》是江苏省内第一

部公开出版的编史修志志，于２００９年

５月启动征编。全志４５万字，图照

１０８幅，记录１９８１年至２０１１年常州

史志事业的发展历程，展示常州史志

工作的成果。

【《常州年鉴（２０１４）》出版】　１０月，

《常州年鉴（２０１４）》出版。全书１００万

字，设类目３３个，着重反映常州市加

快转型升级、狠抓项目建设、注重产城

融合、推动生态文明、统筹城乡发展、

着力改善民生过程中的各项重要活动

和重大事件，突出记载第八届中国花

卉博览会、２０１３年常州市重点工程和

建设项目及２０１３年十件为民办实事

项目，收录最新版常州市区和常州市

域地图。为纪念大运河申遗成功，《常

州年鉴》以清代王所作的《康熙南巡

图常州府》为主要素材，对全书重新进

行了装帧设计，凸显江南名城特色。

【第十五次全国地州区县年鉴研讨会

在武进召开】　１０月１５—１６日，由中

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主办、常州市

武进区地方志办公室承办的第十五次

全国地州区县年鉴研讨会在武进召

开，来自全国２６个省（直辖市、自治

区）的地州县区年鉴编纂单位代表

２４８人参加会议。本次研讨会主题是

“规范为本、创新为要”。中国版协年

鉴工委主任许家康、副主任莫秀吉作

主题报告，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常

州市武进区地方志办等６家单位交流

发言，与会人员围绕年鉴编校的实践

与思考、年鉴组稿的改革与创新等方

面进行研讨。研讨会还同时举办全国

年鉴展示，展出全国各地最新年鉴近

百种。 （王　静）

·市机关事务管理·
【机关事务管理】　２０１４年，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完成市

发改委等２１家单位资产处置和调拨

３８批次；协助报废、拍卖处置财政定

点车辆４０台。对照国标《固定资产分

类与代码》信息，指导３５家相关单位

按时完成信息代码转换工作。完成到

期收回公有房屋出租３件，与１３家服

务单位签订新一轮服务用房合同。

　　加强办公用房管理。开展办公用

房清理整改“回头看”，进一步深化全

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清理整改成果，

市级党政机关（含行政中心外单位）调

整或腾退办公用房近５００间，面积约

１．３４万平方米。

　　加强机关财务管理。完成３８家

预算单位的银行账户年检、“小金库”

专项治理、“三公”经费专项审计调查

等工作。全年全系统暂停各类物资采

购２１ 批次，压缩办公经费开支约

３６．７万元。

　　加强公共节能管理。认真做好

１９６９家公共机构能耗统计工作，对市

创意产业基地等１０家重点用能单位

开展执法专项检查。积极推进公共机

构节能改造，推广使用高效照明灯具

１８万只。深入开展节能宣传公益活

动，编印《机关节能小常识》宣传画册

８５００本，发放 ＬＥＤ灯２０００只，发送

公益短信６０００多人次。市行政中心

物料耗材费用、电和气用量合计标煤

量、自来水用量分别下降８％、８．５％、

５．１％。

　　加强公务用车管理。做好市药监

局等单位的公车编制核定工作。研究

出台大气重污染情况下公务用车限行

规定，建立市级机关及事业单位车辆

限行呼叫平台。同步做好公务用车制

度改革准备工作，完成市级机关１２７

家涉改单位各类信息的统计工作。

【后勤综合服务保障】　全年接待各类

会议１．４万场次，累计超３８万人次，

场次、人次分别比上年增加４．８％、

７．９％。加大水电气、机房、空调、电

梯、管线的管理维护，共巡查巡检２．８

万余次，完成故障维修、绿化养护、卫

生保洁等１．６万余批次；接受消控中

心指令处置各类报警６６次，应急处置

各类信访、意外着火、电梯故障等突发

事件５００多起，更换灭火器、维修探头

等６８０余件，没有发生严重的安全事

故。深入开展厨师技能大赛，组织“我

与食堂面对面”服务质量测评活动，向

机关就餐人员发放食堂服务质量测评

及意见征询单，测评显示综合满意率

９８．０８％。在行政中心各类会议室、办

公室、电梯间等公共场所，张贴禁烟宣

传标语、节能标志和指示牌近１１０处，

向各单位发放禁烟宣传图册等近

１５００余份。 （薛卫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常州市委员会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市政协召开常委

会议４次、主席会议１０次，对推进社

区（村）减负增效、食品安全监管、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等重点课题进行专题协

商，提出对策措施。组织开展“关注实

事项目、促进民生幸福”专项民主监督

活动，就城中村、低洼地、危旧房改造

和住房保障工程、智慧城市、生态绿城

等民生实事项目提出意见建议。组织

开展全市重点工程（工作）、饮用水安

全、产学研协同创新、侨眷企业二次创

业、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行政执法、创

意产业发展、政府工作等视察和情况

通报活动，促进委员知情明政，增强委

员参政议政针对性和有效性。围绕

“深化改革促发展”主题，集中开展委

员界别月活动，推动界别整体协商；发

挥界别专业优势，深入推进界别协商；

组织委员企业家沙龙、政策解读等活

动，使界别协商更加经常化、更有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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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建立以“一号提案”和重点督办提

案为统领的提案办理协商机制，推动

办理质量整体提高，市政协十三届三

次会议以来立案的提案全部办结，直

接采纳解决和列入计划解决比例

８７％，办 理 满 意 率、基 本 满 意 率

１００％。认真做好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及时了解反映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

意愿诉求，全年编报《社情民意信息》

简报８７期，为党委政府研判形势、科

学决策提供参考。

【政协常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　１月６—８日召开。到会委员

３９２人，收到提案３４８件，立案３０１

件。市政协副主席居丽琴主持开幕

式，市委书记阎立作重要讲话，市政协

主席邹宏国作常委会工作报告，市政

协副主席赵忠齐作提案工作报告。会

议期间，委员们围绕产业发展、区域协

调发展、民生幸福工程、社会治理、历

史文化名城建设等主题进行联组讨

论。会议增补白冰天、杨琪、张双庆、

胡静、徐靖德、黄勇、章卫忠、谢海、潘

冬铃为十三届市政协常务委员，通报

了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以来优秀提

案和２０１３年度优秀社情民意信息，审

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州

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市政协常委会议】　第九次常委会

议。１月８日召开。会议听取市委常

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跃关于市政协

十三届委员会人事安排的情况通报并

进行协商，同意将白冰天、杨琪、张双

庆、胡静、徐靖德、黄勇、章卫忠、谢海、

潘冬铃提名为市政协十三届委员会常

务委员候选人提交大会选举。决定人

事任免事项。听取大会秘书长盛克俭

报告各委员小组讨论情况。审议通过

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选举办法草

案，确定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

审议通过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决议

草案。

　　第十次常委会议。３月２６日召

开。会议专题协商《关于推进社区

（村）减负增效的对策建议》课题。市

长费高云，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蔡

骏，副市长张云云到会听取委员们的

意见建议，蔡骏介绍有关情况。会议

传达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精神，

通报２０１４年市政协工作要点。

　　第十一次常委会议。９月２３日

召开。会议专题协商《深化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课题，市委副书记戴源、副

市长张耀钢到会听取委员们意见建

议，并分别介绍有关情况。

　　第十二次常委会议。１２月１８日

召开。会议听取市政府秘书长徐新民

关于市政府办理市政协提案工作的情

况通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韩九云

讲话；听取副市长王成斌关于常州市

工业经济发展的情况通报；审议市政

协十三届常委会工作报告送审稿和市

政协十三届常委会关于三次会议以来

提案工作情况报告送审稿；审议有关

人事事项和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会

务事项。

【市政协主席会议】　第１６次主席会

议。１月２３日召开。会议传达省政

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精神，审议市政协

２０１４年度工作要点，各专门委员会、

室主要活动安排及各专门委员会

２０１４年活动计划，通报举办常州市各

界人士迎新会有关事项，协商确定将

《狠抓提质增效，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

级》作为市政协２０１４年“一号提案”。

　　第１７次主席会议。３月４日召

开。会议审议市政协社会法制与民族

宗教委员会《关于推进社区（村）减负

增效的对策建议》（送审稿），审议市政

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重点督办提案方

案、市政协领导联系镇街道政协工委

工作制度和安排方案及２０１４年市政

协委员学习日活动方案。商定召开市

政协十三届十次常委会议相关事宜。

　　第１８次主席会议。５月１５日召

开。会议审议市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

《强化餐饮业监管，保障“舌尖上”安

全———关于我市餐饮食品安全工作情

况的调研报告》（送审稿）和市政协委

员界别活动月方案，通报市政协机关

干部人事事宜。传达学习全市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进会精神，总

结市政协党组和机关第一环节教育实

践活动情况，讨论进一步推进教育实

践活动事宜。

　　第１９次主席（扩大）会议。６月６

日召开。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城

乡社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蔡骏通报社

区（村）减负增效工作情况。会议听取

市政协党组作风建设情况通报并再次

征求意见。

　　第２０次主席会议。７月２５日召

开。副市长方国强通报《常州市产城

融合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征求意

见稿）和《常州市产城融合发展规划》

（征求意见稿）有关情况并进行协商。

会议研究讨论市政协党组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制度，通过《市政

协党组学习制度》《关于进一步加强政

协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工作的意

见》《关于进一步改进和深化调研工作

的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机关

作风建设的若干规定》。

　　第２１次主席会议。８月２１日召

开。会议审议市政协城乡建设与人口

资源环境委员会《深化环境综合治理，

推动美丽常州建设———关于“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的调研报告》（送审稿）和

市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盘活“三块

地”，激活“一盘棋”———关于深化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和建议》（送审

稿），商定召开市政协十三届十一次常

委会议的相关事宜。传达全市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参加单位“一把

手”推进会精神，总结市政协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二环节工作情

况，通过第三环节工作安排方案。

　　第２２次主席会议。１０月１４日

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人民政协成立６５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审议市政协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方案和纪念人

民政协成立６５周年暨市第十次政协

工作理论研讨会方案，通报驻常州省

政协委员赴盐城市异地视察方案。

　　第２３次主席会议。１１月４日召

开。会议学习传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精神，审议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关于

《做好我市新增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

段保护利用的建议》的调研报告送审

稿，审议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筹备

事宜。

　　第２４次主席会议。１１月２６日

召开。副市长史志军通报市政府关于

２０１５年度建设项目安排情况。邹宏

国主席讲话。

　　第２５次主席会议。１２月１１日

召开。会议审议市政协十三届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送审稿和市政协十三届

常务委员会关于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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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情况报告送审稿，审议召开市政协

十三届四次会议有关事项，审议市政

府工作情况通报会召开事宜和市政协

委员集中视察方案（建议），审议人事

事项。 （曹捷程 蒋华东）

中国共产党常州市

纪律检查委员会

（常州市监察局）

【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１４年，全市各级

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简称

“两个责任”），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取得新成效。市委制定《关

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

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明确党委

领导班子的集体责任９项、领导班子

成员的个人责任５项、纪委的监督责

任６项清单，建立责任报告制度、党委

负责人向全委会述廉制度、党政正职

接受评议制度等９项保障措施，形成

有常州特色的落实“两个责任”制度体

系。市委主要领导主动接受省纪委清

风扬帆网在线访谈，对全市１０５家直

属单位党委（党组）书记、纪委书记（纪

检组长）就落实“两个责任”进行集体

约谈。由市委、市政府领导带队，对

１６个地区和部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情况进行检查考核。严格责任

追究，全年实施问责追究９起。组织

开展“三化九责两落实”（三化：细化、

深化、强化；九责：分责、明责、定责、诺

责、述责、评责、考责、督责、问责；两落

实：落实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

任）工作，在全市分类分层次建立４０

个联系点，以点带面推动责任落实。

各级党委、纪委结合工作实际，采取扎

实有效举措，层层传导压力，不断健全

市、辖市区、镇街道三级责任体系。

【行政监察工作】　２０１４年，全市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的再监督、检

查的再检查”理念，加强对职能部门履

行监管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有

关部门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部

署。加强对全市重点投资项目的督促

检查，对２０１４年全市１６６项重点投资

项目进行分类梳理、跟踪督查，推动重

点工作落实。不断丰富完善《政风热

线》电台直播、电视录播、报刊点评、网

络互动“四位一体”联动模式，及时回

应群众诉求，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全年市级《政风热线》播出节目２８０

期，为民办实事５６７９件。督促各地各

部门切实抓好中央和省委巡视组反馈

意见的整改落实，充分发挥巡视的震

慑作用。强化监督问责，促进政府部

门依法履职。组织开展行政执法责任

追究专项行动，对３起案件进行调查

问责。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食品药品

安全、生态环境等领域损害群众利益

的问题，对３起安全生产事故进行调

查，对事故背后的违纪违法行为进行

处理。发挥“三合一”电子监察平台作

用，全年平台办件１０２．４１万余件，监

察人员入网监察１０３３２次，发送督办

通知书１５４０份，受理投诉１３１件、建

议６４件、咨询６９１件（含网上咨询）。

【作风建设】　２０１４年，全市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健全完善党委、政府和纪委

联动督查机制，及时受理群众信访举

报、相关部门移送以及媒体反映的问

题线索，严查违纪违规行为。全市查

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５３起，

处理７５人，其中党纪政纪处分２４人。

对１５起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

例，进行点名道姓通报，强化了警示震

慑效果。从严禁公款购买月饼、贺年

卡，严禁到风景名胜区开会，严禁党员

领导干部到私人会所活动等具体事情

入手，抓住春节、“五一”、中秋等重要

时间节点，连点成线，持续发力，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得到有效落实。以开展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

契机，组织开展反浪费反奢侈、“三公”

经费及会议费使用、“会所中的歪风”

等专项整治，全市党政机关因公出国

出境、公车购置与运行、公务接待费用

分 别 比 上 年 下 降 ２８．３％、１２．３％、

１２．４％。

【惩防体系建设】　２０１４年，市纪检监

察机关制定出台贯彻落实中央、省委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五年工作规划的

实施意见，不断健全完善惩治和预防

腐败基本制度。在全市开展预防腐败

提升工程，通过教育引导、正风治本等

预防举措，不断将全市预防腐败工作

引向深入。组织市反腐倡廉研究专家

库成员开展热点难点问题理论研究，

编著《调研与思考》，为全市党风廉政

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发挥纪检监察派

驻机构职能作用，加强对驻在部门领

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加强对全市

重点项目、政府公共资金管理使用等

情况的监督检查，有效促进了主责部

门认真履职。组织开展１００多场“走

基层”宣讲活动，受教育党员干部３万

余人次，完善“荷廉清韵”廉政文化导

航路线，不断营造廉荣贪耻良好氛围。

实施重要案件通报制度，及时发布案

件查处信息３１件，向全社会释放执纪

必严的信号。坚持教育和管理并重，

强化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意识，全市党

员干部主动上交礼金、礼券、购物卡

３１１．３５万元，上交“５１０”廉政账户

１７１．７２万元。

【案件查处】　２０１４年，全市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坚持有案必查、有案查好，坚

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全市纪检监察

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２１５７件（次），比

上年上升６４．９％；立案５５０件，涉及

县处级干部１５人、乡科级干部５７人；

结案５４２件；给予党政纪处分５３３人，

移送司法机关１９人，挽回经济损失

４７３６．５６万元。严肃查处孟建国、陈

马良、张传兴等一批有影响的案件。

协助市委认真抓好中央、省委巡视组

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对两级巡视组移

交的６４３件信访件进行认真办理，全

年通过巡视线索查办８０人。推行“系

统查、查系统”办案模式，积极拓宽案

源线索，严肃查处常州有线信息网络

系统１７人违纪违法案件。坚持抓早

抓小，通过诫勉谈话、函询等方法，对

反映党员干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早提醒、早处理。通过调查核实，为

５３名党员干部澄清事实。畅通信访

渠道，加强线索管理，强化办案监督，

规范办案流程，增强安全意识，严格依

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深化审理程序

改革，开展案件审理质效提升工程规

范年活动，积极推行案件联合审理、交

叉审理、简易程序审理和案件质量检

查考评工作，全市查办案件质量得到

明显提升。

【市纪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

　２月１２日在市行政中心召开。市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沈斌代表市纪委

常委会作《把握职责定位，强化执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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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以改革创新精神开创反腐倡廉建

设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市委书记阎

立在全会上讲话。他强调，要坚持再

接再厉、乘胜前进，改进作风不松懈；

要坚持有力惩治、有效预防，防治腐败

“两手硬”；要坚持严格制度、深化改

革，创新机制聚合力；要坚持上行下

效、令行禁止，严明纪律保畅通。全会

审议通过工作报告和全会决议。

【纪律检查体制改革】　２０１４年，市纪

检监察机关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和市

委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研究制

定《常州市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

施方案》，确定加强和改进对领导干部

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落实党委（党

组）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主体责任、落

实纪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监督责

任、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加快落实市纪委向市级机关派驻纪检

机构、加强和改进巡视联络工作、健全

党风廉政建设制度体系７个方面４０

项改革任务。坚持立行立改，大胆尝

试，积极探索，各项改革任务按照时间

进度要求有序推进。按照深化“转职

能、转方式、转作风”要求，对市纪委、

监察局参与的１６３个议事协调机构进

行第二轮清理，保留或继续参与１２

个，精简率９２．６％。清理和规范纪检

组长、纪委书记职责分工，纪检组长、

纪委书记不再分管其他业务工作。聚

焦主业主责，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推进

纪委、监察局机关内设机构调整优化。

组建组织部、宣传部、党风政风监督

室、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纪检监察室

由２个增加到４个，执纪监督部门数

占内设机构总数的７０％，从事执纪监

督一线业务工作人员数占总编制的

６０％。

【纪检监察开放日】　７月３１日，市纪

委、监察局举办纪检监察开放日———

走进金坛活动，搭建与社会各界良性

互动平台，消除神秘感，提高透明度。

活动主题是“阳光纪检，同心促廉”，这

也是该活动第一次走进基层纪检监察

机关。参加活动的市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市级机关干部代表、党风监督员

和特邀监察员代表、非公企业代表、基

层群众代表、新闻记者等５０余人“零

距离”了解纪检监察工作。市委常委、

纪委书记沈斌出席活动。活动中，代

表们听取了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推进反

腐倡廉建设情况介绍，参观了金坛市

廉政教育基地清风正气馆、金坛市纪

委办案点、省级廉政文化示范点金坛

烟草局，并观看了金坛市纪检监察工

作情况专题片。

【清风讲坛】　２０１４年，市纪委、监察

局着力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开设

清风讲坛，为全市纪检监察干部搭建

学思践悟平台，促进履职能力提升。９

月２９日，清风讲坛举行启动仪式暨首

场专题讲座，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沈斌

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清风讲坛重点

围绕提高政治素养、拓展宏观视野、把

握形势任务、探索热点难点、培训业务

技能、交流创新实践等方面设置选题，

分期分批邀请上级纪委领导、辖市区

纪委书记，高校（党校）、市有关部门的

专家领导，市反腐倡廉研究专家库成

员，委局机关主要业务室负责人走上

讲坛，为市纪委、监察局机关和派驻机

构全体干部及辖市区纪委、监察局领

导作专题讲座。 （叶百泉）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常州市委员会·
【概　述】　２０１４年，民革常州市委新

发展党员２０名，年末党员总数２９６

名。新北区基层委员会和戚墅堰区基

层委员会相继成立，天宁区总支、钟楼

区总支完成换届并更名为基层委员

会。７月，民革常州市委七届十一次

全委（扩大）会议召开，审议通过《民革

常州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自

身建设的意见》。民革常州市委被评

为２０１３年度为民革省委提案工作作

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衷共济—民革

常州市委成立３０周年纪念特刊》和江

苏美利隆文化传媒公司的微电影《爱

马上回家》被列入２０１４年度常州同心

文化重大成果。

　　思想建设。强化政治交接，深入

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

习实践活动，举办学习和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知识竞赛活动，组织

党员赴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李宗仁纪

念馆、朱蕴山纪念馆等民革党史基地

参观学习，提升党员政治素养。

　　参政议政。１月，民革常州市委

在政协常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上作《抢抓机遇、突破瓶颈，全力

推进县域经济快速崛起》的联组发言。

“两会”期间，民革各级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提交集体提案５件、个人提案议

案４１件，其中２件提案被评为市政协

优秀提案。全年完成调研课题４篇，

报送各类信息１０３条，其中被全国政

协录用１条、民革中央录用１条、省委

办录用３条、省委统战部录用７条。

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成绩突出，主委

卢明康获民革中央通报表彰。

　　社会服务。继续深化“同心·博

爱”社会服务品牌创建。在紫荆公园

建设“博爱亲情林”；筹集民革同心博

爱百万光彩助学基金，在甘肃舟曲县

第一中学和大峪乡得力小学两校分别

设立５万元的常州民革同心博爱助学

金，连续第二年拨款５万元资助江苏

理工学院１０名贫困学生；开展为甘肃

舟曲学生“爱心一周捐”的捐书助学活

动。１２月，民革党员、常州市义工联

合总会会长孔源被民政部评为全国首

批优秀五星级志愿者。全年开展各类

社会服务活动２０余次，捐款捐物价值

３０余万元。

　　民革宣传。年内编印《常州民革》

杂志２期，对外赠阅１０００余册。累计

投稿１３０余篇次，报道、信息被录用

１２６篇次，其中《挚友》《团结报》《江苏

民革》杂志分别录用１篇、２篇、８０篇，

１２篇信息被民革中央网站刊登。

【民革常州市委成立三十周年系列纪

念活动】　２０１４年，民革常州市委组

织开展成立３０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召开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举办“我为常

州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献一策”、

“十八大相关精神、统战理论和民革党

史”知识竞赛、常州民革博爱杯乒乓球

比赛等活动。编撰出版《和衷共济—

民革常州市委成立３０周年纪念特

刊》，用５万余字、４００余幅图片，从组

织沿革、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祖国统

一工作、自身建设５个方面，全方位、

多角度地展示民革常州市委成立３０

年以来的光辉历程和突出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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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亲情林】　３月１２日，民革“博

爱亲情林”在紫荆公园揭碑。６０余名

常州民革党员代表、园林工人参加活

动，并在“博爱亲情林”里栽下１０棵紫

荆树。民革常州市委向紫荆公园绿化

工人捐赠价值２万余元的劳动服和工

具。８月３１日，１０棵紫荆树挂上由民

革常州市委制作的涵盖树名、所属科

目、知识简介等内容的显示牌。“博爱

亲情林”是常州市第一个以民主党派

名义发起、与常州市园林局共建的生

态绿地，旨在继承和发扬中山先生博

爱精神，呼唤全社会共同关爱自然、注

重环保，建设绿色、生机、和谐的自然

家园。 （殷晓芸）

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揭牌　（民盟　供稿）

·中国民主同盟

常州市委员会·
【概　况】　２０１４年，民盟常州市委新

发展盟员８２人，至年末，有盟员１５１４

名，平均年龄３７．６岁。盟员中有各级

人大代表３２人、政协委员１１１人。其

中，全国人大代表１人，省人大常委、

代表各１人，省政协常委１人。李公

朴支部和新北区综合二支部成立，民

盟新社会阶层联谊会顺利换届，常州

民盟企业家联合会和常州民盟同心光

明百万光彩基金成立。民盟常州市委

被评为全国、江苏省民盟社会服务工

作先进集体及民盟中央思想宣传工作

先进集体。６月１２日，由民盟市委和

常州大学共建的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

成立，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法律工

作委员会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

义孙任院长。

　　思想组织建设。组织学习中共十

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启动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

动。举办报告会、座谈会、培训班、典

型人物事迹宣讲８０多次，参加人员近

５００人。１５０多位盟员分别参加盟中

央、盟省委和省委统战部、市委统战部

组织的学习。分别邀请辖市区委统战

部长、高校党委统战部长、高中校党委

书记召开党盟合作恳谈会，争取党组

织对“六有”（有人物、有制度、有阵地、

有计划、有经费、有活动）支部创建工

作的支持。召开新盟员座谈会４次，

民盟盟员陈汉兴出资在市恒生科技园

创办常州民盟北门书屋，收到社会各

界人士捐赠的图书近万册。民盟经济

二支部和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支部获

全国民盟优秀基层组织荣誉。

　　参政议政。完成《加强高技能人

才培养，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常州市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

思考》《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研究与思

考》《村规民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

用》４个重点课题，承担完成民盟省

委、市委统战部的招标课题各一个。

在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递交集体

提案５件、个人及联名提案２１件、议

案１４件，其中《推进医养结合，提升养

老事业》被评为市政协优秀提案。成

功举办以“论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

为主题的第四届高校论坛，《常州民盟

第四届高校论坛论文汇编》收录盟员

论文２５篇。全年３００多篇信息被各

级民盟组织、政协组织和党委部门录

用，其中分别被省委统战部、市政协录

用１０条、７条。《关于正视和化解地

方债务风险的几点建议》和《关于在二

三线城市从严控制土地出让的建议》

被民盟中央采用。

　　社会服务。组织盟内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法律、心理专家到市公安

局监管支队为在押人员开展道德培

训、心理干预，并捐赠书籍和日用品；

在戚墅堰区特殊人群服务中心开展心

理疏导。在清凉社区开展口腔义诊和

健康、法律讲座等敬老爱老活动。在

常州大学、江苏理工学院、河海大学等

高校举办民盟讲堂、法学大讲堂。民

盟６位名师赴贵州支教，并向该地教

育部门捐赠民盟常州市委同心光明百

万光彩基金１０万元。

　　统战宣传。在《人民政协报》《中

国统一战线》《团结报》《新华日报》《常

州日报》等各级媒体发稿１８１篇，编辑

出版《常州民盟》４期。

【《同心故事———常州民盟风采录》】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

版，主编黄勇。全书３９万字，分《爱国

民主》《同盟同志》《建言力行》《修身立

业》４个篇章，收录文章１００篇，涉及

李公朴、史良、华罗庚等常州籍民盟老

一辈领导人，民盟常州市委历届主委

以及一些知名老盟员、中青年盟员等

８５人，展现了常州民盟及其所联系的

广大盟员与党同心、爱国奉献的同心

之歌。 （王　勤）

·中国民主建国会

常州市委员会·
【概　述】　２０１４年民建常州市委发

展会员５８名，会员总数１０２０名。民

建钟楼基层委员会换届选举产生新一

届领导班子，民建天宁基层委员会创

建市级同心文化示范基地。在民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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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地方组织成立６０周年纪念活动

中，东风农机集团支部、戚墅堰区支

部、新北区六支部、钟楼区二支部被表

彰为先进基层组织，会员谈胜、陈康

义、包立本等被表彰为先进个人。

阳光助学宿迁行　（民进　供稿）

　　思想建设。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将改进

思想作风与自身建设年工作融合，贯

穿以同心实践的任务目标。每月举办

一次学习日活动，组织机关工作人员

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内涵，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

论认知和政治共识。机关中开展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心得体会征文

活动。组织会员参观民建创始人黄炎

培故居。采访老会员，将他们与民建

同甘苦的感人故事最大限度地保存

下来。

　　参政议政。２０１４年，民建常州市

委提交集体提案５件、个人提案４３

件。《加快引导常州进入电子商务

２．０时代》的集体提案和民建市委副

主委徐红提出的《关于培育壮大我市

电子商务企业的建议》被市政府吸纳

并促成市政府出台常州市电子商务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和进一步加快常州电

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民建作

为共同提案人的《促进我市工业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建议》成为一号重点督

办提案。民建会员围绕地铁工程开工

在即，就合理做好城市交通疏导等敏

感性问题积极开展调研并提交提案。

围绕防范金融风险、土壤环境绿色修

复、轨道交通产业发展、社区银行建

设、社区电子商务发展等课题，完成专

题调研８篇。全年累计上报统战信息

３１７条。

　　社会服务。２０１４年，民建常州市

委共捐赠资金６万元。３位优秀会员

企业家参加由民建江苏省委组织的贵

州黔西县对口帮扶考察活动，２位会

员的３个项目入选黔西县民营企业帮

扶合作项目。民建常州市委各基层单

位依托红十字会“思源”爱心捐赠专

项，开展各类捐资助学和支援贫困地

区活动。钟楼三支部向革命老区捐赠

６万元助学款，新北六支部向河海大

学困难学生捐赠第三期８万元助学

款，钟楼二支部向全市未成年人礼仪

大赛捐资１０万元，天宁基层委员会向

结对社区捐助１．７６万元，武进三支部

向青海贫困地区捐赠价值５０万元的

太阳能设施。组织会员律师参加“思

源”义工律师团，为企业、群众提供免

费法律服务，协助政府做好社会各类

矛盾及纠纷的调解处置工作。由民建

新北三支部会员企业资助、江苏理工

学院承办的“思源拉手”暑期大学生支

教团到革命老区开展暑期支教活动。

举办５场建华学堂讲课，组织１１位企

业家会员参加民建江苏省委在苏州固

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举办的“创幸福

企业典范”现场观摩会。会员企业常

州东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接市、区

金融、发改、经信部门和上海股权交易

中心，全年帮助常州市５家中小企业

在Ｑ板、Ｅ板、新三板上市。

【陈昌智到常州考察】　７月８—９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

主席陈昌智到常州考察民建基层组织

建设和中小型民营企业发展情况，江

苏省政协副主席、民建江苏省委主委

洪慧民陪同考察。陈昌智实地考察了

智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久泰农

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并分别与民建

常州市委和常州市部分民营企业代表

座谈，听取相关情况汇报。陈昌智充

分肯定常州市中小企业近年来的发展

成果。他希望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

企业，继续走自主创新道路，保持产

品、管理、制度等领域的创新活力；始

终关注市场变化，在激烈的竞争中保

障市场份额；把承担社会责任与推进

民建工作相结合，不断加强民建组织

建设；政府及有关部门充分调动一切

因素，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建立更加

完善的担保体系，构筑更加优化的金

融服务体系，支持实体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 （杨志民）

·中国民主促进会

常州市委员会·
【概　述】　２０１４年，民进常州市委被

评为民进全国组织建设先进组织，经

科总支被评为民进全国组织建设先进

基层组织，会员尹文明被评为民进全

国参政议政先进个人。全年发展新会

员３４名，教培中心支部更名为教育综

合三支部。至年底，全市有民进基层

组织３４个、会员７３７名。

　　参政议政。年内，民进常州市委

对石化产业转型升级、经济转型升级

应发挥著作权的创新动力、征地农民

生活状况、稳步提高常州市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发展、基

础教育等开展调研。“两会”期间，提

交政协集体提案３件、个人及联名提

案１８件；提交人大个人建议４件。其

中，集体提案《关于完善住房保障体

系，推进“三改”工程步伐，进一步完善

居民居住条件的建议》《关于引导和鼓

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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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会员许雪芬的个人提案《关于进

一步重视农村环境整治的建议》被评

为市政协第十三届二次会议以来的优

秀提案，会员顾征英、王寅被评为优秀

社情民意信息员，集体提案《关于将完

善居民小区物业管理作为加强和创新

社会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建议》成为

主席督办提案。全年被中央统战部以

及省、市各级组织或部门采用信息

２９５篇次。紧扣常州民进成立３０周

年主线开展宣传工作，先后举办座谈

会、庆祝大会和“我与民进”征文等活

动，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受邀为教

育界会员作讲座。

　　社会服务。继续开展“春风行

动”。３１个支部深入基层，主动联系

一个社区、结对一户困难居民、帮助解

决一个困难、反映一条以上社情民意。

据不完全统计，三年里，“春风行动”累

计惠及群众上万人，资金投入超过３０

万元。开展“爱心助农”，帮助武进焦

溪缺少销路的贫困梨农及时销出梨子

４００多箱，金额２万多元。连续第四

年实施“同心·彩虹行动”，组织会内

１０名教育医疗经济界别会员赴贵州

省毕节地区金沙县沙土镇，举办教学

讲座１次、教学交流示范课３次、教学

研讨会３次，培训当地教师２００余人，

为７８名学生进行口腔义诊，为沙土镇

１６２名贫困学生捐赠现金３．２４万元。

深化民进省委“阳光助学宿迁行动”。

３月，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支部与宿

迁市马陵中学签订结对共建协议；６

月，以“请进来”的方式，通过报告、座

谈、观摩、听课等重点培训３名宿迁教

师骨干；１２月，经科总支捐助宿迁学

校助学金１万元。全年各级民进组织

走进社区、学校、部队和贫困地区、困

难家庭，相继开展捐赠爱心款和送书、

送教、送文化、送春联、送健康等活动。

（金玉兰）

【民进常州市委获全国先进组织荣誉】

　２０１４年，民进常州市委被民进中央

评为民进全国组织建设先进组织，这

是自１９８４年常州成立民进市级组织

以来首次获得全国先进组织荣誉。民

进常州市委组织会员积极参政议政，

仅近３年就提交各类建议、提案５００

多篇，有不少建议为中央统战部、全国

政协及省市各级部门采用；开展“同心

彩虹行动”“春风行动”“阳光助学宿迁

行动”“爱心助农”等活动，服务学生、

农民超过３０００人次，资助金额数十万

元。 （顾征英）

·中国农工民主党

常州市委员会·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农工党常州市委

发展农工党员３８人，成员总数９４１人。

　　学习实践活动。开展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学

习贯彻宣传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组织发动基层组织开展“中

国梦·我的梦”主题征文活动和“中国

梦·农工情”主题演讲比赛，２５篇征

文参与评奖，１５名农工党员报名参加

演讲比赛；两位选手参加农工党江苏

省委演讲比赛，均获二等奖。成立以

年轻成员为主的读书兴趣小组。全年

被中央级报刊录用宣传报道１６篇。

　　参政议政。在市政协十三届三次

会议期间，提交《建议重视我市中小企

业融资民间借贷风险》《对加强我市中

小学生体能及身体素质的建议》《对进

一步完善我市环保联动执法体系的建

议》《对常州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建

议》４件党派集体提案，与市政协经济

科技委员会等７集体共同提交的《狠

抓提质增效，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提案被列为２０１４年市政协一号提案。

农工党市政协委员提交个人提案２６

件，４件提案被评为市政协十三届二

次会议以来的优秀提案。全年被上级

部门录用信息、社情民意１１８篇。立

项完成调研课题２０个。

　　社会服务。组织开展社会服务活

动１０次。赴溧阳别桥镇小石桥村开

展扶贫帮困活动，３位医卫专家和２

位书法家为１００余名村民提供健康服

务，赠送春联等２００余幅，发放药品、

冬季防护用品２０００余元。在钟楼区

荷花池街道天皇堂弄社区义诊，发放

药品２０００元，并在敬老节前为该社区

的３００余位老人发放重阳糕、小药箱

等。与市图书馆联合开设“春雨行

动”———农工党大讲堂，分别于３月

２９日、６月７日、９月２０日，以春季养

生、合理膳食、牙齿保健为主题，邀请

农工党专家为近６００位市民宣讲健康

常识。与市卫生局联合开展溧阳市社

渚卫生院专家驻院服务对口支援合作

项目，首批２名专家于６月初入驻该

院，为当地居民提供诊疗服务。与市

计划生育协会联合开展关爱失独家庭

春晖志愿者大型义诊活动，为钟楼区

１００多位失独老人提供服务，回访计

划生育贫困家庭４户，联系市红十字

会为其中一位受助人员办理眼角膜捐

献手续。９月３０日，筹集资金４万

元，赴武进国家高新区南河社区慰问

６００余位７０岁以上老人，送去重阳

糕、牛奶等物品。重视产学研对接工

作，主要领导分别到江苏亚邦三博节

能投资有限公司和江苏艾信兰生物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考察调研，特别是对

江苏艾信兰新研制的抗癌药物的临床

成果转化给予指导和帮助。完成成员

企业开展和谐文化建设参与面１００％

的目标。

　　同心文化建设。１１月２９日，农

工党常州市委党史教育基地在武进南

宅实验学校揭牌，年底成功申报为

２０１４年常州同心文化示范基地。策

划录制反映常州农工党员支边援外先

进事迹的纪录片《天涯·比邻———常

州农工党员援非、援疆、援川掠影》。

组织开展农工党成员杨永康书画作品

展，周蕴华、骆秀芳夫妇剪纸作品捐赠

展，季全保“季艺岁月———中国画作品

展”，梅丽“梅香丽影”京剧演唱会等活

动，组织农工党市委３位书画家参加

农工党中央庆祝建国６５周年书画展。

（邵　帆）

·中国致公党

常州市委员会·
【概　述】　至２０１４年末，全市有致公

党基层委员会３个、支部１４个，党员

总数２４９人，其中具备侨海关系的占

党员总数的７１％。年内，新发展党员

２２人，平均年龄３３．８岁，全部是中高

层人士。致公党常州市委被致公党中

央授予全国先进集体荣誉。

　　参政议政。２０１４年，致公党常州

市委有３９名党员担任省市各级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１０名党员分别受聘

担任１７个单位的特约、特邀人员。全

年组织新党员、骨干党员政治培训、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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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培训４期。致公党常州市委和致公

党员代表、委员向市、区“两会”提交议

案、提案４３件，其中党派集体提案２

件、委员联名提案１６件。市委会全年

报送信息、社情民意３１０条，被市以上

各级录用１５６条，其中中共中央统战

部１条、致公党中央５条、中共江苏省

委５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６条、致

公党江苏省委２９条，被致公党江苏省

委评为信息工作先进集体。年内，市

委会组织开展健康产业发展的路径和

策略研究、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跨

国技术转移对策研究、江苏省加快构

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３个重点课题调

研，组织调研座谈会５次，赴北京、天

津、苏州等地及基层调研５次，形成３

个调研报告并进行成果转化。三个课

题申报省委重点调研招标课题后均获

立项，其中健康产业发展的路径和策

略研究还被市委统战部列为党派联合

调研课题。《搭建四大平台，促进文化

和科技融合不断深入的建议》被评为

市政协优秀集体提案，《关于做好‘单

独二孩’新政应对措施的建议》《关于

进一步完善常州市犬类管理的提案》

被评为优秀联名提案。

　　社会服务。致公党常州市委继续

组织实施健康关爱服务行动，组建由

党员中的医生组成的健康服务志愿者

队，并建立长效健康服务机制，定期为

７０岁以上退休党员及全市归侨侨眷

上门进行健康咨询诊疗服务。年初成

立医卫服务志愿者队伍、法律服务志

愿者队伍和机关及青年党员志愿者队

伍，并开展相关活动。３月２２日，机

关及青年党员志愿者队伍参加了“星

心点灯，爱伴成长”关爱自闭症儿童大

型亲子游戏活动，５月１４日、６月５

日，医卫服务志愿者队伍分别开展“健

康护航行动”。５月２２日，致愿社团

举行集体捐赠仪式，天宁、钟楼、新北、

戚墅堰４个基层组织向结对的兰陵、

花园、孟河、潞城中学捐资５万元。８

月，致公党常州市委与市侨联联合接

待ＳＤＣ蓝丝带国际助残基金会访华

团，协助他们与市儿童福利院、残联对

接考察，探讨进一步合作助残。连续

第七年组织党员赴武进焦溪帮助困难

农户采摘蜜梨，助销４０００多斤。继续

发动全市党员缴纳特殊党费壮大关爱

基金规模，全年收到特殊党费９．３万

元，基金总盘子达３３万元，余额１７．８

万元。

【致福工程】　２０１４年，致公党常州市

委继续做好贵州毕节地区的对口援建

工作。４月９—１３日，市委会全体委

员及社会服务专委会赴贵州毕节调

研，与当地致公党七星关区支部进行

帮扶结对，向为期三年结对帮扶的５

名贫困学生捐赠学习用品；进一步深

化发展“致福工程”毕节援建项目，帮

扶毕节两名贫困优秀学生到常州就读

初中，戚墅堰区支部主委、社会服务专

委会副主任、正衡教育集团董事长杨

福宽承担帮扶学生三年初中期间学杂

费、住宿费、伙食费及假期往返路费。

一学期中，市委会妇女儿童老年专委

会组织党员志愿者“爱心妈妈”在周

末、节假日关爱毕节在常州就读学生

的生活。

【引凤工程】　２０１４年，致公党常州市

委成功承办“引凤工程”第五届活动常

州站活动，２６名海外人才与用人单位

签订引才意向书，２名签订工作协议。

从２０１３年５月起，致公党常州市委就

开展人才需求调研等工作，走访２０多

家单位，最终确定７家合作用人单位

的１８４个职位，２０多名包括高校教

授、企业高管及海归精英组成的党员

志愿者队伍全力参与各项准备及现场

工作。 （刘海斌）

·九三学社

常州市委员会·
【概 述】　２０１４年，九三学社常州市

委发展新成员２６人，平均年龄４１岁，

其中高级以上职称１６人。九三常州

市委被九三学社中央评为组织工作先

进集体，社员金宏平被九三学社中央

评为先进组工干部；综合二、新北区、

戚机厂支社分别被九三学社江苏省委

评为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组织建设先

进集体；何尧平、计小良等１０人分别

被九三江苏省委授予参政议政、社会

服务、思想宣传、组织建设先进个人

荣誉。

　　思想宣传。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组织全

市社员认真学习中共十八届三中、四

中全会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开展学习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报告会、骨干成员培训班、企业和

谐文化研讨会等学教活动，开展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

动主题征文，成立九三学社市委书画

文化研究院，并举办同心书画文化艺

术展。在《人民政协报》《江苏九三》

《常州日报》等中央、省、市媒体发表文

章２９篇。

　　参政议政。在市政协十三届三次

会议上，提交《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几

点意见》《凝心聚力打造“智慧城市”苏

南模式的建议》２篇集体提案。《关于

县域经济发展的几点意见》被市发改

委在加快推进县域经济工作中予以吸

纳。市社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交个

人议案、提案１６件，《关于科技创新与

产业结构调整的建议》被评为优秀集

体提案，《关于创新农业贷款担保服

务，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被评为优

秀个人提案。年内，《关于我省特色

镇、专业镇建设路径研究》等３个调研

课题入选九三学社江苏省委课题，其

中《迎接大数据时代，助力产业发展》

课题中标市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专家咨

询团招标课题。《产业集群视野下的

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等１１篇论文入

选九三学社江苏省委论坛《科技创新

与促进江苏新型城镇化建设》论文集，

副主委俞申在论坛上作题为《江苏实

现新型城镇化的途径探析》的交流发

言。１４２条信息被中央和省、市各级

录用。

　　社会服务。年内举行大型养生科

普讲座１场、义诊和送医送药进乡村

活动３次、“百名专家进乡村”社会服

务活动９次。牵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南京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院

专家为佳农探趣休闲生态园引进国家

“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并挂牌

为村镇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化技术研

究及示范园。联合九三学社省专家在

金坛直溪镇昌玉红香芋合作社开展芋

稻轮作项目试验研究，土壤改良已见

成效，小规模的芋稻轮作试验取得初

步成功；废弃母芋深加工项目已完成

科研，芋粉加工生产线正式投产。洛

阳镇九三学社专家工作站开展的水蜜

桃保鲜项目进展顺利，前期多批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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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试验成果明显，保鲜期可达数月口

感不变。九三学社健康之家入选第三

批常州同心文化示范基地，民族工业

遗迹系列组画创作入选常州同心文化

重大成果。

【九三学社常州书画文化研究院成立】

　８月２６日，九三学社常州书画文化

研究院在市刘海粟美术馆正式揭牌成

立，这是全省首家地级市九三学社书

画文化研究院。活动当天，由九三学

社常州书画文化研究院和九三学社江

苏画院共同举办的书画艺术展示会展

出来自省、市九三学社成员创作和收

藏的书画艺术作品６０余件。

（陈 晨）

·常州市工商业联合会·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市工商联紧扣

“致力改革创新、聚焦转型发展”主线

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主题，全面推

进服务、组织、创新社会管理、构筑舆

论阵地和自身科学发展五大体系建

设，在凝聚改革共识、创优发展环境、

推动转型升级、拓展民间外交、培育特

色商会、加强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等工

作中取得新实效。至年末，全市有工

商联系统会员１８１７３个，其中私营企

业会员１５１１４个、各级各类商会２１３

家。武进区工商联获全国工商联商会

工作十佳服务典范，新北区工商联获

全省工商联系统先进集体；中天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等１３家民营企业入选

中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

　　参政议政。市工商联在市政协十

三届三次会议上作《关于我市产业发

展非市场因素影响的调查和思考》大

会发言。年内组织界别政协委员活动

１２次，提交各类提案１８件、社情民意

１０条，编发《商会工作动态》９期。《关

于我市大力实施技术标准战略》《关于

进一步重视市外民资招商，使“民资、

外资、国资”招商并驾齐驱》２件提案

被评为常州市政协优秀提案，《关于进

一步完善我市企业服务体系》《关于加

快推进我市产业园区建设》《促进我市

检学研企合作，助推自主创新》３件提

案获市领导批示，《加快推进企业智能

化制造》的社情民意被省政协录用。

配合全国工商联、省工商联调研组开

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企业技术

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第三方调查评

估，推进扶持中小企业政策落实。编

制《常州市民营经济年度发展报告》。

建立中小微企业监测点，选定武进区

２０家中小微企业为长期跟踪样本，及

时掌握中小微企业运行发展中的新情

况、新问题。围绕混合所有制经济发

展、民营经济与城镇化建设、外事服务

民营企业走出去便利化等１０多个专

题深入调研，形成一批重点调研成果。

　　组织建设。年内，市工商联拓展

商会组建领域，先行试点无主管登记，

成功组建常州市小微企业商会，新成

立常州市盐城商会、山东商会，溧阳市

电梯商会、汽车商会、广州商会，武进

区建筑业协会、中介行业协会和钟楼

区女企业家联谊会。制定《进一步加

强对直属商会党建工作指导的意见》，

新建常州市河南商会、河北商会、青年

企业家联合会党支部。深化星级商会

认定工作，全市星级商会累计１２０家，

其中五星级商会２８家。指导各直属

商会编制年度发展报告及专题调研报

告、参加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开展承接

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摸底调查，

举办１０余场商会联合沙龙等活动，打

造“一会一品”服务品牌。推进省工商

联“五好”县（市、区）工商联创建、镇街

道商会名称规范及基层工商联所属商

会一级法人登记工作，提升全市商会

组织规范化建设水平。

　　政治引导。市工商联在全市非公

经济人士中开展以“四信”为主要内容

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增强非公

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

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企业发展的

信心、对社会的信誉。连续第三年开

展企业和谐文化建设行动，新誉集团

有限公司等５０家企业被评为２０１４年

常州 市 和 谐 文 化 建 设 示 范 企 业，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累计评定示范企业１２０

家。各直属商会联名发布诚信倡议

书，推动行业自律和企业诚信建设。

企业家副主席高纪凡、王敏其、朱留洪

先后走进机关作企业创新发展主题报

告。以光彩事业为载体，积极引导民

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全年全市新增

光彩基金３２个，新增协议资金１．３４

亿元，实施光彩项目１７２个，实际发放

光彩基金８８８４．１２２万元。截至年底，

全市光彩基金数量累计２４５个，其中

千万以上光彩基金５０个，基金协议资

金总额１２．１５亿元。积极推荐选树非

公有制经济领域先进典型，江苏远宇

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等８家民营企业和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屠永

锐、江苏金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潘雪平２位民营企业家，分别获评

江苏省优秀民营企业和优秀民营企

业家。

　　经济服务。市工商联打造“商会

直通车”服务品牌，为中小企业转型升

级提供专业化、一站式服务。发挥 Ａ

级纳税信用等级民营企业“纳税人之

家”平台作用，在各辖市区举办５场

“纳税人之家”分片活动，通过考察企

业、税法宣传、税企座谈、税政答疑，以

及与金融保险业“纳税人之家”联合举

办银企对接等形式，搭建税企互动互

信平台。推动产业链和优势项目招

商，促成上海宇培（集团）有限公司３

亿美元电商物流项目成功落地常州国

家高新区。拓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合

作渠道，累计组织３００多家民营企业

参加瑞士琉森州投资环境推荐、外交

官与民营企业家交流等２０余场境内

外商务活动。组织民营企业参加全国

工商联科学技术奖申报，通过省工商

联产学研成果网上对接平台，推进企

业需求与科研成果有效对接。发挥大

学生创业辅导站作用，举办创业导师

讲坛、大学生创业设计大赛等活动，推

动科技与人才、创业与就业双促进。

举办“民企管理升级”系列公益培训。

深化德国高级专家技术援助项目。作

为全国工商联商会调解试点单位，常

州各级商会组织在纠纷预警、诉前化

解、法律咨询、风险提示、行业共性问

题研判、群体性事件平息等各领域积

极发挥作用，常州经验在全国工商联

非公企业法律服务座谈会上作交流。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四信”教育实践

活动】　２０１４年，市工商联在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中开展“四信”教育为主要

内容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各直

属商会联名发布诚信倡议书，号召广

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投身“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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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践活动，争做“四信”活动的践

行者、履行社会责任的优秀企业公民。

以继续深入开展企业和谐文化建设行

动为重点，在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举办全市企业和谐文化建设现场推进

会，年内新培育常州市和谐文化建设

示范企业５０家，在全市非公有制企业

中形成诚信文化、感恩文化、责任文

化、人本文化、创新文化等特色企业文

化品牌。稳步提升商会党组织的覆盖

面，累计建成常州市安徽商会、福建商

会、江西商会、河南商会、河北商会、青

年企业家联合会６个直属商会党支

部，以及浙江、温州商会２个流动党员

活动中心。结合庆祝“七一”活动，围

绕“听党话、跟党走”主题，各辖市工商

联联动，累计举办以民营企业家为主

体的座谈、培训、文体活动２０余场。

【第三方调查评估】　２０１４年，市工商

联积极配合全国工商联、省工商联调

研组开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企

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

新能力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第三方

调查评估工作。７月８日，市工商联

陪同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庄

聪生带队的全国工商联调研组，实地

考察了国家首批８０个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建设运营示范项目之一的中石油

金坛地下储气库二期工程。７月９

日，市工商联组织新誉集团有限公司、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亚邦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３家企业参加了在南京举

办的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和示范项目

第三方评估座谈会，客观反映常州市

相关政策的落实情况、民营企业参与

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及时反馈各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

【德国高级专家技术援助项目】　德国

高级专家技术援助项目是省工商联与

德国高级专家组织（ＳＥＳ）于２００６年

启动的国外智力引进项目。ＳＥＳ是

１９８４年由德国工商协会和工业协会

等组织联合成立的公益性非盈利组

织，宗旨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无偿技

术援助。该组织拥有各类高级专家１

万多人，分布于汽车、电气、机械、能

源、环保等４２个行业，主要任务是帮

助需求方提高人员素质、提高管理质

量、解决技术难题、建立技术系统配套

体系和行业标准。市工商联自２００７

年起通过省工商联与ＳＥＳ进行合作，

已为今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日

盈电器有限公司、常州光洋轴承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市武进五洋纺织机械

有限公司、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等１０家民营企业引进德国专家１６

人次，累计帮助企业实施技改项目

７００多项、申请技术专利４０余项，位

列全省工商联系统第一。

【民企管理升级系列公益培训】　２０１４

年，市工商联以提升中小微企业中高

层管理人员的能力素质为核心，以现

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培训为重点，采取

市工商联主办，各辖市区工商联、市各

直属商会联合承办，专业培训公司提

供支持，特邀专家、学者、知名民企参

与的模式，举办民企管理升级系列公

益培训。围绕中小企业关注的诚信教

育、生产运营、绩效管理、网络营销、精

益制造、国学经典、接轨上海自贸区等

热点专题，累计举办系列公益培训４５

场次，５０００余名企业负责人和中高层

管理人员参加培训。 （荆建霞）

人 民 团 体

·常州市总工会·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市总工会围绕全

市“重大项目突破年”的总体部署，在

科技金融中心、迪诺水镇一期等２８个

重点工程中，开展以“六比一创”（比工

程质量、比工程进度、比资源节约、比

科技创新、比安全生产、比廉洁廉政、

创和谐团队）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

培训造就高素质职工队伍。开展第十

二届职工职业技能竞赛，设置竞赛工

种１５个，产生技术状元１３人、技术能

手１３０人。在第二届江苏技能状元大

赛十大工种比赛中，常州市４名选手

获职工组状元，９名选手获青年组状

元，获奖数量位列全省第一。充分发

挥劳模先进人物品牌效应，全年组织

劳模、技术状元走进企业、走进学校、

走进社区活动１５６场，劳模宣讲场次

近百场。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劳模创

新工作室创建活动，成功创建劳模创

新工作室６０个，涉及工业生产、现代

农业、教育卫生、服务管理等多个领

域。年内，全市有５人和１个集体分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奖状，１４人和

７个集体分获省五一劳动奖章和奖

状，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３个、省工人

先锋号３３个、省五一巾帼标兵（岗）２７

人（个），评选产生市劳动模范１００名、

五一劳动奖章１１０名、五一巾帼标兵

（岗）１００名（个）。

【工会组织建设】　２０１４年，市总工会

按照“巩固、发展、提高”的总要求，着

重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建设。全市

新建工会组织２９５５家，其中独立工会

６６９家，联合工会覆盖法人小企业

２２８６家；新发展会员８１１２４人，工会

组建和发展会员保持动态建会率和职

工入会率９０％以上。组织３期新任

工会干部培训班，培训新任工会干部

３８９名。市总工会被省总工会评为省

组建考核一等奖。

【和谐劳动关系】　２０１４年，市总工会

推进各类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建制和企

务公开的规范运行，形成一批诸如“餐

桌上的协商”“班组里的民主”“车间里

的公开”等鲜活典型。全年选树协商

民主示范单位２０家，命名市创建和谐

劳动关系四星级先进企业１２家，并首

次评选出五星级先进企业１０家，明确

对于先进企业的９项政策支持。重视

培育职工民主文化，全年市（县）区两

级培训职工代表近２０００人，收集推选

职工代表提案近千条。推行工资协商

讲师团与企业“点对点”“点对面”的挂

钩联系模式，促进工资协商提质增效。

【工会劳动保护】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深

入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２０２２家企业

参赛，市总工会连续４年被评为全国

安康杯竞赛优秀组织单位。进一步开

展夏季安康送清凉、送安全、送法律活

动，全市镇以上工会组织共筹集慰问

资金１９２万元，走访企业和工地１２８３

家，慰问职工１１．６５万人次。为各级

工会免费培训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员

１００名。连续８年开展安全教育春风

行动，以“我身边的安全故事”等活动

为主要载体，弘扬企业安全文化，提高

广大职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

【工会法律工作】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各

级工会大力实施“六五”普法行动，开

展以五一劳动法律宣传服务月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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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的普法活动１００多场次，编印发

放各类宣传材料３万余份。组织１１０

名工会法律工作者深入１６００多家用

人单位，为５１０家企业送法律书籍

７０００多册，接待咨询职工群众１．５万

余人次。各级工会深入６０２家企业开

展法律监督服务活动，指导整改５２０

件次，发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和建议

书１２５份，现场化解劳资矛盾５００多

起，为５０多名职工提供法律援助，争

得权益２５０多万元。按照属地管理原

则，建立并完善辖市区、镇街道、村社

区、企业四级劳调组织网络，全市建立

区域性劳调组织８８２个、行业性劳调

组织１９个，覆盖法人单位４０４２４家，

为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打下坚实的

基础。

“青春开创未来”主题团日活动　（团市委　供稿）

【职工文化建设】　２０１４年，市总工会

完成《常州工人》电视栏目续签工作，

全年策划播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江苏省技能状元、常州市文明职

工、金秋助学、劳模创新工作室等系列

报道５２期。《常州工人》杂志改版为

双月刊彩版。大力推进职工书屋建

设，全市４家单位被评为全国职工书

屋示范点；与市图书馆达成资源共享

协议，在全市６家大型企业建立图书

馆分馆，定期开展流动图书、免费赠书

活动。继续开展常州市十佳文明职工

评选活动，全市有７人被推选为省文

明职工。大力开展企业道德讲堂、“我

的家风是什么”“百场电影送映”等文

化活动。组织参加江苏省第十八届运

动会职工部１０项比赛，获优秀组织

奖；承办运动会的拔河比赛项目，被评

为最佳赛区。

【帮扶服务工作】　２０１４年，市总工会

积极构建四级帮扶服务平台，全年新

建四星级帮扶站７家、三星级帮扶站

５家，累计建成县级以上帮扶中心８

个，镇、街道、园区帮扶站５９个，村、社

区和企业帮扶点１５７０个，环卫职工休

息点１５９个，基本实现帮扶服务网络

全覆盖，形成救助、维权、服务“三位一

体”工作新格局。重点推进创业就业

五年提升行动，倡导“企业关爱员工、

员工感恩企业”的和谐发展理念，充分

发挥资金扶持作用，全年先后７６次为

６０家创业企业提供指导咨询，提供创

业扶持资金７０９．６万元。开展阳光就

业行动、农民工专场招聘会等系列活

动，两级工会连续举办各类招聘会２５

场，组织超过２０００家企业进场招聘，

提供就业岗位５万余个，为全市职工

尤其是农民工搭建服务平台。开展技

能培训促就业行动，命名１０个常州市

总工会职工技能培训基地，投入用于

职工免费技能培训的资金超过５０万

元。开展金秋助学、送温暖等帮扶活

动，全市各级工会共筹集资金２５４６．７

万元，慰问企业１３９１家、困难职工（含

农民工）家庭２３１８６家，发放助学金

７２５．０３万元，资助困难职工、农民工

子女２２３７人；为全市５０００名困难企

业职工赠送住院津贴综合保障，为

６６６０名环卫工人免费赠送意外伤害

保障。

【农民工工作】　２０１４年，市总工会对

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督促用人单位按规定支付工资，杜绝

随意解聘农民工、拖欠工资现象，监督

指导职工签订好劳动合同。发挥帮扶

中心窗口服务作用，提供农民工法律

援助。全市各级工会共包转车１６２１

辆，代购车票１８２７４６张，帮助２５．７３

万名农民工平安返乡。慰问市重点工

程与重点企业的一线农民工，赠送礼

包、免费观影券等，组织百名外来农民

工及其子女参观游览。精心举办农民

工春季、秋季专场招聘会以及餐饮、纺

织、服装等行业特色招聘会，为农民工

就业搭建平台。 （毛人杰）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常州市委员会·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年末，全市有直属

共青团组织６５家、共青团员２６９６２３

人；６４家集体创建成市级青年文明

号，１３家单位创建成省级青年文明

号。年内，完成市青年联合会第十一

届委员会和市学生联合会第十届委员

会换届工作。深化非公企业团建工

作，在全市推广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团

建工作经验，新建非公企业和社会组

织团组织６００家。开展街道区域化团

建省级试点，建立挂钩联系制度，全市

１７个街道全部建立区域青年工作共

建委员会。推进行业协会团建，成立

常州市金融青年智库，有效引导和凝

聚广大金融青年人才。开展“青春邀

约走基层，服务青年听转办”活动，实

施基层联系点制度，组织全市１６５名

专兼职团干部深入企业、学校、社会组

织等基层团组织，与４０３１名青年开展

交流活动４０２场，收集微心愿４０１９

个，实现微心愿２４１３个。举办“勇立

潮头，聚力青春”常州青年文化展，开

展“青年文化四进四服务”活动，深入

学校、企业、机关及社区，将文化产品、

文化交流、文化展示及文化创业服务

送到基层青年身边，吸引青年４．７万

余人。打造网络宣传队伍，构建由传

媒团队、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大学

７７党政　社团



生社团组成的２０００余人的“四合一”

团属网络宣传阵营。

　　年内，团市委先后组织开展“青春

开创未来”———常州市纪念五四运动

９５周年主题团日活动、“科学点亮梦

想，创新赢得未来”———“我们爱科学”

主题活动月活动和常州市百万青少年

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活动。举办

１０岁成长仪式、１４岁青春仪式、１８岁

成人仪式。举办青年道德讲堂８６场。

【青年创新创业】　２０１４年，团市委针

对青年创业的关键环节和突出难题，

创 新 构 建 “能 力 培 养———孵 化 培

育———金融支持———跟踪服务”的链

式服务体系。成立大学生创新创业学

院，１０００多名青年参与创业培训和沙

龙。建成“２＋Ｘ”孵化网络，其中团属

青年创业基地２个、联建基地７个，孵

化面积５．３万平方米，在孵青年创业

项目５００余个，常州科教城被评为首

批全国青年创业示范园区。开展贷

款、贴息、担保、保险等金融创新，开发

江南恒生贷、投贷通等７款金融产品，

全年发放贷款超过１．６亿元。建立青

年创业服务中心和创业项目信息库，

编印《常州市创新创业指南》５０００册，

跟踪服务创业青年１０００多人。

【志愿服务】　２０１４年，团市委积极部

署落实“阳光行动”，动员广大青年志

愿者和社会志愿服务力量，在日常照

料、就业支持、支教助学、文体活动、爱

心捐赠５方面帮助残疾青少年排忧解

难。至年底全市各团组织已和４２００

名青年残疾人结对，结对比例４６％。

建立高校助残志愿者联盟，招募组建

法官、律师、心理卫生等２０支专业性

青年助残志愿者服务团队。组织开展

“玫瑰义卖”“捐废纸、献爱心”“心飞

扬、齐飞翔”等志愿服务活动，累计服

务８２００余小时。持续开展“快乐大篷

车”志愿服务进校园活动，围绕国学诵

读、心理辅导、常州民俗等方面提供服

务，全年开展活动１００场，惠及农民工

子女８万余名。继续深入开展“青苗

音乐教室”慈善公益行动，全年为３万

余名农民工子女送去音乐的梦想。大

力推广“希望来吧”（团员青年和青年

志愿者为农民工子女提供经常性志愿

服务的场所）建设，全市２２家“希望来

吧”共计服务５万余小时。

【青少年维权工作】　２０１４年，团市委

全面实施“为了明天———常州市重点

青少年群体成长护航工程”，面向不良

行为青少年、闲散青少年、流浪乞讨未

成年人、服刑强戒人员未成年子女、流

动留守儿童５类重点青少年群体，全

面实施排查摸底专项行动、管护行动、

牵手行动、回归行动、阳光行动和关爱

行动，合力打造政策、经费、组织、信

息、阵地五大保障体系，逐步完善覆盖

城乡、条块结合、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的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网络，已

有５２个镇街道、７３３个村社区明确专

人从事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工

作，建设３５家“青春加油站”作为“成

长护航工程”实体服务阵地。创新开

展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推出青少年

事务社会工作“四维矩阵”（建立一支

专兼职社工队伍，成立一批青年社会

组织，打造一批服务阵地，完善一套考

核体系）法，建立“１＋Ｎ”（专职青少年

事务社工＋政法系统专业人士、“老干

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

志愿者、民政社工等）专兼职社工队

伍，成立骨干青年社会组织，打造重点

服务阵地，完善考核评价体系，通过专

业化和个性化的服务满足青少年多层

次的需求，解决重点青少年服务工作

力量、专业力量和组织形式、服务阵地

等问题，建成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７

家、青少年事务服务站２１家、青少年

事务服务点５３家，累计开展活动３００

余次，受益青少年１万余人。深入开

展青少年维权岗创建和“维权岗在行

动”主题实践活动，积极搭建青少年维

权平台，营造良好氛围，全市创建的国

家级、省级、市级青少年维权岗分别为

１５家、６０家、１８６家。）

【常州市十大杰出青年评选】　３月

起，团市委联合常州日报社、常州广播

电视台，面向全市开展第八届常州市

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活动秉承

“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首次面向

社会招募大众评委，在扩大活动社会

影响力的同时增加活动的透明性和参

与性。评审中，２０位候选人逐个上场

自我介绍并进行现场答辩，１５位专家

评审和１００名大众评审现场投票，再

结合短信投票情况，当场出炉排出２０

位候选人名次，排名前１０的候选人当

选为第八届常州市十大杰出青年。在

评选过程中，团市委在《常州日报》开

设《青年志》专栏，开展“青年逐梦对

话”活动，举办青春故事会，聚焦青年

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解答青年遇到

的成长困惑，展示杰出青年的奋斗轨

迹，用榜样的力量引领广大青年积极

投身常州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建

设中。

第八届常州市十大杰出青年名单

序　号 姓　名 单位职务

１ 史东晓 常州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主任

２ 朱海颖 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３ 李　辉 中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４ 沈　敏 江苏美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５ 张康桥 江苏省溧阳市实验小学校长、党支部副书记

６ 施小波 常州苏文电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７ 祝玉峰 江苏常州市歌舞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编导

８ 商春梅 常州市福利院社会福利部班长

９ 程　勇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雕庄街道团结村书记助理

１０ 瞿　俊 常州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

【服务青年社会组织】　２０１４年，团市

委构建“苗圃”培育模式，通过发现联

系、吸引凝聚、培育服务、落地生根４

个步骤，联系引导４００家青年组织，服

务青年超过５万人次。通过集中展

示，发掘“好苗子”。举办常州青年风

尚节，吸引４００余家组织参与，参与市

民８０００人。搭建“线上＋线下”载体，

吸引“进苗圃”。开发微信公众号，打

造线上“青年社团家园”，发布权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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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信息、工作动态、青年社会组织动

态、经验交流等内容，并设在线报名、

互动展示等功能；优选２０家组织，成

立线下青年社团联盟，分类管理，重点

培育，构筑常州青年社会组织服务体

系。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培育“成大

树”。率先成立团属民办非企业———

常州青年家园，凝聚并引导常州青年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大力推进社

会组织发展建设，７辖市区相应成立７

个区级团属民办非企业。抓住公共服

务购买契机，推动“深扎根”。发布《首

批常州市青少年公益项目》白皮书，涵

盖１２个项目，总金额２５万元，推荐

２０家组织成功承接政府购买。

（许正宇）

·常州市妇女联合会·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市妇联逐级抓好

妇联干部培训，在中华女子学院举办

基层妇女干部培训班，武进、天宁、戚

墅堰区等基层妇联组织优秀女干部赴

浙江大学、上海妇女干部学校培训，各

辖市区妇联举办村社区妇联干部培训

班，着力提升妇联干部思想品德、职业

精神和能力素质。扎实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转作风、下基层、

访妇情、办实事。开展“百团‘四送’进

百家”（全省各级妇联联合和引导百个

妇联团体会员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妇

委会及各类女性社会组织共同走进城

乡百个“妇女儿童之家”）女性社会组

织走进“妇女儿童之家”系列活动，以

结对帮扶和献智捐赠等为主要内容，

为基层妇女儿童送科技、送教育、送文

化、送服务。市妇联获江苏省“平安家

庭”创建活动先进集体、省妇联“寻找

江苏最美家庭活动”优秀组织奖等荣誉。

【妇女创业就业】　２０１４年，市妇联实

施新型女农民培养工程，帮助农村妇

女创业发展、科技致富，举办农村实用

技术、农村妇女网上行基础技能和劳

动力转移培训２２０期，培训１３０６２人。

扶持巾帼农家乐示范基地、巾帼创新

业项目等５２个，联合市委农工办培育

扶持巾帼优秀农民专业合作社１０个，

共发放扶持金６２万元；新增巾帼来料

加工基地省级３个、市级６个，发放扶

持金１５万元，组织女能手５０余人赴

苏州、上海参观学习。推进妇女小额

贷款项目，发放妇女小额担保贷款

７４３０万元，发放贴息资金１６６．４８万

元。帮扶单亲贫困母亲、女大学生、失

地失业妇女实现就业，举办单亲贫困

母亲培训６期，培训３５０人；举办家政

培训和专业养老护理员培训５２期，培

训３６９２人。与人社局举办省家庭服

务业职业技能大赛常州选拔赛，选拔

６名选手参加省大赛，分获２个单项

第一和团体二等奖。着力促进女大学

生创业，创建女大学生创业实训基地，

常态化开展女企业家与女大学生牵手

结对活动。举办女大学生ＳＹＢ（Ｓｔａｒｔ

Ｙｏｕ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意为“创办你的企业”）

创业培训，培训１０６８人次，组织专场

招聘会７０余场，提供就业岗位近５万

个；组织女大学生参加省创业创新大

赛，常州市海归博士江明菲获二等奖。

【和谐家庭建设】　２０１４年，市妇联开

展“我与中国梦”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引导妇女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中华母亲节举办“母慈子孝，传

递幸福”主题晚会暨市“十佳母亲”“十

佳好儿女”命名仪式，提升“常人尚德”

城市品牌影响力。在常州电视台推出

“寻找最美邻居、最美家庭”电视公益

行动，在《常州晚报》等媒体推出《最美

家庭》专栏，激励更多的妇女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参与“新闻媒体看妇

联”环省行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全

市妇女先进典型和妇女工作成绩。深

化小公民道德实践活动，举办“爸爸看

哪本———亲子阅读训练营”“‘我这样

长大’儿童微电影大赛”等系列活动，

提高未成年人文明素养，不断创新儿

童道德建设工作品牌和载体。与江苏

理工学院合作“守望相助———关爱流

动儿童，创新家教机制”教育研究课

题，制定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辅导方案，

开设流动儿童家长课堂，编写常州市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手册。推进家庭教

育工作，培训家庭教育骨干，联合龙城

网上家长学校，广泛开展“科学家教进

万家”活动，举办各类家教讲座、咨询

２６０场。大力培育巾帼志愿服务基

地、项目、服务队和个人，举办“邻里守

望·与爱同行”巾帼志愿服务活动，为

空巢老人、单亲贫困母亲、流动留守儿

童送关爱。新北区河海街道 Ｈ５次

方、“警花驿站”巾帼志愿服务基地、

“家庭花———和谐家庭工作坊”公益服

务项目、小橘灯法律公益服务汇获省

妇联巾帼志愿服务先进单位，常州润

雨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坛市爱心

之家巾帼志愿服务队队长袁湘勤入选

省十佳巾帼志愿者。

【妇女儿童发展】　２０１４年，市妇联加

强对市“十二五”妇女儿童发展规划中

期评估督导，大力推动规划实施。９

月，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省统

计局对２０１３年江苏省实施“十二五”

《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和《江苏省

妇女儿童发展规划》主要目标完成情

况进行监测与评价，常州市以９７．３９

分名列全省第一。市教育局等７家单

位被评为全省妇女儿童先进集体，潘

春莺等１０名同志获省先进个人称号；

金坛、溧阳、武进被授予“十二五”妇女

儿童发展规划省示范县（区）；尧塘镇

等７个单位被评为省级示范镇（街

道）。运用政府公共资源为妇女儿童

办实事，妇女“两癌（宫颈癌和乳腺

癌）”筛查、儿童口腔检查等实事项目

被纳入常州市２０１４年重点工程，全市

共完成妇女宫颈癌筛查２１３３５７名、乳

腺癌筛查２１４２５８名，免费为８周岁儿

童筛查口腔３．８万名、窝沟封闭２．８５

万名。全年救助白血病患儿１２人，发

放救助金３．６万元。深入推进留守流

动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设，密切关注

留守流动儿童等困境儿童群体的特殊

需求，继续开展留守流动儿童安全守

护行动。与市检察院、市教育局和团

市委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预防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

【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２０１４年，市妇

联完善政策法规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

制建设，联合市法制机构制订地方性

法规咨询评估年度计划，邀请专家作

性别平等主流化专题培训，推进男女

平等基本国策宣传进党校、进基层、进

机关。市、区两级妇联开展法制宣传

５１场，发放资料６万份，广泛宣传男

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妇女权益保障

法》，增强妇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意识

和能力，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女性权

益维护。发挥妇联信访窗口、维权热

线、维权阵地、维权队伍以及家事巡回

审判庭等各类矛盾调解机构的作用，

９７党政　社团



加强婚姻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调解工

作，全年接访８９６件。深化平安家庭

创建活动，实施“小家大爱、幸福行

动———平安文明家庭创建工程”，开展

单亲家庭援助行动，通过建立单亲妈

妈快乐联盟、贫困家庭微心愿征集圆

梦、免费就业指导等活动，帮助他们提

高生活质量。年内，与市社科联、常州

开放大学、江苏理工学院联合开展《反

家暴的综合干预策略研究》社科重点

攻关课题，推动多方主体参与的反家

暴综合干预网络构建，提升防治家庭

暴力的理论水平，课题成果被评为全

省社科联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在新北区试点成立首个反家暴工作者

协会，建立由专业人员和志愿者组成

的反家暴服务体系。关注涉邪涉毒、

服刑在教、刑释解教和社区矫正人员

等特殊女性群体，举办“相聚三八节，

情伴新生路”“情系中秋·圆梦高墙”

和“大爱无限，放飞梦想”等主题帮教

活动，做好失足人员挽救教育工作。）

【巾帼圆梦行动】　１—１２月，市妇联

以“巾帼共筑中国梦”为主题，以汇聚

社会力量帮助单亲贫困母亲、贫困儿

童以及空巢老人等困难群体实现“微

梦想”为内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巾帼

圆梦行动。深入社区农村倾听心声并

在常州女性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平台

等新媒体上征集梦想，借助淘常州网

上助贫圆梦公益平台发布梦想结对助

梦，再由电子商务商家将物品直接配

送到妇女儿童家中实现梦想；举办单

亲贫困母亲免费就业培训指导等举措

延续梦想，使妇女儿童真正受益。全

年共帮助９１７名妇女儿童实现微心愿。

【“智慧女性·和美家庭”项目】　１

月，市委宣传部、市妇联在全市启动实

施“智慧女性·和美家庭”项目，引导

全市广大妇女、家庭创建“健康、仁孝、

勤廉、环保、书香”五型特色家庭。年

内，举办“智慧女性·和美家庭”女性

沙龙１０场，培育７００名巾帼使者从事

知识普及、培训和推广工作，组织开展

家庭趣味运动会、“巧媳妇”厨艺汇、环

保公益行动、家庭才艺大赛、相亲会以

及家庭文化节等３０余场系列活动，带

动８０００户家庭３万人次参与项目。

编印《常州市“最美家庭”故事集》《勤

廉家训小故事》《智慧女性·和美家庭

项目展示》系列丛书，在潜移默化中向

社会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

【家庭暴力告诫制度】　２０１４年，市妇

联联合公安部门建立家庭暴力告诫制

度，加强对家庭暴力靠前干预。该制

度主要发挥公安机关行政指导作用，

对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家庭暴力

加害人采取书面告诫等方式，督促加

害人改正违法行为。家庭暴力告诫书

不仅可以作为法院认定存在家庭暴力

的证据，还可以作为法院处理刑事案

件的酌定从重情节。年内，市妇联与

公安部门联合组织家庭暴力警情处置

培训４场次；发放家庭暴力告诫书

２２１份，其中口头警告１７５人次、开具

书面警告书４６份。

　　多年来，市妇联积极发挥组织优

势，开展反对家庭暴力的宣传、教育和

制度建设工作。通过人大、政协提交

关于反家庭暴力工作的建议、提案，联

合社科联、高校共同合作开展《反对家

庭暴力综合干预策略研究》的重点课

题攻关，推动反对家庭暴力立法进程。

会同公安等部门专门制订《家庭暴力

警情处置规范》和《常州市家庭暴力告

诫制度实施办法》，规范涉及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警情处置，明确家暴告诫制

度适用程序、责任主体、惩戒措施。深

入社区开展“反对家庭暴力，创建平安

家庭”主题宣传活动，制作反对家庭暴

力宣传海报３０００份印发到街道社区，

试点成立常州市首家反家庭暴力协会

和反家庭暴力专业社工团队，并启动

“反对家庭暴力文明引导”行动，开展

宣传咨询、法律讲座、婚姻沙龙、专题

培训、编排反家暴情景剧等活动，营造

全社会反家暴浓厚氛围。

【常州市妇女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１１月４—６日，常州市妇女第十五

次代表大会召开，４８０名妇女代表参

会。开幕式上，市委书记阎立、省妇联

主席缪志红讲话，市长费高云出席大

会。阎立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各级妇联

和妇女群众在过去５年为常州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的贡献。他希望

广大妇女坚定理想信念，积极建功立

业，弘扬时代新风，提升能力素质；要

求各级妇联组织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打通联系服务

妇女群众“最后一公里”，各级党委、政

府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妇女工作的领

导，赋予妇联组织更多资源和手段，支

持妇联组织依照法律和章程创造性开

展工作。大会审议并通过周广菊代表

市妇联第十四届执行委员会所作的工

作报告；选举产生由８１名执委组成的

市妇联第十五届执行委员会和由１５

人组成的市妇联第十五届常委会；周

广菊当选为市妇联主席，于巧锡、孙

惠、储蕾当选为副主席，戈亚琴为兼职

副主席。会议表彰了１０位市“三八”

红旗手标兵、６０位市“三八”红旗手和

３０个市“三八”红旗集体。

【“玉兰芬芳·助梦飞扬”女性社会组

织培育】　２０１４年，市妇联启动“玉兰

芬芳·助梦飞扬”女性社会组织培育

行动。联合市民政局出台《关于进一

步加强女性社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

见》，建立全市女性社会组织信息库，

筹建全市女性社会组织服务基地，新

培育２家市级女性社会组织；启动公

益创投项目征集活动，对入选的２０个

项目每个给予１万元的资金扶持；举

办女性社会组织建设工作专题培训，

组织妇联干部和女性社会组织负责人

赴深圳、无锡等地参观学习，开拓思

路、开阔眼界；在全市启动寻访常州市

最优女性社会组织、最美女性草根组

织领袖、最佳公益社工服务项目活动，

向省妇联择优推荐９个。全年全市新

登记（备案）女性社会组织１７８个。

（李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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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军分区

专职武装干部集训　（军分区　供稿）

【思想政治建设】　２０１４年，常州军分

区强化忠诚于党的意识，修订常委挂

钩帮带计划，结合民主生活会、整组点

验、安全检查等，着重抓好面对面指

导。围绕“讲党性、守党规、严党纪”学

习教育，广泛开展党日活动，组织党员

干部学习党纪条规。健全配强９个团

党委、３６个党支部，严格党课、党日、

党费等基本制度。紧扣“牢记强军目

标、献身强军实践”主题，军分区党委

开展３次专题议教议学，６名常委带

头作动员、上党课，组织全员参加两级

军区辅导讲座，收看军地专家学者授

课录像。拓展教育平台，深化黑板报、

学习园地、饭堂广播、政工网、连队演

唱组、军营ＤＶ六小阵地建设。成立

考核领导小组，采取个别谈话、民主测

评、专人核查、发函调查、电话查询、联

查会审等方式，对全区５６名重要岗位

人员进行考评考核。召开军地隐蔽斗

争协作会议２次，组织对驻地周边三

资企业、娱乐场所进行摸排，及时了解

处置涉军社情舆情。针对腐败案件、

暴力恐怖事件和周边安全态势，积极

开展形势教育，集中学习上级有关通

报、文电２７份，及时把思想统一到党

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上。端正

训风演风，每月专题分析军事训练形

势，对训练组织不严、不按计划组训等

问题现场纠正，对偏训漏训内容责令

复训补训。加强民兵预备役政治工

作，加强民兵预备役基层党组织建设，

结合整组点验、训练演习、遂行任务，

抓好党课教育、党员汇报、书记述职等

制度落实，促进党组织发挥功能。

（周　军　藏　俊）

【后装综合保障】　２０１４年，常州军分

区按照全面建设现代后勤要求，注重

质量效益，强化科学管理，积极推动后

勤装备建设各项工作。围绕提高后勤

遂行任务保障能力，深入研究战时军

地后勤指挥编组、地面防卫作战和快

速动员支前等后勤保障问题。修改完

善反恐维稳、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支援地方抗击自然灾害等１２项后勤

保障方案；修订完善作战保障方案和

配套方案，按照新的《部队后勤物资携

运行标准》完成后勤机关战备设施配

套建设。强化后勤针对性实战化训

练，开展“学军事、练技能、强素质”活

动，组织参加省军区后勤专业比武竞

赛，获卫生专业单项成绩第三名。深

化武器装备标准化、规范化、系列化管

理，完成以武器弹药安全为重点的国

防园升级改造一期工程和１２１１９发民

兵报废弹药调运上交任务。统筹安排

财力，优先保障战备训练、信息化建设

等重大项目经费需求；接受春节期间

经费开支情况审计和财务专项审计，

组织开展对正常拨款、往来借款、定期

存款、长期欠款、垫支占款、不明账款

的清理整治活动，及时督促人员偿还

借款，确保资金运行安全。按照现代



营房建设及保障要求，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筹措资金２３０余万元，完成机关

配电房改造、营院外墙整治、公寓住房

和征兵用房整修。严格执行《常州军

分区职工管理暂行规定》，落实职工年

度考核制度，推行用工定额管理，协调

做好２名退休退职职工的移交安置工

作，并分批兑现职工住房公积金和住

房补贴。坚持以人为本、关爱官兵，合

理安排探亲休假，对考上大学的干部

子女进行奖励，走访慰问８６名基层营

连主官和困难干部家庭，看望１９名离

退休干部和遗孀。年内，全区官兵、职

工健康体检率１００％。整改纠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问题，对常州军分区内的公车进行专

项治理。全年行政消耗性开支减少

１７．８９万元，比上年下降１４％；接待经

费减少２４．９３万元，下降１９％；走访

慰问减少２６．９８万元，下降２２％；会

议集训减少１１．５万元，下降１３％。

（周　军　张　先　宋建国）

２０１４年首批１０９名新兵奔赴军营　（尹丹蓓　魏作洪　摄）

【安全管理】　２０１４年，常州军分区坚

持用条令条例管理教育部队，扎实开

展“学法规、明职责、严纪律、正秩序”

活动，组织两级机关干部队列会操和

条令知识考试，强化纪律观念和作风

养成。严格落实请销假制度，军分区

常委和团单位主官带头落实离开辖区

和参加地方活动报告制度。突出行车

安全重点，做好行车手续、驾驶员和安

全技术检测，开展驾驶员驾驶作风纪

律整顿，组织军车驾驶员和拥有私家

车干部、职工驾驶资格认证考核，人人

签订安全行车承诺书。加强警备工作

落实，召开驻军警备工作联席会议，整

顿军车军容，加大纠察力度，协调交巡

警支队每月抄告军车运行情况。全年

全区军车没有发生一起违法违章行

为。开展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拉

网式安全排查、安全大检查、暑期安全

竞赛、枪支弹药和武器装备仓库专项

检查等活动，大力整治隐患问题，先后

召开常委会专题分析安全形势６次。

把安全常识、避险技能纳入年度教育

训练计划，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开展

消防器材操作使用、防煤气中毒、防触

电教育训练３次，提高官兵防范意识

和能力。加大防范暴力恐怖袭击投入

和训练，修订完善《营院防范暴恐袭击

应急处置预案》，协调市公安局反恐支

队在国防园组织１２０名骨干集训。建

立完善１１０联动系统，补充防暴装具

１６０套。加强库室管理，严格双人入

库、钥匙互控、领导查库等制度落实，

组织看管人员业务培训２次，升级改

造营院和武器库安防设施。开展作战

值班规范化整治，出台《常州军分区作

战值班规定》，对音视频系统和硬件设

施进行改造提升。 （周　军）

【国防动员】　２０１４年，常州军分区围

绕履行使命任务，推进国防动员建设，

强化作战准备落实和后备力量建设。

统筹细化作战准备任务，先后召开党

委常委军事斗争准备会和军事斗争准

备任务推进会，制定重点任务落实措

施。市国防动员委员会对全市主要经

济状况、交通基础设施、信息资源、物

资油料储备等１８类国防动员潜力进

行调查，对口汇总上报数据４万余条；

市人民武装部办公室组织对全市人民

武装动员潜力数据进行会审。

【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２０１４年，常州

军分区规范专职武装干部和民兵骨干

队伍建设，先后组织３批次１８０余人

参加省、市两级专职武装干部培训暨

考核，合格率９５．８％，全市所有在职

专职武装干部全部通过职业资格认证

考核。加大干部培养力度，通过交流

任职、调学培训、以会代训等办法，提

高综合素质，对新调入干部，在省军区

培训的基础上组织３个月的岗前训

练。开展每天一练、每周一图、每月一

文、每季一考常态化学习训练，建成体

能训练室，严格每日体能训练制度，组

织参谋骨干、机关干部、镇街道专职武

装干部两级业务集训和军事技能比

武。参加省军区半年练将练官普考，

成绩位列全省第一方阵。发挥民兵预

备役训练基地作用，分层次组织森林

防火、抗洪抢险、应急维稳、预备役通

信分队成建制训练和指挥军官编组训

练；分类组织业务骨干培训和民兵情

报信息员队伍建设，提升情报信息侦

搜能力。 （周　军　陈　祥）

【征兵工作】　２０１４年，全市登记兵役

１９８８８人，其中应征报名８２８９人，上

站体检３８２８人，体检合格率６５．２％。

全市征集男兵１５４７人、女兵３４人。

其中，高中以上文化青年占９８．８％，

大学生占５０．１％。市征兵办被南京

军区表彰为征兵工作先进单位。

（陈　祥）

【国防教育】　２０１４年，常州军分区深

入开展国防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企

业、进农村、进社区“五进”活动，会同

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研究优化国防

教育师资队伍、完善国防教育网络等

问题。围绕“关心国家安全，维护海洋

权益”主题，结合军民共建道德讲堂，

认真组织第十四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

动。将国防法制宣传教育纳入“六五”

普法规划，开展国防法制宣传周活动。

充分发挥国防科普教育馆和国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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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作用，组织１３００多名领导干部参

加军事日活动，对３万多名学生开展

军训。 （藏　俊）

【双拥工作】　２０１４年，常州军分区积

极协调地方政府做好转业干部安置工

作，安置质量、速度继续居全省前列。

年内，深入街道、企业调研随军家属就

业、子女入学、复转退伍军人安置等具

体问题，开展“爱心献功臣”行动并设

立现役军人立功奖励基金，军分区和

辖市区人武部走访慰问驻常州部队。

组织驻常州部队向茅山老区捐款，走

访慰问贫困户６０余户，资助贫困学生

３０多名；组织驻常州部队１６０人参加

献血。与公安、武警、安全、信访及气

象、水文、地震等部门协作，建立军地

联合应急处置突发事件机制；采取按

月轮流方式，常态化组织城区各街道

民兵配合公安民警参加驻地社会治安

巡防，全年累计执勤１３２０人（次）；组

织民兵并协调友邻驻军参与扑灭武进

区雪堰镇山林火灾；会同市水利局进

行防汛勘察，组织和参加军地情报信

息分析研判例会１２次；与市防汛防旱

指挥部共同组织２０１４年常州市防汛

抢险军地联合演练，军地１６个单位

３００余人参加，动用各种大型工程抢

险装备７１台（套）。

（吴　昊　藏　俊）

【涉军维权工作】　２０１４年，常州军分

区加大涉军维权工作力度，组织开展

“送法进军营”活动，依法及时高效地

解决涉军矛盾纠纷，维护国防利益和

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成立涉军维权服

务站（组）２８个，３２人担任涉军维权调

解员。搞好涉法涉诉信访积案和军人

军属涉法问题集中清理，累计为军人

军属提供法律咨询３８０人次，接待来

信来访１２６人次，处理各类民事纠纷

８７件。打击涉军造假违法犯罪活动，

协助地方做好退役人员稳定工作。

（藏　俊）

【《常州市军事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创

刊号）》完成编纂】　１０月，《常州市军

事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创刊号）》完成

编纂。该年鉴由常州军分区组织编

纂，驻常州部队（不含武警常州支队）

供稿，综合记述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常州地

区部队的发展变化，为常州市第一部

军事年鉴。全书约７０万字，图照３５０

幅。 （周　军）

武警常州市支队

【思想政治建设】　２０１４年，武警常州

支队坚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关于国

防和军队建设一系列重要指示，组织

开展“牢记强军目标，献身强军实践，

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主题教

育和党委中心组带机关理论学习。完

成省武警总队主题教育试点任务，经

验做法被省武警总队推广。组织经常

性思想教育和法律服务工作，大力开

展主题团日活动，做好南京青奥会安

保任务中政治工作，持续激发部队战

斗热情。年内，武警常州支队政治处

副主任吴磊被评为江苏好青年，三大

队十一中队政治指导员贺晓露被评为

省武警总队十大投身强军实践先进

典型。

【执勤战备】　２０１４年，武警常州支队

高标准完成省武警总队正规化执勤等

级评定试点任务。军事训练成效明

显，参加省武警总队体能达标竞赛，获

第一、第二、第三各２项；参加总队狙

击手集训竞赛，获团体第二名；参加总

队参谋尖子比武竞赛，获团体第一名。

严格落实战备制度，严密组织南京青

奥会安保任务和社会面武装巡逻勤

务，圆满完成各类临时勤务，市武警支

队被省武警总队表彰为青奥会安保先

进集体。

【后勤保障】　２０１４年，武警常州支队

科学编制年度经费预决算，调整集中

采购支付方式，全面推行公务卡结算；

加强后勤规范化管理，深化后勤岗位

大练兵和伙食管理年活动；严格枪弹

防控措施，落实车辆联合管理责任制；

稳步推进教导队训练场、九中队射击

场建设；着力提升部队应急保障能力，

精心组织重大任务后勤保障。开展后

勤专业兵“一岗多技、一专多能”培训，

１６名司务长获初级厨师证，３０％的驾

驶员学会炊事烹饪，６０％的炊事员懂

得会计业务，初步实现驾驶维修、厨艺

烹饪、会计业务、园艺摄影等全方位技

能保障支撑。 （胡　伟）

９２１３８部队

【思想政治建设】　２０１４年，９２１３８部

队党委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进一步坚定官兵的理想信念。开

展“牢记强军目标，献身强军实践”主

题教育活动，组织官兵观看《焦裕禄》

《惊涛骇浪》等先进典型辅导录像，通

过召开体会交流大会、开设政工网专

栏、制作专题板报和宣传橱窗，使学习

教育深入思想、融入工作。坚持把战

备训练、演习演练作为培养战斗精神

的重要平台，采用教育引导、誓师动

员、思想鼓动等方式，引导官兵自觉强

化任务观念、宗旨意识和战斗作风，激

发官兵的荣誉使命感。举办“强军梦、

机务梦、我的梦”主题文艺汇演，引导

官兵坚定强军信念，端正价值追求。

针对钓鱼岛维权等复杂形势，多次组

织开展形势政策和备战教育，引导官

兵把强烈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实战准备

的精神动力。

【军事战备】　２０１４年，９２１３８部队按

照“能打仗、打胜仗”的总要求，紧贴形

势发展和任务需求，坚持训练内容向

信息化聚焦、训练标准向实战化贴近，

科学统筹安排，依法按纲施训，加强训

练管理，部队战斗力水平得到全面提

升。按照“一主多备、早晚两头、常年

保持跨昼夜”的组训思路，科学制定训

练计划，严格落实指挥工作、教学法研

究、飞行人员技术分析等制度，推动训

练质量提高。充分运用飞参、指挥仪

和摄像等设备，坚持逐人、逐架次进行

训练质量评定，帮助飞行人员对照标

准找问题、抓整改。官兵坚持以“快速

维修、精细保障、出好飞机、多出飞机”

为目标，依法科学维修，有效维护装备

质量安全，较好地完成各项装备保障

任务。部队努力营造业务钻研和科研

创新氛围，促进机务保障人员由“经验

型”向“理论型”转变。

【部队管理】　２０１４年，９２１３８部队团

党委坚持把安全工作贯穿、渗透于各

项工作的每个环节，推进部队建设安

全发展。组织开展安全宣讲大会、“安

全在我心中”主题演讲、安全教育图片

展，充分调动官兵想安全、抓安全、保

安全的积极性，营造“上下齐心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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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人主动抓安全”的氛围。通过经

常性开展夜查、每月开展军容风纪大

检查、内务卫生流动红旗评比仪式等

形式，引导官兵养成遵章守纪的良好

习惯。制定《深化从严治军措施》等６

项措施规定，加强部队安全管理，严格

一日生活制度，正规工作生活秩序。

积极发挥文化的激励、鼓舞、引导和约

束作用，深化拓展走廊文化、灯箱文化

等载体，将重大安全防范、飞行安全、

预防犯罪、失泄密等内容的教育工作

融入到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方方面

面，构建团队特色安全文化。

【拥政爱民】　２０１４年，９２１３８部队为

驻地共建学校的师生上国防教育课５

次，接待驻地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等到

部队开展“军营一日”等活动１０００余

人次。通过举办军地座谈联欢、军民

共建道德讲堂，在节假日走访慰问孤

寡老人，成立学习雷锋小组为驻地群

众开展便民服务，对院校学生进行军

训，组织官兵为驻地医院血库献血，强

化官兵拥政爱民、为驻地经济建设和

社会稳定服务的意识。参加军地联席

会议，定期组织军地座谈会，解决新时

期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与驻地公

安、国家安全部门定期开展安全交流

沟通，维护军地安全稳定。针对国内

暴力恐怖袭击等复杂形势，组织应急

分队开展针对性演练，增强应对突发

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魏　玮）

人 民 防 空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市民防局围绕重

点突破、全面推进、融入民生、服务发

展的工作目标，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努

力探索民防工作与地方经济建设相融

合、与社会民生相融合的发展道路。

年内，在全省民防工作创新成果展评

会上，常州市民防局获全省民防工作

创新成果一等奖。

　　推进民防应急指挥建设。开工建

设金坛市人防基本指挥所和金坛、溧

阳、武进、新北区县级民防机动指挥

所。组织机动指挥所与固定指挥所的

视频会议训练和机动指挥所野外实战

拉动训练，利用三维模拟仿真技术，推

进重要经济目标防护的模拟训练和演

练。１０月２９日，成功组织全市防空

警报试鸣，并结合警报试鸣，同步组织

全市（含金坛、溧阳市）１０３个社区

２８３８０人次开展紧急疏散演练。１１

月，市民防局参加省军区、常州军分区

组织的指挥部演练。１２月，全市组织

召开民防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推进会，

汇报演示民防应急救援分队训练成果。

　　强化人防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

２０１４年，市区人防工程立项面积、新

开工面积和竣工面积以及医疗救护、

专业队工程均超额完成省民防局下达

的指标。１１月１日，兰陵人防地下过

街道工程进入试运行阶段，行人通道

２４小时开放，地下商业广场开始试运

营。制定完善《人防工程维护管理信

息平台操作规定》，做好人防工程维护

管理信息平台推广应用。开展人防工

程使用单位维护管理相关知识培训，

促进全市人防工程维护管理标准和水

平的提高。９月，完成《常州市城市人

防工程建设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的修

编，并通过省民防局组织的专家评审。

　　改进机关效能和廉政建设。２０１４

年，市民防局推进简政放权，优化审批

流程。行政权力事项由６８项调整至

５０项；行政审批事项由６项压缩至５

项，取消和部分下放６项，审批服务时

限全部压缩到法定时间的５０％以内。

优化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流程，与市建

设、规划等部门开展重点建设项目竣

工验收并联服务。发挥内控机制平

台、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网络平台及市

“三合一”平台的监督制约作用，推进

廉政文化建设，在自建工程建设中全

面推行廉洁示范工程创建工作。

【文化宫广场人防综合工程被征收】　

２月，按照市政府关于轨道交通建设

的要求，常州市开始对文化宫广场人

防综合工程全面展开征收工作。４

月，该工程被天宁区政府征收；６月

底，时尚莱迪及经营户全部搬迁腾让

完毕；１２月底，该工程交付给常州市

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常州文化宫

广场人防综合工程位于市中心延陵西

路２号，建筑面积２１５２２平方米，经营

面积约１．４万平方米，工程建设总投

资１．２９亿元，于１９９９年１月竣工并

投入使用，是全国人防工程试点项目

和江苏省人防重点项目。该工程战时

功能为专业队、人员掩蔽和物资库工

程，平时主要用作地下商业购物、休闲

娱乐及地下过街通道等。

【民防机动通信拉练活动】　５月１５—

１６日，市民防局举办为期２天的全市

机动通信人员及装备的培训和拉练活

动，动用短波电台１０部、卫星通信设

备２套，全市３０人参加活动。培训与

拉练活动内容包括理论培训、实践操

作和野外拉动训练。通过有无线电通

信基础知识、通规通纪、联络文件的使

用、组网沟通联络、话务用语的规范、

报务日记的登记方法等内容的培训以

及电台台站的开设与撤收，天线的架

设、固定与机动指挥所视频会议系统

联调等科目的训练，使参训人员丰富

理论知识，规范话务用语和操作程序，

有效提高全市人防通信人员的技战术

水平。

【兰陵地下过街道试运行】　１１月１

日，常州市兰陵广场地下过街道进入

试运行阶段，行人通道２４小时开放，

地下商业广场开始试运营。兰陵广场

地下过街道人防综合工程是常州市中

心城区最大的地下过街道人防综合工

程，２０１３年４月开工建设，建筑面积

１５８７０平方米，总投资１．７亿元。整

个地下通道为Ｌ形的“一纵四横”格

局，“一纵”即由兰陵北路贯通劳动西

路的Ｌ形纵向主通道，“四横”即分别

连接地上入口的４条横向人行通道。

【民防工作创新成果展评活动】　１２

月，市民防局组织开展２０１４年民防工

作创新成果展评活动。由常州军分

区、市民防局以及各辖市区民防局的

领导、专家和业务骨干共同组成的评

委，围绕创新成果可持续发展、创新水

平、三个效益（战备、社会、经济）、服务

能力、推广价值和课件制作评价等６

个方面，采取事先抽签、现场演示、当

场打分的方式，对各辖市、区民防局申

报参评的７个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其

中，金坛市选送的《不尽活水“改革”

来———金坛人防产权制度改革纪实》

获一等奖，新北区选送的《重要经济目

标防护的模拟仿真———利用模拟仿真

技术创新重要经济目标防护演练手

段》和武进区选送的《人防工程维护管

理的市场化路径探索》获特别奖。

（林庆强）

４８ 军　　事



综 述

【平安常州建设】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扎

实推进平安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工作，圆满完成南京青奥会安保等维

稳任务，未发生在全省有重大影响的

案件、事件和事故。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严密防范、

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活

动，辖市区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

实体化实现全覆盖，武进、天宁区被评

为全省无邪教示范区。深入开展反恐

怖斗争，制定反恐处突预案，推行武装

巡逻，严格落实重点人员、要害部位和

公共场所安全防范措施。扎实开展治

理进京非正常上访攻坚年活动，依法

惩治违法信访行为，有效规范信访秩

序。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简称“稳

评”）工作机制，成立常州市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完善稳评工

作制度体系，推进稳评工作规范化运

作，全年报备重大项目和事项３５６个，

完成稳评事项３２７个，在２５个镇街道

探索开展区域稳评工作。深化大调解

机制建设。同步推进村社区司法行政

服务站与村级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

设，全市９５５家村级调解委员会达到

省级规范化要求，达标率９６．３％；成

立常州市百名调解专家库，组建专业

调解重点领域专家咨询委员会；推动

调解组织规范扩面，在５００名员工以

上企业建立调解组织机构２０６家；常

州市仲裁委被确定为全国仲裁“案件

受理多样化、纠纷处理多元化”试点单

位，全国仲裁工作年会和首届长三角

仲裁工作会议在常州市召开。

　　全力保障公共安全。常州市政法

机关严厉打击严重暴力犯罪，刑事案

件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

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

炸、投放危险物品八类案件总量比上

年下降３．６％、２９．８％，３５起命案全部

破获，打黑除恶绩效位居全省前列；成

功侦破公安部、省公安厅交办的“３·

１９”敲诈勒索案件。加大民生犯罪打

击力度，全市街面抢劫抢夺、盗窃电动

车、扒窃警情分别下降３７．５％、９％、

１３％；深入推进打击食品药品环境犯

罪深化年活动，侦办食品药品环境犯

罪案件８７起；组织开展禁赌“飓风”专

项行动，全市涉赌、赌博机警情分别下

降４０％、９０．５％；积极投入禁毒百城

会战，破获毒品犯罪６８７起；对排查确

定的２个省级、７个市级、３２个县区级

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和１０个突出治安

问题实行挂牌整治，重点地区的治安

面貌得到明显改善。严密开展治安防

范工作，编制立体化现代化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建设三年规划，扎实推进和

谐安民工程，在中心城区提升改造社

会面视频监控６６５个，新增技防入户

１０万户，推进老小区１．３２万扇防盗

门集中维修和长效管理，２００个次新

小区、安置小区、城中村安防设施改造

提升工程圆满完成。召开全市技防入

户工程现场推进会，“车卫士”等契合

市场机制和群众需求的技防入户新模

式得到全面推广。实施单位安防达标

工程，制订刑事案件倒查办法，单位内

部刑事案件、盗窃案件、盗窃电力电信

广播电视设施案件分别下降１３％、

２２％、３８％，连续９年实现输油气管道

零发案。推进行业场所治安等级化管

理，全市９３１家娱乐服务场所、２０５１

家旅馆实现自动化积分管理。完成巡

特警体制重组，加强三级专职巡防队

伍规范化建设，街面见警率明显提高。

推进警务大数据工程和警用地理信息

技术重点实验室建设，出台《公共安全

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视频资

源整合量全省第一。建成全国首个警

务云ＧＩＳ平台，被公安部确定为警用

ＧＩＳ全国唯一综合示范城市和警用地

址数据管理首批试点城市，视频作战

综合应用平台被评为中国通信与信息

化应用优秀成果金奖、国际社会公共

安全产品博览会创新产品特等奖。推

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加强生产、交

通、食品药品领域专项整治，全市生产

经营性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实现双下

降。大力实施社会消防安全“防火墙”

工程、道路交通畅通工程、绿色平安铁

道创建工程、平安机场安全保障工程、

平安水域创建工程，在全国率先破解

电梯维护保养监管应急救援难题，全

市连续１６年未发生群死群伤恶性火

灾事故。

　　扎实推进基层治理。市政府出台

《常州市户籍准入和迁移管理规定》，

加快推进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改革。

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社区服刑和

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率低于省定指

标。实施重点青少年群体成长护航工

程，在全省率先推行以政府购买服务

形式探索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队伍



建设，经验做法被团中央在全国会议

上推广。开展平安校园建设，制定《常

州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保障标准》，

明确学校人防、物防、技防、制度防、消

防“五防”标准。全年中小学、幼儿园

案件下降２２．５％，实现重大涉校涉生

案件事故零发生。开展平安金融建

设，健全和完善视频监控和离行式

ＡＴＭ 机防护舱建设，常州市银行业

金融机构营业场所视频监控安装使用

率１００％，自助银行和离行式ＡＴＭ机

安装使用率１００％。创新基层治理模

式，天宁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实验区建设取得初步成效。溧阳市、

武进区和市公安局、交通局被江苏省

委省政府表彰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全省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法治常州建设】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紧

扣“规范权力运行，维护群众合法权

益”主线，全面推动法治常州建设。

　　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市委、

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党政领导干部

述法工作的意见》和《关于深入推进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化解矛盾

纠纷的意见》，召开领导干部学法用法

经验交流会暨法治常州建设座谈会，

由市委书记、市长等市领导带队组成

１６个组检查考核述职述廉述法情况，

推动党政领导干部述法工作的制度化

和规范化。开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典型案例征集

活动，总结推广金坛市薛埠镇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化解社会矛盾

的典型经验。

　　推动公共权力规范运行。市政府

制定《法治政府建设考核评价办法》，

明确考评的主体对象、方式程序和结

果运用等内容。市政府法制办规范行

政执法行为，开展行政执法案卷评查、

典型案例指导和评析研讨，编印《行政

指导案例汇编》，《常州市行政执法程

序暂行规定》被评为首批法治江苏建

设优秀实践案例。市委、市政府出台

《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

规定》，加强出庭应诉工作，推进依法

行政。探索建立环境保护、知识产权

保护等重点领域执法联动机制，网上

移送案件信息１２００条，检察机关督促

移送涉嫌犯罪案件９０余件。审判机

关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

司法新机制，推动法院裁判文书公开、

审判流程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

台”建设。

　　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审判机关

进一步规范院长、庭长对审判流程的

监督管理，依托案件审判信息系统，实

行院、庭长对案件的签发、文书的修改

全程留痕。检察机关推进统一业务系

统实战应用，对全市所办案件质量和

执法规范化标准进行评查，强化信息

平台、话单分析、电子证据回复、心理

跟踪仪等侦查信息化和装备现代化信

息技术的实战运用，实现规范化、精细

化执法。市委政法委积极开展执法督

查，组织对全市政法机关践行执法为

民公开承诺、贯彻侦查讯问阶段同步

录音录像规定、执法司法公开平台建

设以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规定

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开展涉法涉

诉非正常上访案件集中评查活动。市

中级法院每月印发《审判月报》，对全

市法院案件办理的质量和效率进行数

据分析通报，评查分析重点案件，实现

对案件质量的有效管理。市检察院强

化诉讼监督，建立健全刑事拘留和公

安派出所刑事执法活动、强制医疗程

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等相关监督机制。

　　深化法治系列创建。在全省率先

制定《关于开展法治镇（街道）创建活

动的实施意见》，重点围绕促进依法履

职、推进依法行政、深化普法教育、发

展基层民主、维护社会稳定五项主要

任务全面加强镇街道法治建设。省

委、省政府确认武进区并授予金坛市

为法治建设示范县（市、区），确认武进

区、溧阳市、金坛市、钟楼区并授予新

北区、戚墅堰区为法治县（市、区）创建

工作先进单位。扎实开展公正司法、

法治文化示范点和民主法治村（社区）

创建。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戚墅堰区

人民检察院、武进区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庭３个单位被确认为全省公正司法

示范点，钟楼区永红街道清潭三社区

成为全市首家省人大民主立法联系点。

【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　１２月

３０日，市委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深化司法

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任务分工方案》。

常州市将围绕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

公正行使职权、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

进严格公正执法、深化司法公开、落实

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健全反腐败法律

监督机制和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７

个重点，推进落实４２项具体改革任

务；同时围绕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健全

公共安全体系，推进落实８个方面共

３１项改革任务。

【公众安全感社会调查】　７月，市委

政法委联合常州大学采用入户问卷调

查方式，在常州两市五区范围内进行

公众安全感社会调查。调查抽样采集

的２１０９个有效样本广泛分布于１９个

镇、街道，４１个行政村、社区，６７个小

区、自然村；接受调查者为１６至６５周

岁在常州居住半年以上不同性别、文

化程度、职业和收入的居民。调查显

示，常州市城乡居民对安全的感受、对

当前社会治安状况的总体评价较高，

主要体现在公众安全感综合水平高、

公众安全感持续稳定、公众安全感区

域指数较均衡、公众安全感城乡差别

小、社区治安状况总体良好、公众对安

全感的预期较高等方面。此外，根据

对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人身安全、交

通安全、医疗安全、个人信息隐私安

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校园安全８

个领域的调查显示，公众对个人和家

庭财产安全、人身安全满意率最高，均

在９５％以上，而对食品安全、个人信

息和隐私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的满意

率很低，均在７５％以下，其中食品安

全满意率最低，仅为６５．４９％；根据对

不同收入、年龄、性别、健康状况、文化

程度、职业和居住在不同社区的群体

安全感调查显示，特定人群的安全感

低，特别是收入水平对安全感的影响

更大；根据对小巷、地下停车场、公共

汽车、繁华街道、车站码头、娱乐场所、

农贸市场、居住社区、校园周边和网吧

１０类公共空间的满意率调查显示，公

众对居住地的安全感满意率最高，为

９４．６５％，而对小巷、娱乐场所、网吧的

安全感满意率最低，分别为５８．７４％、

４７．０５％和４０．１２％。

【法治为民办实事】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

扎实开展“法润常州春风行动”，推出

优先安排民生立法项目，建立审判流

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建

立网上司法拍卖平台和工作机制，全

面推行检察为民服务中心模式，完善

６８ 法　　治



司法求助制度，推动国家司法救助机

制建设，构建公共法律服务全覆盖工

作体系，加大法律援助力度，推行省辖

市范围内本地居民户口通迁制度、全

面实施居住证制度９件法治为民实

事。通过媒体向社会做出“便民、利

民、惠民”８项承诺（满足群众对紧急

法律服务事项的时间需求；为有特殊

困难的当事人提供上门法律服务；缩

短公证书出证时间；降低法律援助门

槛；提升１２３４８法律服务专线效能；满

足群众多层次、便捷优质的法律服务

需求；２０１４年全市网络化排查预警实

现全覆盖；方便社区服刑人员就业培

训，提供特殊人群法律服务）。大力实

施民生警务，继续推进“互联网＋公安

网＋手机短信＋人工回访”四位一体

执法告知，全市警情受理、案件办理告

知率１００％，意见建议办结率１００％。

搭建消费、价格、质量、物业服务等仲

裁案件调处新平台，共受理案件７６９

件，调解和解率与自动履行率均达

７５％以上，当事人满意率９０％以上，

国务院法制办确定常州仲裁委为全国

仲裁“案件受理多样化、纠纷处理多元

化”１９个试点单位之一。天宁区社会

治理联动指挥平台以信息化和督办机

制推动网络化管理工作，全年解决群

众诉求１８４件，居民对部门和社会工

作者 的 满 意 度 分 别 为 ９６．３２％、

９６．９３％。戚墅堰区推行政府购买法

律服务，实施“一村居一律师”社会治

理现代化探索工程。深入开展“我看

我评法治常州建设”活动，印发企业法

律服务需求问卷，建立法企对接机制，

为企业重组改制、投资立项、项目洽谈

等提供法律论证，防范、化解企业在转

型过程中存在的经营风险，指导加强

关键环节和敏感岗位制度管理。研发

涵盖法律服务机构电子导航、法治信

息宣传、免费法律咨询三大功能于一

体的手机微信法律服务掌上通，利用

微信平台实行律师与当事人点对点法

律咨询服务。

【法治文化】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全面实

施“六五”普法规划，切实加强领导干

部、公务员、青少年、农民工、流动人口

等普法对象的法制宣传教育。市委中

心组邀请知名法学专家李林作专题学

习报告会。市委政法委、市中级法院、

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和市国家安全局

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市政法系统推进

常州法治大讲堂工作的实施意见（试

行）》，全年开展法治大讲堂１０３次，讲

解案例６８７件，受众３．２６万人。深化

“法律六进”活动，组织开展“送法下

乡”“法润常州促发展、普法惠民村村

行”“司法行政干部普法惠民社区行”

等主题活动。开展“公平正义在身边”

法治体验教育活动，建成预防职务犯

罪教育基地、环境保护联动中心、新希

望社会实践基地等工作阵地和钟楼

“青云坊”等法治文化宣传视窗，开辟

“荷廉清韵”廉政教育专线、“常检新

航”未成年人教育专线，通过实地体

验、案例教学、定制讲座，切实让人民

群众感受法治正能量。建成常州大学

史良法学院，搭建法律实务和法治理

论研究平台，深入传播法治精神。举

办法治常州新闻宣传全市行、平安法

治常州摄影作品征集等８项法治常州

建设巡礼活动，着力提升法治建设知

晓率和满意度。武进区牟家村农村法

治文化公园等６个法治文化阵地被命

名为第二批省级法治文化建设示范

点。金坛市薛埠镇司法所所长仇书洪

被评为江苏省十大法治人物，市中级

法院张福荣被评为江苏省最美法官、

江苏省最美法治人物。 （吴　宏）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７月，常州市

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联合下发《关

于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

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被纳入依法决策、科学决策的前

置条件，要求对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

重大决策、重大工程项目，在出台或实

施前对其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

控性进行评估。９月，常州市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全年

报备重大事项３５６个，完成稳评事项

３２７件，其中暂缓实施项目１４个。年

内，市维稳办组织各稳评责任单位累

计走访群众２．２万人次，帮扶群众解

决困难３７３个（件），及时排查化解矛

盾１１５１起（次）。

　　推进区域稳评。１月，对２０１３年

进京非正常上访人次和批次较多的镇

街道创新开展区域稳定风险评估工

作，首次运用稳评机制介入突出矛盾

的化解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不

稳定因素。共排查梳理各类重大建设

项目４６个、重大决策项目１个。其

中，完成稳评项目４２个（暂缓实施项

目２个），梳理出突出矛盾和不稳定因

素５类３８件。年内，全市有２５个镇

街道完成区域稳评报告，对９４个建设

项目开展稳定风险评估；排查化解各

类不稳定因素６９９件，帮助群众解决

困难２６５件。

　　涉稳项目排查。３月，市维稳办

将全市１６６个重点项目排查工作分解

落实到各级维稳部门，强化领导责任，

坚持标本兼治，全面排摸化解相关问

题，进一步落实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各

项措施。排摸出涉稳问题１３个，主要

集中于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劳资纠纷

和公共管理方面。对排摸出的涉稳项

目，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

责”原则，逐一建立动态预警防范制

度，先后下发１５份稳评建议函，提前

落实防范化解措施。６月，组织市发

改、住建、环保、规划、城管、信访等部

门，全面排查和梳理全市涉环保类“邻

避”项目及房地产项目，进一步调动各

方力量齐抓共管，集中调处、化解、督

办矛盾纠纷和问题。

　　引导多方参与。积极推进稳评工

作的社会化、市场化和专业化建设，选

聘各行业领域专家建立稳评专家库，

委托具备相应评估能力的机构和具有

相应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实施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６月５日，市维稳办与

上海同济大学签约共建常州市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理论研究实践基地，重点

围绕稳评工作开展专项课题研究并提

出政策建议，为全市稳评队伍提供业

务培训和理论支持。将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内容纳入市委党校县处级干部培

训班课目，特邀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朱德米为２０１４年度三期县

处级培训班等共计３００余名领导干部

授课。９月１６日，召开全市稳评第三

方评估机构座谈会，１５家稳评第三方

评估机构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杜　渊）

审 判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法院依法受

理各类案件９１４２１件，审执结７８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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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分别上升８．６７％和３．０３％。其

中，市中级法院受理各类案件１２２２８

件，审 执 结 １１１２８ 件，分 别 下 降

５．６６％和１０．１１％。

【刑事审判】　２０１４年，全市法院一审

审结各类刑事案件５０４１件，判处罪犯

６８７３ 人，分 别 上 升 １１．２１％ 和

８．３４％。严惩暴力犯罪、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和涉毒、邪教等犯罪，一审判

处杀人、抢劫、绑架、强奸、毒品犯罪等

案件１１０５件１３８８人，审结罗彪、朱菊

喜抢劫杀人、放火灭门案，李良、周九

伟杀人骗保案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案件。依法惩治职

务犯罪，一审判处贪污、贿赂、渎职犯

罪案件１１３件１３３人，审结市卫生局

原副局长夏国强受贿案、市财政局原

副局长孟建国受贿案等要案。依法严

惩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审结王

华集资诈骗３．７亿元等大要案。强化

人权司法保障，坚持有罪则判、无罪不

受刑事追究，对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

节的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罚。加强少年

审判工作，探索少年综合审判和家事

案件审判“二合一”新模式，最大限度

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审结２９３

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未成年被告人

缓刑适用率３０．７２％。

【民事审判】　２０１４年，全市法院一审

审结各类民商事案件４．０９万件，比上

年下降５．９２％，诉讼标的额２６０余亿

元。关注民生需求，一审审结婚姻家

庭、损害赔偿、医疗纠纷、劳动争议、土

地承包案件１６１５０件。依法保障房地

产市场平稳有序发展，一审审结房地

产纠纷案件８１０件。积极应对民间借

贷纠纷激增态势，妥善处理企业资金

链断裂引发的债务纠纷，一审审结民

间借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９７６３

件。依法规范企业治理结构，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一审审结股权转让等公

司诉讼案件１６９件、企业破产案件２１

件。加强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

调解的有机对接，一审民商事案件调

解、撤诉率６０．３６％。

【行政审判】　２０１４年，全市法院一审

审结各类行政案件６１８件，比上年上

升２５．１％。加强对具体行政行为合

法性的审查，稳步提高判决比例，努力

通过司法审查和裁判引导政府规范行

政行 为，一 审 行 政 案 件 判 决 率

４９．３５％，上升 ６．０３％，其中判决撤

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无效６件。大

力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

作，市委、市政府出台《常州市行政机

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制度规

定》，全市一审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率９８．４％，上升９％。针对审判中

发现的问题，通过发送行政审判年度

报告、司法建议等方式，促进执法部门

强化法治理念、完善执法机制，助力法

治政府建设。

【涉诉信访】　２０１４年，市中级法院进

一步加强诉讼服务中心建设，优化网

上诉讼服务平台功能，建立午间值班

制度，尽力保障当事人联系法官零时

差。着力改进立案审查工作，通过立

案投诉举报电话等途径广泛接受社会

监督，提高立案环节各节点工作效率，

让诉讼“入口”更加畅通、便捷。深入

一线回应群众诉求，通过在商贸、旅游

集中区设立“假日法庭”，完善“一村

（社区）一法官”便民服务网络，加大巡

回办案力度等方式，稳固司法为民的

基层服务平台。健全对社会弱势群体

的司法保障，为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

人缓、减、免交诉讼费１０１．９万元，向

特困刑事被害人、申请执行人发放救

助款２０３．６５万元。创新信访工作机

制，在全省率先开展远程视频接访，推

进法院与律师协会等社会团体联合化

解涉诉矛盾。将涉诉信访纳入法治化

轨道，在依法实现诉访分离、规范办理

流程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全市法院涉

诉信访形势平稳可控，ＡＰＥＣ会议、青

奥会期间未发生影响社会大局的信访

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

【执行工作】　２０１４年，全市法院牢固

树立“努力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

权最大限度得到实现”的理念，执结各

类 案 件 ２０３４７ 件，比 上 年 上 升

６．４３％，执结标的额５８亿元。开展涉

民生案件专项集中执行活动，执结涉

民生旧存案件１８７件，执结率１００％，

执行到位标的额７４５．１４万元。高度

关注企业欠薪案件执行，执结欠薪案

件１０３件，追回劳动报酬２９４．８２万

元，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依法追究

了１家单位和７名个人的刑事责任。

加大反规避执行力度，依法决定罚款、

拘留３２０人，向全国法院征信系统上

传失信被执行人２８２６人，通过网站、

城市中心户外广告屏、公交车载媒体

向社会公布失信被执行人１５４２人，以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

任５８人。完善执行联动机制，加强执

行指挥中心建设，借助信息化手段，推

动司法查控系统与相关单位信息系统

的并网联接，实现与各大银行、房产管

理部门、国土管理部门的“点对点”网

络查询，提高执行工作实效。

【审判监督】　２０１４年，全市法院坚持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与维护生效裁判

既判力并重、加强审判监督与有效化

解矛盾并重，审结申诉、申请再审案件

２３２件，审结再审案件中改判、发回重

审１９件。严格贯彻中央政法委和最

高法院关于规范减刑、假释案件审理

的文件精神，从严把握减刑、假释条

件，审结减刑、假释案件５４４１件，其

中，对４３件依法裁定不予准许。落实

减刑、假释裁判公示制度，实现网上公

开、监区公示、法院公告等全程全面覆

盖。对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

三类减刑、假释案件，一律公开开庭审

理，一律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

会各界群众现场旁听庭审，共开庭审

理三类案件１７６件。加强对财产刑履

行情况的审查，促使罪犯主动退赃、退

赔，为国家及受害者挽回经济损失

１０００余万元。

【司法公开】　２０１４年，全市法院实施

“看得见的正义工程”，着力打造审判

流程、裁判文书和执行信息三大公开

平台，努力实现“立案、审理、执行”全

过程公开、“庭审、文书、审务”全方位

公开。网上公开裁判文书１１２８８件，

比上年上升２８．８９％。在全市法院全

面推行网上司法拍卖工作，对被执行

人的涉诉财产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专

区进行拍卖，杜绝传统拍卖中的围标、

串标等问题，实现“零佣金”，促进了财

产变现的价值最大化。全年共通过网

络拍卖成交３１４件，成交价８．３亿元，

为当事人节约佣金２７４０万元。通过

新闻发布会、法院开放日、网络庭审直

播、法院官方微博等多种途径和方式，

及时公布法院工作情况和重大案件办

理情况，增进社会公众与法院之间的

相互了解、理解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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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　２０１４年，常

州各级法院深化审判权内部运行机制

改革，确定横林、水北、天目湖、孟河４

家法庭为试点，建立以主审法官办案

责任制为核心、以审判团队管理为形

式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推行院领导直

接办案机制，审理新类型或有较大影

响的疑难复杂案件４５１件。进一步完

善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三合一”

审判工作机制，积极参与全市打击侵

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

行动，一审审结刑事、民事、行政各类

知识产权纠纷案件５９５件。深入推进

资源环境民事、刑事、行政“三审合一”

集中审判工作，建立专家证人和人民

陪审员、环境保护临时禁令等制度，推

动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执法联动机

制，一审审结资源环境案件２４件，其

中对储卫清等非法处置油泥、滤渣污

染环境案，依法判处被告人承担刑事

责任，并通过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判令

被告支付环境修复赔偿金２８３万元。

９月，在常州召开的第四届全国环境

司法论坛对常州市法院资源环境审判

工作相关举措给予较高评价。

【储卫清等污染环境案】　７月，常州

市环境公益协会向市中级法院提起环

境保护公益诉讼，请求依法追究被告

储卫清、常州市博世尔物资再生利用

有限公司（简称“常州博世尔公司”）、

无锡金科化工有限公司、无锡翔悦石

油制品有限公司（简称“无锡翔悦公

司”）、常州精炼石化有限公司环境污

染责任。市中级法院经依法审理，判

决５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向常州

市生态环境法律保护公益金专用账户

支付环境修复赔偿金２８３．０７万元。８

月，武进检察院向武进法院依法提起

公诉，指控被告人储卫清、被告单位无

锡翔悦公司、被告人于曰波犯有污染

环境罪。法院经审理查明，２０１２年至

２０１３年６月间，被告人储卫清在未向

武进区环境保护局报批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配套建设的大气污染防治设施

未验收、固体污染物污染环境防治设

施未全部建成的情况下，利用常州博

世尔公司场地及简易设备，雇佣吴志

永、吴德亮、代大成等人，通过加热搅

拌、压滤等工艺，将从无锡翔悦公司等

单位取得的油泥、滤渣进行非法处置，

从中提炼润滑油销售牟利。经武进区

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发现，常州博世

尔公司场地内油泥滤渣存放量约

１２００吨，其中约１００吨露天堆放，无

防雨淋、防渗漏措施。经常州市武进

区固废与辐射环境管理中心认定，该

含油滤渣（ＨＷ０８）属于危险废物，危

险特性为毒性和易燃性。经江苏常环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估算，对被污染土

壤修复费用约需人民币２８３．０７万元。

武进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储卫清犯污

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４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２０万元；被告单位无锡翔悦

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

５０万元；被告人于曰波犯污染环境

罪，判处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５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１０万元。

（蒋继业　朱少尉）

检 察

【打击刑事犯罪】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检

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

３４４７人，起诉７０２２人。其中，批准逮

捕危害公共安全、严重暴力、多发性侵

财犯罪等犯罪嫌疑人１６６４人，批准逮

捕制售“问题牛肉”“病死猪肉”和伪劣

保健食品等犯罪嫌疑人２０人；起诉破

坏环境资源犯罪嫌疑人２０人，起诉金

融诈骗、非法集资、合同诈骗等犯罪嫌

疑人３５１人，对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

督办的刘勇等人骗取２０００余万元出

口退税案件提起公诉，起诉侵犯商标

权、专利权和商业秘密等犯罪嫌疑人

２４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对涉嫌犯罪但没有社会危险性的，决

定不批捕５７３人；对犯罪情节轻微、依

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决定

不起诉９４人。

【职务犯罪查办和预防】　２０１４年，常

州市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

案件１０４件１１７人，其中厅级干部１

人、处级干部１５人、科级干部４１人，

科级及以上干部占比４８．７％；立案侦

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３２件４６人，重

特大案件人数占立案人数的８１．４％，

其中查办处级干部４人、科级干部１７

人。全年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９０００万余元。突出查办大案要案，立

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１００万元

以上的案件１５件，处级以上干部１６

人，依法查办了市财政局副局长孟建

国、常州广电网络公司总经理张兵、扬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原庭长谈金

华等县处级干部要案。查处发生在广

电网络、高效设施渔业补贴、执法司

法、医疗卫生、征地拆迁、金融信贷等

领域职务犯罪案件７８件８７人，查处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８人。进

一步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立

案查办行贿犯罪嫌疑人１４人。

　　结合执法办案，开展预防调查和

分析１０４件，举办案例剖析会１９场，

向案发单位发出检察建议３９件，排查

相关单位职务犯罪风险源点１２３件，

推动建立和规范３２项制度。建立网

上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平台，提供行贿

犯罪档案查询１４２６４次。强化廉政教

育宣传，组建检察长宣讲团，开展宣讲

２３场，５０００余人次受到教育。发挥市

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基地的作用，接待

４５０批次３．５万余人次开展警示教育

活动。

【诉讼监督】　２０１４年，全市检察机关

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

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加强刑事监督，

对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未立案的监督

立案７件，纠正漏捕１３人、漏诉２１

人，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提出书

面纠正意见４４件次，有效防止了有案

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的发

生。对审查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

判，提出抗诉１８件，法院采纳抗诉意

见１１件。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对

７１名犯罪嫌疑人建议侦查机关变更

强制措施。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机制，依法督促移送６件刑事犯

罪线索。

　　全力提升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水

平，对审查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

裁判提出抗诉１１件，提请省检察院抗

诉１０件，发出再审检察建议８份，对

审判程序进行监督４３件，对执行活动

进行监督４４件。开展虚假诉讼监督

专项活动，监督纠正恶意串通损害国

家、集体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虚假

诉讼案件６４件，依法追究４名虚假诉

讼行为人刑事责任。建立行政检察与

行政执法监督衔接机制，发出督促行

政机关履行职责检察建议６９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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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环境民事公益支持起诉力度，支持

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对藻港河重大环

境污染等３起案件提起民事诉讼。对

１７９件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依法做好释

法说理、息诉服判工作，维护司法权威。

　　加强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

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的违法情况

提出纠正意见９件次，组织开展违法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监督，

重点加强对职务犯罪、金融犯罪和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３类罪犯刑罚执行

情况的监督，逐案审查１４５１人，建议

收监执行８人。加强社区矫正法律监

督，纠正脱管漏管５人，保障刑罚依法

正确执行。立案查处监管活动中的职

务犯罪案件１件１人。

【检察改革】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检察机

关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全程同步发布在办案件的程序性信息

７１４２条，公开各类法律文书２４０２份，

发布重大案件信息３８条。推进人民

监督员制度改革，加大监督力度，将指

定居所监视居住违法、应当退还取保

候审保证金而不退还、阻碍律师或其

他诉讼参与人行使权力、其他涉案人

员未立案或另案处理、对拟撤销或拟

不起诉案件的涉案款物进行处置５种

新增情形纳入监督范围，监督案件１１

件。开展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试点，新

北区检察院出台《关于实行主任检察

官办案责任制的意见（试行）》，在执法

办案部门建立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突

出检察官主体地位，规范执法办案权

限。进一步完善司法程序、司法言行

和司法责任等制度，打造规范司法行

为的制度链。

【检察为民中心启用】　３月３１日，市

检察院正式启用检察为民服务中心，

该中心面向社会和群众承担１２３０９民

生检察服务热线、接受控告举报申诉、

远程视频接访、案件管理查询、案件当

事人接待、律师办案、行贿犯罪档案等

查询、检务公开、法律救助、检调对接

１０项功能。同时，市检察院在互联网

上同步建立网上检察为民服务中心，

实现线上线下联动，提供网上举报、律

师预约接待、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案件

受理等便民服务。全年受理群众来信

来访近２０００件，均及时妥善处理，其

中通过落实检调对接机制，促使轻微

刑事案件和解、民事行政申诉和解

８３２件。完善以检察职能救助为主

体、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相衔接、物质

救助与知识救助相统一、经济救助与

心理救助相结合的救助模式，共救助

特困刑事被害人１４４人，发放救助金

４４．８万元。

【曹建明参加常州基层检察院领导班

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５月２３日，新

北区检察院根据区委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的统一部署，召开领导班

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最高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曹建明全程参加。

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安以及最高人民检

察院、省检察院、市检察院相关领导列

席会议，新北区委第一督导组全体成

员参加会议并予以指导。

　　曹建明对此次民主生活会给予充

分肯定，要求全国市、县两级检察机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实践活动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

在河南兰考调研指导时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三严三实”要求紧紧抓住“四

风”突出问题，以抓常抓细抓长精神打

好作风建设持久战，以作风建设的实

效推进过硬检察队伍建设。

　　曹建明要求，检察机关不仅要查

摆解决班子和个人“四风”问题，更要

紧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着力解决执

法办案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

【重大职务犯罪案件】　１．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钱和金（副处级）在担任溧阳市国

土局副局长，分管矿产资源管理、地质

环境工作期间，未认真审核华神山矿

矿区范围图及申请重新测量的报告，

指示溧阳市国土局矿产资源管理科按

该矿经营人划出的分界线计算该矿的

资源开采量，导致溧阳市国土局未向

华神山矿收取该矿在溧阳市境内超量

开采的４０．９６万吨矿产资源的采矿权

价款、矿产资源补偿费，造成国家损失

共计人民币１１５５０７２元。法院以玩忽

职守罪判处钱和金有期徒刑６个月，

与其此前因犯受贿罪所判处的有期徒

刑９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２５万元

合并执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９年２

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２５万元。

　　２．２００８年下半年，符建华（正科

级）在担任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副

镇长期间，利用兼任横山桥京沪高铁

拆迁指挥部副总指挥的职务之便，违

反拆迁政策，将被拆迁企业的可搬迁

设备作为不可搬迁设备进行补偿，使

得该企业非法多获取拆迁补偿款人民

币１１１０５９６元，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

损失。法院以滥用职权罪判处符建华

有期徒刑２年，与其此前因犯受贿罪

所判处的有期徒刑６年、并处没收财

产人民币１０万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６年９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人民币１０万元。

　　３．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潘国强（正科

级）在担任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局副局

长期间，在分管省市级龙头企业项目、

国家开发贷款贴息项目、省市级外向

型项目的申报审核、检查监督、竣工验

收、报账审批等工作过程中，严重不负

责任，放弃对项目的审查监督，导致常

州市武进名特优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等企业申报的８个补贴项目在不符合

项目申报指南要求，或项目施工不符

合项目申报指南和合同书要求的情况

下，仍然非法获取国家农业补贴合计

人民币３９９万元，给国家财产造成巨

大损失。另外，潘国强利用职务之便，

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合计人民

币７０．８万元。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

处潘国强有期徒刑１年６个月；以受

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６年６个月，并

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１５万元。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７年，并处没收个人

财产人民币１５万元。

　　４．耿中华在担任直溪镇农业综

合服务站副站长期间，在协助金坛市

农林局组织实施高效设施渔业项目、

第三期池塘循环水养殖工程项目、第

五期池塘循环水养殖工程项目监管过

程中，明知金坛市天湖水产养殖专业

合作社等养殖场存在未匹配自筹资

金、水面虚报等情况，仍违反相关规

定，帮助编造虚假资料，且未履行对项

目的监督管理职责，使上述项目得以

验收通过，造成江苏省高效设施渔业

项目和池塘循环水养殖工程项目补贴

资金损失人民币２１５万元。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年，耿中华利用其对第五期池塘

循环水养殖工程项目进行监管的职务

之便，以金坛市王俊水产养殖场的名

义申报该工程项目，采用伪造申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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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资料，隐瞒工程建设不足，虚假“走

账”等手段，骗取项目财政补贴资金人

民币２３万元占为己有。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耿中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

利益，先后收受他人贿送现金计人民

币１．９８万元。法院以滥用职权罪判

处耿中华有期徒刑１年６个月，以贪

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５年，并处没收

财产人民币２万元；以受贿罪判处其

有期徒刑６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５年６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２

万元。

　　５．１９９６—２０１４年，张传兴（副处

级）利用担任红梅乡乡长及党委书记、

红梅街道党工委书记、天宁区政协副

主席、天宁区政协督导员等职务便利，

在工程项目发包、厂房及土地出让、企

业改制及搬迁、人事安排等过程中，为

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送的财物

２０次，共计人民币１５５．８万元。鉴于

张传兴主动投案自首，积极退还赃款，

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７年，

没收财产人民币１０万元。

　　６．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夏国强（副处

级）利用其先后担任常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副院长、常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的

职务之便，为他人在工程承接、工程款

支付、相关人员就业等方面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贿送的人民币１７６．５万

元，现金卡、香烟卡价值人民币４万

元，金条等物品价值计人民币２０６４６０

元及免费提供的住房装修价值计人民

币９．０８万元。鉴于夏国强犯罪后能

够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积

极退赃，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

刑７年６个月，没收财产人民币１５

万元。

　　７．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潘国兴（副处

级）利用其担任常州市武进区广播电

视局局长、常州市武进区广播电视台

台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

后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贿送的财物人民

币１２０余万元。法院最终以其自首判

处其有期徒刑７年，没收财产人民币

２０万元。

　　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梁长安（副处

级）在担任常州广电公司副总经理期

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常州飞泉网络

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建新等人所送

的钱物，共计价值人民币２２．６４万元。

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５年。

　　９．２００８年６月至２０１１年４月，在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门、急诊综合病

房大楼等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经张

志庆（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总务科原

副科长）决定，与梁良（常州市第三人

民医院总务科基建办公室原工作人

员）、戴军（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总务

科基建办公室原科员）和当时主持工

作的王文俊（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财

务科原副科长）共同利用职务之便，多

次以收取投标保证金的名义向参与招

标项目的部分施工单位及有关人员索

要贿赂，收取参与招投标单位投标保

证金人民币５０００元至５万元不等，共

计人民币７４万元。后经张志庆决定，

数次将投标保证金在上述４人之间进

行分配，共计人民币３８万元。其中，

张志庆实得人民币１０万元，梁良实得

人民币９．５万元，戴军实得人民币

９．５万元，王文俊实得人民币９万元。

同时，上述人员还存在单独受贿的情

形，张志庆收受现金１．８万元、港币１

千元、价值人民币１．２万元的购物卡

及ｉｐａｄ２平板电脑１只，梁良单独收

受人民币４．６６万元及港币１０００元，

戴军单独收受人民币１２９９９元，王文

俊单独受贿人民币８千元。法院经审

理，以贪污罪判处张志庆有期徒刑１０

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５万元，以受

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１年６个月，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１１年，并处没收财产

人民币５万元；以贪污罪判处梁良有

期徒刑６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３

万元，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１年

６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６年６个

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３万元；以贪

污罪判处戴军有期徒刑６年，并处没

收财产人民币３万元，以受贿罪判处

其有期徒刑１０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６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３万元；

以贪污罪判处王文俊有期徒刑５年，

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２万元，以受贿

罪判处其有期徒刑８个月，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５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

２万元。

　　１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陆文琪（正科

级）利用担任常州市科技信息中心主

任的职务之便，采用收不入账的手段，

非法将常州市科技局拨付的常州市局

域网系统身份安全管理平台开发费

２０万元、应收常州两家公司的项目咨

询费９万元和４．５万元，共计３３．５万

元占为己有，赃款被其用于个人支出。

同时，陆文琪还利用职务之便，不经领

导同意，擅自将常州市科技信息中心

下属的名众公司的共计１３．７万元公

款借给他人用于经营活动，其中８．７

万元至宣判之日仍未归还。法院以贪

污罪判处陆文琪有期徒刑７年，并处

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１０万元；以挪用

公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１年６个月；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７年６个月，并处

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１０万元。

（赵　明）

公 安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公安机关以

打造民生警务升级版为主线，加快完

善立体化现代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全力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常州”建

设，努力为平安中国示范区和苏南现

代化示范区建设创造更加平安和谐稳

定的社会环境，公众安全感９３．６４％。

　　维护稳定取得新胜利。圆满完成

全国“两会”、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亚洲

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南京青奥

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智慧产业科技

合作创新论坛、“１２·１３”国家公祭日

等重大安保维稳任务４６场次。

　　平安建设取得新进展。刑事案件

总量、八类案件、抢劫抢夺、盗窃案件

分别 比 上 年 下 降 ３．６％、２９．８％、

３７．５％和 ９．１％，现 行 命 案 破 案 率

１００％；开展了“打击两盗一骗（入室盗

窃、盗窃电动车、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百日破案竞赛等专项行动。

　　服务发展取得新成效。实行更便

捷的市内户口统迁制度和更人本的劳

动力准入政策，发放居住证１００余万

张。推出汽车带牌销售、车管业务“宅

递”等创新服务。出台《服务、保障、支

撑民营经济发展十项措施》，行政审批

事项精简３５．４％，阳光政务“三合一”

平台办理事项３７８．４万件，承诺件提

前办结率近１００％。为常州市自主引

进的１２名“千人计划”人才及其家属

全部办理了“绿卡”；对部分由外地引

进培育后到常州市再次创业以及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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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申请“绿卡”的“千人计划”人才，全

力满足其在国内长期居留的需要，提

供办理５年以内有效居留许可、多次

入境有效访问签证的个性化服务。

　　科技强警取得新成果。建成全国

首个警务云ＧＩＳ平台，汇聚各类数据

５７８类６５亿条，被公安部确定为警用

ＧＩＳ全国唯一综合示范城市和警用地

址数据首批试点城市。自主研发视频

实战平台，被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中

国通信与信息化应用优秀成果金奖，

获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博览会

创新产品特等奖。深度建设警用空间

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２个项目被认

定为公安部科技强警基础项目。８个

项目被评为省公安厅科技强警奖，连

续６年获省公安厅科技强警组织奖。

　　年内，市公安局被评为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年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

集体，连续第三轮成为全省依法行政

示范点，有５个集体被评为全国公安

执法示范单位。涌现出全国公安机关

爱民模范集体公交分局出租车管理一

大队、公安部集体一等功南大街派出

所、江苏省工人先锋号潞城派出所和

“江苏最美警察”瞿俊、黄强以及“江苏

省五四青春警星”成舒等先进典型。

“常州车管所”微信影响力列全国公安

政务微信榜首，市公安局连续４年被

评为常州市优秀网络发言人。

【民生警务】　２０１４年，市公安局在深

化２０１３年“五民工程”基础上，着力打

造民生警务升级版，创新实施维稳保

民工程，形成执法为民“六民工程”。

“民生警务”品牌被评为江苏省第四批

优质服务品牌，成为全省公安系统唯

一获此殊荣的单位。在２０１４年全市

民生实事中，由市公安局牵头的和谐

安民、交通便民项目满意率、满意度、

知晓率均列前三。

　　维稳保民。制定《全市公安机关

“维稳保民”工程行动计划》，重点围绕

情报研判、矛盾化解、应急处置等五个

方面，深入开展２０项专项行动。完成

区域稳评项目１２个，开展事项稳评

１４８次；建成７６个派驻式人民调解工

作室，组建１１８人的公调对接专家库，

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８２．９％；组织反

恐应急演练２５场次，与铁路公安建立

路地联勤联动机制，增配２０辆移动智

能治安卡口车，组建７０人专业化处突

队伍。

　　和谐安民。深入推进打击“两盗

一骗”犯罪专项行动，严打整治涉赌违

法犯罪，入室盗窃、盗窃电动车、扒窃

等民生类侵财案件分别下降１１．１％、

７．２％和２０．１％；完成技防入户１１．６

万户，实现２５６个老小区安防改造，全

市老小区警情下降４０％；完成１０００

个高清视频探头建设，提升改造６６５

个高清视频探头；推广电动车“车卫

士”防盗报警系统２．３万套，安装民生

警务宣传牌８万块，社区民警上门率、

知晓率分别提高３％和５．３％，治安防

范、社区警务绩效保持全省前列。

　　畅通便民。道路交通管理保持国

家Ａ类一等管理水平，跨入国家模范

交通管理城市行列；开展“三超一疲

劳”（超速行驶、客车超员、货车超载和

疲劳驾驶）等专项整治，交通违法查处

量上升４．５％，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下

降１５．１％。完成晋陵路（吊桥路至延

陵路）、公园路（青果巷至吊桥路段）、

周线巷单行线优化工程，运行情况良

好。全面完成环城高架４条地面道路

“绿波”建设，其中龙江路高架、青洋路

高架地面“绿波”通行时间平均减少

１７％和３１％以上。完成１６条主干道

交通信号“绿波”控制优化工程，在全

面实施“绿波”控制的基础上，通行效

能提升４％。

　　消防护民。坚持防消一体化建

设，开展“六打六治”（打击矿山企业无

证开采、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行

为，整治图纸造假、图实不符问题；打

击破坏损害油气管道行为，整治管道

周边乱建乱挖乱钻问题；打击危险化

学品非法运输行为，整治无证经营、充

装、运输，非法改装、认证，违法挂靠、

包，违规装载等问题；打击无资质施工

行为，整治层层转包、违法分包问题；

打击客车客船非法营运行为，整治无

证经营、超范围经营、挂靠经营及超

速、超员、疲劳驾驶和长途客车夜间违

规行驶等问题；打击“三合一”“多合

一”场所违法生产经营行为，整治违规

住人、消防设施缺失损坏、安全出口疏

散通道堵塞封闭等问题）专项行动，将

首批２５０家单位的消防自动报警装置

接入系统，对火灾报警情况进行实时

监测。重点突出城乡结合部、“城中

村”、物流仓储、商贸市场、“三合一”

（指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一种或一

种以上使用功能违章混合设置在同一

空间内的建筑）等相对集中的１５个区

域的火灾防控，对３５家重大火灾隐患

提请政府挂牌督办，督改火灾隐患

１．３万处，火灾比上年减少１２．３％。

成功处置“７·３１”燕进石化火灾等灾

害事故。连续１６年未发生群死群伤

恶性火灾事故。

　　服务惠民。新推民生警务十件实

事，出台《服务、保障、支撑民营经济发

展十项措施》，开通全市１６６个重点项

目快办通道，挂钩服务１７７家星级企

业，跟踪服务６８个新建项目，新建政

企警社“四合一”安防联合会１６个。

开展“提升公众安全感满意度”专项行

动，制定窗口服务工作规范和实施细

则，公安窗口服务评价满意率１００％。

　　执法为民。在全省率先建立轻微

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和行政处罚、

行政复议法律文书网上公开制度，行

政复议维持率、行政诉讼胜诉率、负责

人出庭应诉率保持１００％；每月通报

警情受理、案件办理告知情况，告知率

１００％；群众意见建议办结率１００％。

市公安局被评为全省“六五”普法中期

先进集体、全省公正司法示范点、全市

依法行政优秀单位。９８．２％的公安民

警通过执法资格基本级考试，取得中、

高级执法资格的分别有３５８４人、２７４

人；累计８５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３１

人入选全省公安法律专业人才库，１

人被评为常州市优秀青年法学人才。

全市公安执法工作满意率９２．８％。

（龚寅虎）

【打击犯罪】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公安机

关快侦快破严重暴力犯罪，３５起命案

全破，抓获命案在逃犯罪嫌疑人７名，

打掉恶势力团伙２４个。夯实刑事基

础建设，指纹系统自动比对提速３倍，

通过ＤＮＡ数据库直接比对破案数比

上年上升１８％；多功能ＤＮＡ提取棉

签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实用新型专

利权，现场 ＤＮＡ自动化检验工作站

先后被省公安厅、公安部评为科技强

警科技应用类二等奖和第四届公安基

层技术革新三等奖。重点打击多发性

侵财犯罪，开展打击“两盗一骗”、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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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案竞赛活动等专项行动，打掉侵财

犯罪团伙２３９个，全市侵财案件比上

年下降３．７％，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破 案 数、抓 获 人 员 数 分 别 上 升

５０％、４７．３％。全力攻坚涉众型民生

案件，侦办食品药品环境犯罪案件９１

起，其中公安部督办４起；破获各类经

济犯罪案件２４４起，挽回损失４．６亿元。

【治安防控】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公安机

关坚持打防结合、整体防控，平安建设

取得新成效。

　　严密防范。制定新一轮《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建设三年规划》，研发防范

工作综合应用平台，推进防范工作专

业化。多措推进，开展十大防范宣传

工程暨侵财案件“百点会战”、整合保

安资源强化巡逻防范等专项行动，社

区可防性案件比上年下降４．９％；组

织守护ＡＴＭ机堵截电信诈骗专项行

动，全市８７４个金融营业网点１００％

安装警示图板，防范电信诈骗损失

１４００万元。科技助力，完成１０００个

高清视频监控点位建设，视频资源整

合量全省第一；推广商铺技防联网报

警系统，完成技防入户１１．７万户；推

广电动车“车卫士”防盗报警系统２．３

万套；盗窃电动车案件下降７．２％。

　　深入整治。重拳出击，全力投入

百城禁毒会战，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３４０起，缴获各类毒品５７．８公斤，单

笔案件毒品收缴量为建国以来常州市

之最。会同综治部门挂牌整治金坛市

经济开发区金江苑地区、溧阳市溧城

镇清安南村、武进区湖塘镇老街、新北

区薛家镇吕墅社区、天宁区常州市车

辆管理所周边、钟楼区五星街道新中

村委大村、戚墅堰区河苑菜场周边７

个治安问题突出重点地区，全市涉娼

涉赌和赌博机警情分别下降２３．８％、

４０％、９０．５％。深入排查，对列管的

６３家放射源从业单位、３个危险化学

品生产重点地区逐一过堂，处置剧毒

化学品２９公斤、放射源３枚；为８７家

易投毒类剧毒化学品单位、２０个非煤

矿山加装人像识别系统和爆破作业现

场视频系统。重在长效，启动公章智

能防伪管理新模式，实施开锁业二维

码认证；对全市２４１家游戏游艺场所

张贴新型防伪二维码标识；制定行业

场所管控、危险物品管理等规范性文

件８个。

　　强化处置突发性事件。细化预

案，研制《关于处置暴力（恐怖）犯罪应

急处突工作预案》及《群体性事件维稳

应急处置预案》，进一步明确指挥架

构、部门职责和处置流程，组织开展反

恐应急演练２５场次；与铁路公安机关

建立路地联勤联动机制，火车站地区

接报警情比上年下降１１．９％。精确

布防，结合巡逻体制重组，科学划分步

巡、车巡和卡点区，主城区设６个中心

巡逻警务站、２１７个执勤警力点，增配

２０辆移动智能治安卡口车，组建７０

人专业化处突队伍。快速反应，通过

“关城门”应急堵控现行抓获的各类犯

罪嫌疑人比上年上升７．９％。在全省

率先启动互联网安全通报中心建设，

执行“一周７天、一天２４小时”网上巡

查机制，处置各类有害信息４．５万条，

违法网站处置率全省第一。（翟晓雯）

【公安法制建设】　２０１４年，市公安局

实施新一轮（２０１３—２０１５）执法规范化

建设，强势推进抓规范促执法。

　　执法机制建设。在全省率先推行

行政处罚、行政复议法律文书网上公

开。主动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诉制

度改革，会同检察机关出台提前介入

侦查工作、另案处理等５个规范性文

件。实施所队长办案、坐堂值班、出庭

应诉３项规定，全面落实各级指挥员

的执法管理责任。

　　执法服务实战。清理各类执法指

导意见７９个，修改９个，保留４１个。

对涉及交警、治安、消防、网络安全、禁

毒、水警、人口、行政服务、出入境９个

警种的１３９９项公安行政权力进行集

中清理，取消４５项，整合３６２项，保留

９９２项。制定《关于办理部分盗窃案

件法律适用的联席会议纪要》等执法

指导意见１５个。会同检察院、法院、

司法局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

制，快办轻案８９起，快诉快判８４人。

助力百城禁毒会战，制定《“零口供”吸

毒案件办理指导意见》，汇编涉毒案件

办案法规２９项。

　　执法问题整改。狠抓取保候审、

涉伤类警情处置、立而不侦、涉案财物

管理４类突出执法问题整改。全年全

市涉伤类警情受立案比上年上升

１９．４％，信访投诉下降３．２％；取保候

审保证金迟交连续７个月为零，取保

候审案件处理率５４％，涉案财物入库

率１００％。根据公安部执法办案区

“四个一律”（即所有案件一律在办案

区办理，进入办案区后一律先行采集

信息，在办案区内工作对象一律有人

看管，办案主要流程一律有录音录像）

要求，对１３６个基层所队、１１０１间执

法办案场所“软硬件”进行改造提升，９

月，代表全省高分通过公安部抽检。

市公安局被省公安厅命名为全省２个

执法示范市公安局之一，被评为全省

“六五”普法中期先进集体，被省政法

委认定为江苏省公正司法示范点。

　　执法主体建设。制定并严格执行

《常州市公安局案件主办民警工作制

度》，第一批确认主办民警１６２０名。

组织１５１０名公安民警参加２０１４年基

本级、中级执法资格考试，７８７人参加

高级执法资格考试；连续第五年组织

民警参加司法考试培训，７２人参加考

试，１７人通过，通过率２３．６％，创历年

新高。 （刘燕萍）

【公安出入境窗口服务优化】　２０１４

年，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开展“提

升公众安全感满意度”专项行动，创新

便民服务举措，提升窗口服务水平。

巩固基础服务，增加引导员数量，形成

照相、复印、银行缴费、ＰＯＳ机刷卡缴

费、邮政快递取证等一条龙服务，协调

银行收费窗口新增境外货币兑换自助

预约服务项目，推出重大项目快办通

道、老弱病残孕爱心专窗等便利举措。

打造高效窗口，首次申请护照、港澳台

通行证和港澳台再次签注的办结时

限，分别由１５与１０个工作日缩短为

１０与５个工作日，护照和港澳、台湾

三类出入境证件申请表合并为《公民

出入境证件申请表》。优化网上服务，

在原有１０个网上预约服务基础上，新

推出入境证件网上申请、手机申请和

手机查询办证进度３项服务；优化自

助服务，畅通自助设备服务渠道，为市

民提供赴港澳团队旅游再次签注自助

申请、申请表格自动填写和已办结证

件自主领取等便利；优化咨询服务，精

心维护９６８８９６００出入境窗口２４小时

语音服务热线，实行全市出入境管理

部门语音通道资源共享；依托出入境

（双语）博客、微博、ＱＱ群、政务微信，

３９法　　治



为网友提供网上业务咨询、互动交流

和宣传服务，出入境博客访问量近４

万次，微博粉丝突破３万人，微信粉丝

超过０．３万人，有６１８家（名）外企、外

商加入出入境ＱＱ群。全年公安出入

境窗口受理出国境证件申请２９．３万

人次，比上年增长２８．３％，服务对象

回访满意率保持在９９．９％以上，实现

业务“零差错”、服务“零盲区”、群众

“零投诉”的“三零”目标。 （吴　波）

【交通安全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市新增

机动车１２．１万辆，保有量１０６．９万

辆；新增机动车驾驶人员１５．６万人，

累计１４４万人。公安交管部门依法查

处交通违法３７８．１万起，全市道路交

通 事 故 死 亡 人 数 比 上 年 下 降

１４．９８％，减少死亡１３５人，一次死亡

３人以上事故下降６０％。

　　年内，常州公安交管部门探索解

决城市交通管理和轨道交通建设的瓶

颈和难点问题。根据轨道交通施工实

际，制定轨道交通建设交通组织保障

和交通安全宣传“进村入户”三年行动

规划，会同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建

设、交通等部门召开施工项目座谈交

流会３０余次，通过电视、电台、３２０实

时交通频道和各级网络论坛、微博、

ＱＱ、飞信等媒介平台，发布出行提示

１２．５万余条，发放宣传告知单８万余

份。按照轨道交通施工进度，保障龙

锦路、辽河路、晋陵中路、红梅路等２２

处轨道交通管线迁改工程交通组织工

作，确保轨道交通前期施工期间道路

交通平稳有序。全面完成市区３条道

路单行线优化、１６条主干道和环城高

架地面道路交通“绿波”控制工程，特

别是龙江路高架、青洋路高架地面“绿

波”通行时间平均减少１７％和３１％以

上。推进市区停车泊位数字化管理，

完成与市第一人民医院等８个停车场

数字化管理无线网络数据的传输工

作，新增公共停车泊位４６５１个。实施

“交通便民”项目满意率和满意度分别

为８８．８％、７９．６％，居全市十件为民

办实事项目第二。以治理２３９省道交

通安全隐患为契机，对全市５个重点

公路集镇交通秩序挂牌整治，实行一

镇一方案，查处“四乱、三非、二不全”

（车辆乱停放、公路乱接口、商家乱搭

建和经营乱占道，非法车辆上路行驶、

非营运车辆从事营运活动和非法在公

路两侧设置灯箱广告牌行为，集镇道

路交通安全设施不全、路灯照明不全）

点段２９处。新北区孟河镇被评为全

省重点公路集镇交通秩序挂牌整治工

作先进集体。 （杨一春）

【南京青奥会安保】　８月１６—２８日，

第二届青奥会在南京举行，常州圆满

完成青奥会安保工作。

　　反恐维稳攻坚战。７月１８日至８

月２８日，常州市公安局建立动态管控

和每日“零报告”制度，对治安重点人

员兜底核查；落实入住旅馆关注群体、

重点信访群体和人员２４小时管控，比

对重点人员轨迹信息４３００条，发布预

警指令６５０条，有效稳控５２０人次。

牵头做好驻京工作组、驻宁应急专项、

“８·１２”维稳专项、入宁通道安检查控

工作，进京非法上访人数、批次双下

降，连续保持２４天进京非法上访零登

记。通过专项工作，跟进化解、签订停

访协议２２人，依法处罚非法上访对象

６２人。启动青奥“护城河”工程，认真

落实长途客运汽车源头安检措施，在

长途汽车客运站设置安检门，日均检

查乘客２．３万人次、客车５１０辆次，查

获违禁品２５０件。

　　侦查破案攻坚战。７月１日至８

月３１日，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开展“打

现行、压案件、保青奥”侦破攻势。行

动期间，全市刑事案件发案同比下降

６％，街面扒窃案件环比下降２９％；破

获命案８起、省公安厅挂牌案件９起、

八类案件１２０起、“两抢”案件２８起，

成功破获“７·３”涉枪寻衅滋事案等影

响较大的案件。

　　整治管控攻坚战。开展打击食品

药品环境犯罪深化年活动，侦办食品

药品环境等民生领域案件３３起，刑事

处理６３人。持续推进打击赌博“飓

风”“无声风暴”等专项行动，查破娼赌

案件１９０３起，抓获娼赌人员７８２９人，

打掉赌博团伙６９个，捣毁赌博窝点

９７３个。重点围绕旅馆业、游戏游艺、

歌舞娱乐场所开展战时异地互查、专

项清查６次，其中清查中小旅馆、家庭

式旅馆、酒店式公寓１３９６家，查实未

按规定登记信息旅馆１４９家，处罚旅

馆前台登记人员１５９名，处罚违规经

营单位１０５家，关停无证“黑旅馆”９

家。开展缉枪治爆专项行动和管制器

具“扫除行动”，查处涉爆涉枪案件１７

起，打击处理１９人，收缴枪支３３支、

子弹３１４９发、雷管３１１枚、炸药４．４

公斤；落地调查省公安厅下发的７条

涉枪涉爆线索，侦破非法买卖枪支案

１起，抓获涉案人员１名，收缴枪支５

支。 （吴晓敏　石明勇）

【董金狮等人敲诈勒索案告破】　４月

初，市公安局接公安部、省公安厅交办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涉嫌犯罪线索，

“３·１９”专案工作组随即成立。３８名

精干警力分成６个小组，行程数万公

里，翻阅账册２万余本，形成旁证材料

２米多高。５月２０日，专案组在北京、

上海、厦门等地同时收网，成功抓获董

金狮、黄隆滨等８名犯罪嫌疑人。经

查，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董金狮组织指使

邢联中、侯剑锋、张金禄等人，通过香

港登记注册的“国际食品包装协会”，

授权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以

“向政府职能部门举报”和“媒体曝光

要挟”等方式，对全国１０个省３７个市

县的６０余家生产一次性发泡塑料餐

具的企业实施敲诈勒索，涉案总金额

３０００余万元。１１月２３日，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对成功侦

破“３·１９”董金狮敲诈勒索案作出批

示：“打击准确、必要、及时，值得为之

鼓掌！” （吴晓敏）

【常州市实行新的户籍准入和迁移管

理规定】　为适应常州经济社会发展

实际、改善人口结构、合理调配城市资

源、服务人员群众，５月１６日，市政府

颁发《常州市户籍准入和迁移管理规

定》，推出全省最宽的劳动力准入政

策，降低投资纳税准入门槛，合理调整

购房落户条件，实行最便捷的市内户

口统迁制度。市公安局与常州电视

台、《政风热线》《常州日报》《常州晚

报》等联合推出户籍新政解读系列报

道，公开实施细则和解释意见，并结合

工作实际、实施细则和解释意见，明确

２７类户口的办理流程和时限。新规

定实施后，全市办理外来就业人员落

户环比增加１７９％；办理投资落户２１

户，创历史新高；办理购房落户增加

３４％；办理市内户口互迁比上年增加

４０％。

【常州全面实施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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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市政府下发《关于实施流动人

口居住证制度的通知》，流动人口可以

凭居住证享受９类１４项公共服务。

市公安局充分整合常住人口、居民身

份证信息管理系统资源，对居住证管

理系统软件、硬件和居住证制作发放

流程进行优化，对居住证管理、制作软

件进行修改完善；会同相关媒体广泛

宣传实施居住证制度的重要意义和办

理居住证的流程，为实施居住证制度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明

确居住证照片要求和信息采集、审核、

制作、发放时间界限，确保证件在最短

的时间内发放给群众。９月２３日，常

州市首批居住证发放；１１月１日起，

暂住证停止使用。２０１４年，全市累计

制作发放居住证１０８万张，是全省继

苏州试点后首个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

的地级市。 （戴亦枫）

【中外警察公共关系论坛】　１０月

２５—２６日，由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

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与南京森林警

察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常州市公安

局承办的中外警察公共关系论坛暨第

一届警察公共关系之星大赛在常州举

行。来自全国２２个省、市、自治区和

港澳特别行政区的１１０余位代表参加

会议。论坛以警察公共关系为主题举

办３场主题演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警察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娟、上

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特聘教授石子

坚、香港警务处总督察唐思敏、南京青

奥会安保部长葛孝先分别围绕青奥安

保公关、香港少年警讯公关、联合国维

和警察和中外警察公共关系等１０余

个案例展开演讲。常州市公安局制作

的常州警方公共关系案例———民生警

务系列微电影也在论坛上放映。

　　来自国内公安院校的３６个参赛

队伍在第一届警察公共关系之星大赛

上展示了警察公共关系的最新学术研

究成果，常州市公安局的“常州、新加

坡警民公共关系比较研究报告”获唯

一的特等奖。期间，与会代表实地参

观了常州市快速公交、道路交通安全

宣传教育基地和戚墅堰公安分局潞城

派出所。 （谢　轲　张永根）

【巡特警体制重组完成】　３月中旬

起，市公安局根据公安部统一部署，重

组专业的巡特警队伍，市公安局特警

支队更名为“常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

队”，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恢复

为“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区各

分局特警大队统一更名为巡特警大

队，派出所成立巡逻处警中队，形成

市、县公安机关巡特警和派出所巡逻

力量常态巡逻与重装加强性巡逻相结

合的三级巡防体系。市公安局按照公

安部《公安特警队装备配备标准》要

求，检查所有武器、装备、车辆，配备更

新防弹背心、防刺背心、防暴钢叉、催

泪喷射器等装备９００余件。科学划分

步巡区、卡点区、车巡区，建设６个中

心巡逻警务站，布建１０辆卡口巡逻

车，建立 “１ 号巡逻车”制 度，形 成

“点—线—面”结合立体化的防控网

络，按照“１分钟反应、３分钟出击、５

分钟内解决战斗”要求，最大程度地屯

警街面，有效控制街面多发性案件，形

成重大警情快速反应机制。制定实施

《常州市公安局城市巡逻体制重组工

程实施方案》《常州市公安局巡逻勤务

制度（试行）》《常州市公安局武装巡逻

实施方案（试行）》《常州市公安局公安

武警联勤武装巡逻实施方案（试行）》

等规章制度，规范应急处置，细化处置

流程，规范战术动作，提升巡防效能。

（陈华玉）

【消防工作概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发生

火灾２５７７起，死亡２８人，受伤２０人，

直接财产损失２５１０．５万元，连续１６

年未发生群死群伤恶性火灾事故。全

市消防部队接警出动９０８２次，出动人

员９１５０８人次、车辆１７０８８车次，扑救

各类火灾２５７７起；参加灾害事故抢险

救援２１２８起，社会救助、公务执勤及

巡防等其他出动４３７７次；抢救被困人

员５６７人次，疏散被困人员１６２６人

次，抢救财产价值１．６亿元。

　　２０１４年，市消防支队认真贯彻落

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

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消

防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推动政府、

部门、行业和基层网格抓好火灾隐患

排查整治，及时治理重大火灾危险源

及区域性、行业性消防安全隐患，及时

书面提请政府挂牌督办重大火灾隐

患，持续开展“清剿火患”“打非治违”

等消防安全专项行动，深入排查人员

密集场所，高层、地下建筑，建设工程

施工工地，“三合一”“多合一”场所，易

燃易爆危险品生产、经营、储存单位。

强化全勤指挥部及整建制中队实战化

训练、考核，推进消防员等级达标训练

和指挥员等级评定工作，完善灾害事

故力量调度编成和程序，建立扁平化、

可视化指挥作战机制，灭火救援实战

能力明显提升。全力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出台服务“重大项目突破年”７

条措施。深化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挂

牌成立全市首个消防安全教育基地，

依托电视、电台、报刊和微博、微信等

媒介，曝光一批严重火灾隐患，广泛宣

传普及《消防安全常识二十条》等消防

知识。市消防支队被市政府荣记集体

二等功一次。

常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常州市消防支队

支　队　长　王　军　（上校）

政 治 委 员　孙　山　（上校）

副 支 队 长　戴粉庚　（中校）

徐建峰　（中校）

副政治委员　徐菲菲　（中校）

【火灾防控】　２０１４年，市县两级政府

召开消防工作会议，逐级签订消防安

全责任状，将消防工作纳入纪检监察、

政务督查内容，进一步加大责任追究

力度。市县两级党政领导先后７０余

次听取消防工作汇报或带队开展消防

安全检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部署开

展行业系统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市教

育、卫生、房管、民政等部门联合开展

平安学校、医院、小区、养老院系列创

建活动。市消防部门重点突出城乡结

合部、“城中村”、物流仓储、商贸市场、

商业“三合一”等相对集中的１７处区

域的火灾防控，对整改难度大、严重影

响公共安全的３５家重大火灾隐患全

部提请政府挂牌督办，推广运用消防

设施远程监控系统、“智慧消防眼”等

技防措施，持续开展第二次“清剿火

患”战役、“六打六治”打非治违、“九九

消防平安行动”等专项行动。全年全

市消防机构共检查单位９７９９家次，发

现火灾隐患和违法行为１１３４７处，督

促整改火灾隐患或违法行为１１０９６

处，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６４１１份，下

发行政处罚决定书８５３份，下发临时

查封决定书４８份，“三停”（停止施工、

５９法　　治



停止使用、停产停业）单位１０３家。

【灭火救援】　２０１４年，市消防支队全

面深化执勤训练改革，深入推进消防

员等级达标训练和指挥员等级评定工

作，加大全勤指挥部及整建制中队实

战化训练、考核力度，开展攻坚组、指

挥员、班长骨干和通讯员等集中培训、

轮训，举办业务理论、授课评比、迎春

长跑等多种形式比武竞赛。研发动态

训练档案管理系统和卡片式、网页式、

三维实景式灭火救援预案，对１５５０余

家重点单位和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建立

资料图库，修订完善预案及资料卡

１８００余份，围绕各类课题开展想定作

业１３０余次、无预案实战演练７００余

次、社会联动演练７次。制定战斗力

量编成、灾情等级调度方案，全面完成

灭火救援指挥系统、县市两级消防接

处警系统、电梯应急救援系统建设改

造任务，服务实战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成功处置“５·２４”双志化工槽罐车爆

炸、“７·３１”燕进石化火灾等灾害事

故，圆满完成南京青奥会等消防安保

任务。

【消防监督执法】　２０１４年，市消防支

队出台服务“重大项目突破年”７条措

施，将全市１６６个重大项目和１７７家

星级企业全部纳入点对点服务范畴，

在金坛、溧阳设置装修材料见证取样

便民服务点，方便申报消防验收。建

立健全执法事项移交、执法档案调阅

审查等执法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巡

查监测、集体议案、执法例会、个案考

评等制度落实。建立网上巡查、现场

核查、档案抽查“三位一体”的月查季

评制度，抽查案卷２０００余卷，发现解

决问题３０００余条处。实行重点执法

案件评析制度，定期召开执法例会，开

展案例评析、以案说法和工作研讨，进

一步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市行政服

务窗口获团市委“重点项目青年先锋

岗”荣誉称号。

【消防宣传教育】　２０１４年，市消防支

队以《全民消防宣传教育纲要》宣传贯

彻为抓手，充分利用防灾减灾日、安全

生产月、消防宣传月广泛开展集中宣

传工作，组织发动公安派出所、村（居）

民委员会、消防志愿者等开展针对性

消防宣传教育。借力电视、电台、报刊

和微博、微信等媒介，开设消防宣传专

栏、专版，开展“主持人话消防”活动，

加大消防宣传及火灾隐患曝光力度。

挂牌成立首个消防安全教育基地，在

中华恐龙园、春秋淹城、动漫嬉戏谷等

旅游景区设置消防公益宣传栏，有序

推进武进国家高新区防灾教育馆、溧

阳燕山消防主题公园、钟楼运河五号

消防文化街建设。开展消防职业技能

鉴定，全年培训１３００人次，全市共有

２３００人持证上岗。

【消防基层基础建设】　２０１４年，市灭

火救援应急中心进入内装修阶段，外

环路中队选址迁建、新闸农副业生产

基地建设有序推进，各消防中队完成

训练塔、燃烧室、通讯室改造。加强城

市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府制

定出台《市政消火栓管理办法》，建设、

供水等部门集中修补消火栓２２４９个。

加强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新北春

江镇、武进国家高新区、金坛直溪镇、

溧阳戴埠镇４个专职队办公用房全部

进入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落实《消防

装备五年规划》，采购各类消防车８

辆、消防器材装备２５００件（套），研发

制作并推广运用标识马甲、新型水带

接扣固定器、水带吊升器等新型装备。

【消防网格化、户籍化管理】　２０１４

年，市消防支队深入推进消防安全网

格化管理工作，全市５９个镇街道完成

网格化管理创建达标工作，达标率

１００％；深化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户籍化

管理，完善户籍化基础信息录入，确保

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报告备案、消防设

施维护保养报告备案、消防安全自我

评估报告备案“三项报备”和每日巡查

等内容及时录入。加强火灾高危单位

管理，举办易燃易爆消防安全管理现

场会暨首届高危单位论坛，指导成立

消防安全检查、火灾应急处置两支队

伍。探索建立重点单位技术交底机

制，落实重点单位管理严禁规定，及时

开展火灾隐患自查自纠，社会单位“四

个能力”（社会单位检查消除火灾隐患

的能力、社会单位组织扑救初起火灾

的能力、社会单位组织人员疏散逃生

的能力、提高社会单位消防宣传教育

培训能力）进一步提升。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９—１２月，

全市集中开展以打击“三合一”“多合

一”场所违法生产经营行为，整治违规

住人、消防设施缺失损坏、安全出口疏

散通道堵塞封闭等问题为重点的消防

安全“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全市消防

机构和公安派出所共摸排工业“三合

一”１４２家，发现火灾隐患２３６处，督

促整改２２２处；沿街经营“三合一”８５３

家，发现火灾隐患１０２４处，督促整改

８３６处；区域性“三合一”２８处，发现火

灾隐患１２４处，督促整改９８处；小作

坊２４３家，发现火灾隐患４６７处，督促

整改３４３处；劳动密集型企业１３８家，

发现火灾隐患１５５处，督促整改１３９处。

【南京青奥会消防安保】　２０１４年，市

消防支队紧紧围绕实现“平安青奥”总

体目标，制定青奥消防安保十项硬性

措施，开展“迎青奥、保平安”消防安全

专项行动，细化监督执法、灭火救援、

队伍管理及宣传培训等工作，明确职

责、任务、标准和完成时限。青奥会期

间，全市消防机构共检查单位４７３３

家，发现火灾隐患或违法行为５１１７

处，督促整改火灾隐患或违法行为

４８５６处。全市火灾起数、直接财产损

失数同比下降４０．７％、４３．６％，未发

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 （韦　晟）

【江苏燕进石化有限公司“７·３１”火

灾】　７月３１日１９时２８分，位于常

州市新北区罗溪镇塑化路２５－１号的

新北区燕进石化有限公司货物堆场发

生火灾，造成部分仓库烧毁，过火面积

约２０００平方米，事故直接损失４９３万

元。市消防支队９个中队３７辆消防

车１７３名参战官兵浴血奋战８个多小

时，成功扑灭大火，无人员伤亡，最大

限度地降低了人员财产损失，保住了

毗邻３个仓库、３９个储罐及相关物

资、设备和建筑等总价值过亿元的财

产安全。经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直接原因是

三氯异氰尿酸包装破损，吸湿造成三

氯异氰尿酸分解放热并引起火灾；间

接原因是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企业违规储存危险化学品、企业验货

制度不健全、验货技术不能满足要求、

三氯异氰尿酸包装存在安全隐患等。

事故单位、法定代表人受到行政处罚，

事故单位总经理、事故单位库区主任

受到撤职处分，常州市政府对新北区

政府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警示约谈，

新北区政府对新北区安监局主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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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企业所在地罗溪镇政府安全生产

分管负责人警示约谈。１０月１６日，

市长费高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

议，研究决定为消防支队记集体二等

功，并为参与处置的２３名官兵记功嘉

奖。 （张国建　韦　晟）

县处级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　（司法局　供稿）

司 法 行 政

【法润常州·春风行动】　３月中旬至

５月底，常州市司法行政系统开展为

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困难群众以及特

殊人群困难家庭和子女提供具有针对

性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法润常州

·春风行动”。集中开展进城务工人

员合法权益保护行动。提高进城务工

人员法治意识与风险防范能力，简化

法律援助审查受理程序，对损害赔偿、

劳动工伤等公证和司法鉴定申请事项

实行优先服务，确保权益受到侵害的

进城务工人员打得起官司。集中开展

农民合法权益保护行动。组建农村改

革法律法规宣讲队、“三农”法律服务

团，切实防止农民利益受侵害的现象

发生；依托基层司法所、各级各类调解

组织和村（居）法律顾问，努力形成严

密的纠纷防范网。集中开展困难群众

合法权益保护行动。依托司法行政服

务站，加强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

人等特殊群体权益保障、侵权救济法

律法规的宣传教育；组织法律服务人

员到社会福利机构和村社区开展义务

法制宣传、法律咨询和结对帮扶。集

中开展特殊人群困难家庭和子女帮扶

行动。为１０００名左右家庭经济困难

罪犯、戒毒人员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

法律援助，同时组织普法讲师团深入

监所，面向罪犯、戒毒人员开展法制宣

传教育，对辖区内社区服刑人员和刑

满释放人员思想状况和家庭情况进行

排查，对存在生活困难、失业无业、子

女失学辍学等现象的，及时采取措施

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有效预防重新违

法犯罪。活动期间，开展专项法律服

务活动３００多场次，接待咨询群众３

万余人次，发放各类普法宣传资料１２

万张；组建普法讲师团１０个，开展法

制宣传活动３０多场次，为进城务工人

员、农民、困难人群、特殊人群办理法

律援助案件７００余件。

【法制宣传教育】　２０１４年，市司法局

与市委组织部、纪委等部门组织非人

大任命县处级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

考试４批６６人次；举办市委中心组学

法报告会，邀请知名法学专家李林为

全市近千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

国》专题报告。发挥常州普法网、“常

州在线”等网络平台作用，组织干部、

公务员万余人参加“１２·４”法律知识

竞赛活动，并组队参加全省“万人学

法”知识竞赛。充分利用首次国家宪

法日、“三八”妇女维权周、“３·１５”消

费者权益保护日、民族宗教法制宣传

日、“６·２６”国际禁毒日、春节后农民

工返城等重要法制宣传节点和各类法

律颁布实施纪念日，集中开展法制宣

传教育活动。举办普法标识和法治动

漫作品征集活动，选出常州特色普法

标识和一批优秀法治动漫作品。开展

第九批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民主法

治示范社区创建，新增省级民主法治

示范村３７个、省级民主法治示范社区

２１个，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

成率３２．３％。

【法律援助】　２０１４年，全市新成立驻

各辖市区公安看守所、市边检站、市老

年人法律服务中心、溧阳监狱、金坛法

院等部门（团体）法律援助工作站１０

个，规范完善村居联络点１００５个。常

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办理的张某交通事

故死亡赔偿案被评为省２０１３年度十

大优秀案件，钟楼区法律援助中心办

理的冯某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赔偿案被

评为２０１３年度省十大好案件。全市

两级法律援助机构共处理各类咨询事

项１６７７１件次，其中来访咨询８８１３人

次、来电咨询７９５８人次。全市办理法

律援助案件 ４７８１ 件，比上年 增 长

１３％。其中，刑事案件９４４件，比上年

增长１６％；市法律援助中心办理法律

援助案件６０５件，包括刑事案件１０６

件、民事案件４９９件。

【法律服务】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探索建

立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机制，将法律服

务项目分别纳入《常州市政府购买公

共服务指导目录》和《常州市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积极

申报法律服务项目和制定实施细则。

天宁区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取得突破，

明确除法律援助以外四类项目，即政

府法律顾问、村社区法律顾问、办理重

大投资项目法律事务、参与重大事件

的处理以及群体性纠纷的化解列入第

一批政府购买法律服务范围并确定了

经费标准。

　　全市１０００个村社区基本建立法

律服务工作站，全年接待咨询１．５２万

人次，举办法制讲座和法律咨询１８５

场，调处各类矛盾纠纷１１４６０件。

【律师工作】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法律服

务掌上通启用，全市１５０多名律师利

用腾讯微信平台与当事人进行点对点

法律咨询和服务。开展星级律师事务

７９法　　治



所评定，评定首批四星级律师事务所

４家、三星级７家、二星级４家。举办

以“公共法律服务与律师行业发展”为

主题的常州市第二届律师论坛，评选

优秀论文３７篇。常州市老科技工作

者协会维权服务中心在张林芳律师事

务所成立。正气浩然、常明律师事务

所通过省级青少年维权岗考核。

　　至年末，全市共有律师事务所

１０２家、执业律师１１７６人、实习律师

１５６人、公职律师３６人、公司律师１０

人。全市律师共办理诉讼案件２．５万

余件、非诉讼法律事务２８５０件，解答

法律咨询４．５万余人次，担任企事业

单位法律顾问５６００家。全年业务收

费３．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１％。全市

有２３名律师分别担任省、市、区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其中市人大代表２

名、政协委员２名。１名律师担任区

政协常委委员，１名律师兼任区政协

副主席。

【公证工作】　５月２８日，常州公证处

钟楼办事处由咨询点升格为办证点，

正式对外办证。全年全市公证机构办

理公证事项４９０３５件，其中国内公证

３４４３８件、涉外公证１４０９３件、涉港澳

台５０４件。

【司法鉴定】　２０１４年，全市司法鉴定

机构完成鉴定案件３７６２件，比上年增

长１２％；业务收费９３０．０３万元，增长

１７．７９％；采信率１００％。南车戚研所

司法鉴定所被评为全省司法鉴定规范

化建设先进集体，德安医院司法鉴定

所李春晓被评为全省司法鉴定规范化

建设先进个人。

【社会矛盾化解工作】　２０１４年，常州

市、区两级调处中心按照“有办公场

所、标牌、印章、工作记录、统计台账”

“组织落实、制度落实、工作落实、报酬

落实”“统一标牌、印章、标识、程序、制

度、文件”的建设标准全部创建成规范

化调解委员会，区级调处中心专职调

解员达４９名，两级调处中心实战平台

建设进一步加强。９５５家村级调解委

员会达到省级规范化要求，达标率

９６．２７％。设立５００人以上企业调解

组织２０６家，创建率８０％。７４家公安

派出所建立派驻式人民调解工作室，

创建率８０％。组建市级百名调解专

家库，调解专家覆盖医患、婚姻、劳动

等重点纠纷领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全覆盖、重攻坚”活动，受理调处

重大疑难纠纷１８２件，涉及劳动、医

患、拆迁等重点领域。全年各级各类

人民调解组织和两级调处中心共组织

排查纠纷１８１５９次，受理纠纷１５７９７

件，调 解 纠 纷 １５７８２ 件，调 解 成 功

１５７３１件，调处成功率９９．６７％。全市

未发生影响政治稳定的热点问题和影

响全市、波及面广的群体性事件。

【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　２０１４

年，常州市以贯彻《江苏省社区矫正工

作条例》为抓手，五措并举扎实推进社

区矫正服务管理全覆盖工作体系建

设，提高社区矫正执法水平。实现社

区矫正关口前移，累计开展拟适用社

区矫正前调查评估７５３起，采信率

９０％以上。推进刑释解教人员两头

包、双列管（对流动安置帮教人员进行

户籍地、居住地两地都列入管理）制

度，严格审批社区服刑人员外出请假，

规定外出期间监督人责任，提高联系

频率，督促限期返回，防范“流窜”和

“脱漏管”现象发生。开通社会救助绿

色通道，协调有关部门将符合条件的

社区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全部纳

入最低生活保障，着力帮助他们解决

临时救助、社会保险以及入学升学等

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运用科技手

段对社区服刑人员实行定时定位监

控，共将１２７５名社区服刑人员纳入手

机定位管理，定位率５６．７％，其中社

区服刑人员重点对象监控定位率为

１００％。至２０１４年底，有社区服刑人

员２３０６名，其中缓刑２０３１名、假释

２２５名、暂予监外执行５０名。全年累

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１５５３名，期满解

除矫正１６３７名；接收安置帮教对象

２６９４ 人，安 置 ２６８０ 人，安 置 率

９９．４％，帮教２６９４人，帮教率１００％。

两类人员中均未发生重特大刑事案

件、恶性暴力行为和社会影响大的群

体性事件。

【２０１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２０１４

年，国家司法考试首次实施报名网络

化，即报名、交费、打印准考证全由考

生自行在网上操作。常州地区报名参

考人数为１５０４人，２０１人达到全国合

格分数线３６０分，其中在读本科生４５

人、放宽地区３人。正常申请法律职

业资 格 证 书 １５３ 人，申 请 成 功 率

１００％。 （上官正国　李士军）

仲 裁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仲裁委受理

案件７６９件，标的１４０１０６万元，标的

额比上年增长８３％，房地产案件居受

理案件数量的首位；受理民商事调解

案件７２５件，涉案标的４４８万元；和解

调解率、快速结案率均为６５％以上，

自动履行率７０％以上，当事人满意率

９０％以上。没有案件被法院撤销或不

予执行。

　　１月，常州仲裁委、市法制办、市

金融办、市财政局、人行常州市中心支

行、常州银监分局、市国税局、常州地

税局７部门共同制定《关于在全市金

融系统中进一步推行仲裁制度的通

知》，在银行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

中推广仲裁制度。全年受理涉及银行

和小额贷款公司案件的标的１．８亿

元，占总标的１５％。

　　年内，常州仲裁委被国务院法制

办确定为全国仲裁“案件受理多样化、

纠纷处理多元化”工作１９家试点单位

之一。１１月１４日，全国仲裁工作年

会在常州召开，常州仲裁委在会议上

作《借力“两化”试点，促进仲裁发展》

的交流发言。１２月１９日，首届长三

角仲裁工作会议在常州召开，来自江

浙沪１９家仲裁机构参加会议。

（李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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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及港澳台经济

【利用外资及港澳台资】　２０１４年，全

市实际到账注册外资及港澳台资

３１．２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０．３％。实

际到账注册外资及港澳台资占全省总

量的８．６％，列全省第四位。

　　重大项目取得新突破。年内新增

总投资超３０００万美元项目４９个，新

增协议注册资本超３０００万美元项目

３３个。年内新增总投资超５亿美元

项目４个，分别是：顺风光电投资（中

国）有限公司，协议注册外资３．７８亿

美元；江苏龙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

期总投资９８００万美元，协议注册外资

６８００万美元；新阳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苯乙烯项目增加总投资９９８０万美

元，协议注册外资７６００万美元；健亚

（常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首期总投

资２．９９亿美元，协议注册外资８２１１

万美元。新增３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和１家外资功能性机构，顺风光电投

资（中国）有限公司、瑞声（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和联合光伏（常州）投资有限

公司被认定为江苏省外资跨国公司地

区总部，梅特勒—托利多（常州）精密

仪器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外资功能性机

构。新增１家世界５００强投资项目，

为德国大陆集团在常州市投资的贝内

克长顺生态汽车内饰材料（常州）有限

公司，总投资７３００万欧元。

　　从引资领域看，服务业投资升温。

２０１４年，全市服务业新设项目１２４

个，占总量的６１．７％；服务业实际到

账 外 资 １７．３ 亿 美 元，占 总 量 的

５５．４％，比上年提升１１．６个百分点。

现代服务业重大项目有所增加，全市

新增协议注册外资超３０００万美元的

现代服务业项目１４个，比上年增加１

个。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新增１家

创投企业，新增２家外资融资租赁公

司，融资租赁企业到资６０２７万美元，

增长５１％。以物流仓储为代表的生

产性服务业加快拓展。常州宇培仓储

有限公司总投资６亿元，协议注册外

资２．４５亿元；埃菲天鸿（常州）化学有

限公司总投资４９９８万美元，协议注册

外资３０００万美元；常州普宁仓储设施

有限公司总投资４９９０万美元，协议注

册外资３０００万美元。

　　从引资国别地区看，亚洲仍是常

州市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地。２０１４

年，亚洲地区在常州市新设外资项目

１０６个，实际到账外资及港澳台资

２６．２亿美元，占全市总量的８３．９％，

其中香港地区新投资７２个项目，实际

到账 ２２．９ 亿美元，占全市总 量 的

７３．４％，比上年提升８．８个百分点；新

加坡在常州市新投资４个项目，实际

到账 １．２ 亿 美 元，占 全 市 总 量 的

３．８％，比上年提升１个百分点；台湾

地区新投资１３个项目，实际到账０．５

亿美元，占全市总量的１．７％，与上年

持平。但日本投资出现下降，２０１４年

全市新设日资企业６个，比上年减少

１３个，累计实际到账０．８亿美元，下

降７２．５％。

　　从投资方式看，增资项目和老企

业成为主要支撑。一是增资项目成为

新增协议外资重要支撑。２０１４年，全

市增资项目１３１个，新增协议外资

１４．９亿美元，占全市总量的４３．３％，

比上年提升２０．１个百分点。二是老

企业成为实际到账外资主力军。２０１４

年，全市老企业（２０１４年前设立）完成

实际到账外资２２．４亿美元，占全市总

量的７１．８％，比上年提升１０．９个百

分点。其中有６７家老企业２０１４年增

资并实现外资到账，总计到账外资

８．５亿美元，占全市总量的２７．３％。

另外，有６９个新设项目实现当年外资

到账，总计到账外资８．８亿美元，占全

市总量的２８．２％。

　　从投资性公司看，再现新亮点。

一是投资加速。全市投资性公司新增

协议注册外资５．９亿美元，其中顺风

光电投资公司新增协议注册外资

３．７８亿美元；新设投资性公司２家，

天合太阳能电力投资公司协议注册外

资１亿美元，贤永光电投资公司协议

注册外资８亿港元。二是再投资升

温。投资性公司新增投资项目１３个，

比上年增加５个，新增协议外资１．７

亿美元，增长３６．８％。其中，天合太

阳能电力开发并购项目总投资１．５７

亿美元，协议注册外资５２４２万美元；

武进区爱科农机项目新增总投资

９９８０万美元，新增协议注册外资１５００

万美元；溧阳市布勒机械项目新增总

投资６４８４万美元，新增协议注册外资

３１１２万美元。 （葛亚娟）

【对外及港澳台贸易】　２０１４年全市

完成外贸进出口２８８．１亿美元，比上

年下降１．４％。其中出口２１３．８亿美

元，增长５％；进口７４．３亿美元，下降



１５．８％。全市外贸各项进出口指标位

于全省第五位。

　　从出口情况看，出口保持稳定增

长。全年完成出口２１３．８亿美元，比

上年增长５％，增幅比全省平均增幅

高１个百分点。重点企业对出口的拉

动作用明显，出口前５０位重点企业全

年 累 计 出 口 ７４．７ 亿 美 元，增 长

８．８％，高出全市平均水平３．８个百分

点，占全市的３５％。其中，３３家重点

企业出口实现正增长，１７家重点企业

出口为负增长。出口增幅在１０％以

上的重点企业有 ２０ 家，其中增幅

２０％以上的重点企业有９家。

　　从进口情况看，大宗原材料进口

下滑明显。年内，全市外贸进口一直

处于下降态势，全年进口７４．３亿美

元，比上年下降１５．８％。其中，全市

矿砂进口１１．４亿美元，下降４３．５％，

仅常州中天钢铁有限公司进口就比上

年减少８．５亿美元，拉低全市进口

９．５个百分点。全市进口前５０位重

点企业中，１５家企业进口下降明显，

常州中天钢铁有限公司、华润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现代（江苏）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瓦卢瑞克曼内斯曼无缝钢管

（常州）有限公司全年进口分别下降

４２．６％、５８％、５６．１％、５１．８％。重点

企业进口增长乏力，２０１４年全市进口

前５０位企业进口总额与２０１３年全市

进口前５０位企业进口总额相比，下降

１７．６％，直接导致全市进口继续呈下

降态势。

　　从重点产业看，机电产品和光伏

行业进、出口保持增长，传统产品形势

不乐观。２０１４年，全市机电产品出口

１１２．２亿美元，进口３１．２亿美元，分

别增长１１．２％和５％。其中，光伏产

品出口２１亿美元，进口５．３亿美元，

分别增长４２．３％和１８．７％，全年保持

大幅增长。传统产品进、出口持续下

降。全市纺织服装产品出口３６．３亿

美元，进口３．６亿美元，分别下降３％

和３６．３％，连续１０个月持续下降。

其中，服装产品出口１９．３亿美元，下

降８％；纺织行业进口３．６亿美元，下

降３６．５％。化工产品出口１５．６亿美

元，增长２．４％；进口１１．４亿美元，下

降１４．５％。

　　从主要市场看，美、日等重点市场

保持稳定，新兴市场增速放缓。年内，

常州对美国、日本传统市场出口增势

较为明显，分别出口４６亿美元、２４．１

亿美元，增幅分别为１４．９％、８．７％，

远高于平均水平。对欧盟出口３６．２

亿美元，增长５．６％。新兴市场出口

增速进一步放缓。全市对中东、拉丁

美洲、非洲出口１０．２亿美元、１３．２亿

美元、７．７亿美元，分别增长１４．２％、

０．３％和０．１％；对东盟地区出口２４．３

亿美元，增长５．８％；对香港、俄罗斯、

荷兰等地区出口出现下滑。

　　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出口保

持稳定。全年一般贸易出口１５８．５亿

美元，增长８．４％；加工贸易出口５４．６

亿美元，下降４．２％；进口２０．７亿美

元，下降２０．１％。外商投资企业进口

设备累计２．１亿美元，下降１０．２％，

占全市进口比重比上年提高０．２个百

分点。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出口前１０位企业名单

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

常州华润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大华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华利达服装集团有限公司

森萨塔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常州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常州机械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

常州大亚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格力博有限公司

雅柯斯电力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苗　育）

常州市２０１４年主要进出口商品一览表

商品大类
出　口 进　口 进出口

金额（万美元） 比上年（％） 金额（万美元） 比上年（％） 金额（万美元） 比上年（％）

高新技术 ３１８７０２ ２６．４ １００８８２ ２．６ ４１９５８４ １９．７

机　电 １１２１９０６ １１．２ ３１２３１０ ５．０ １４３４２１５ ９．８

纺　织 １７００２３ ３．５ ３６０７４ －３６．５ ２０６０９７ －６．８

服　装 １９３１６０ －８．０ ２５６ －８．２ １９３４１６ －８．０

化　工 １５６０３８ ２．４ １１３９５６ －１４．５ ２６９９９５ －５．５

塑料橡胶制品 １１６５６２ １．６ ５２９０９ －５．４ １６９４７１ －０．７

皮革制品及箱包 １９１２２ －７．５ ７８６ ６５．８ １９９０８ －５．９

贱金属及其制品 １２６８９４ ３．１ ５８５７３ －１０．１ １８５４６７ －１．５

光学、医疗等仪器 ６５６１８ １８．６ ２５５５５ ２６．２ ９１１７３ ２０．７

常州市２０１４年对外贸易完成情况表

单　位
进出口 出　口 进　口

金额（万美元） 比上年（％） 金额（万美元） 比上年（％） 金额（万美元） 比上年（％）

全市合计 ２８８１０２１ －１．４ ２１３８４２８ ５．０ ７４２５９３ －１５．８

常州国家高新区 １０７３８８９ ６．０ ７５７４８３ １３．０ ３１６４０６ －７．７

武进区 １０００２７０ －３．５ ７０００８９ ９．４ ３００１８１ －２４．３

金坛市 １５２５０９ ３．９ １２１９９９ ２．６ ３０５０９ １４．２

００１ 开放型经济



单　位
进出口 出　口 进　口

金额（万美元） 比上年（％） 金额（万美元） 比上年（％） 金额（万美元） 比上年（％）

溧阳市 １００７７４ －１６．２ ７３２２７ －１６．４ ２７５４８ －３．３

天宁区 ２７６６４６ －８．６ ２４００２７ －４．３ ３６６１９ －３０．４

钟楼区 ２１６０１６ －１０．６ １９４４００ －４．９ ２１６１６ －３７．８

戚墅堰区 ６０２５２ ０．３ ５１０７４ －２．７ ９１７８ １６．６

２０１４中国常州科技经贸洽谈会开幕式　（常州日报　供稿）

常州市２０１４年新批境外投资情况表

单位名称
新批项目数 中方协议投资额

数额（个） 比上年（％） 金额（万美元） 比上年（％）

全市合计 ６４ ３３．３ ４６６９９ ９．０

金坛市 ９ ８０．０ １２８０９ －４０．２

溧阳市 ３ — １０４０ —

武进区 ２７ １７．４ ２３６０５ １２８．８

常州国家高新区 １６ ３３．３ ４５５５ －２１．４

天宁区 ６ －１４．３ ３８７０ －２６．６

钟楼区 ２ １００．０ ５２０ １０５５．６

戚墅堰区 １ — ３００ —

【境外投资】　２０１４年，全市境外投资

项目６４个，中方协议投资额１０００万

美元以上的项目１２个，中方协议投资

额４．７亿美元，分别增长３３．３３％、

５０％和９．０１％。

　　对外投资项目数量和质量明显提

升。全年新核准（备案）１０００万美元

以上项目１２个，比上年增加４个，中

方协议投资额３．５亿美元。其中，江

苏神力塑料公司投资坦桑尼亚建设工

业园区项目中方协议投资额９９８０万

美元，奥地利斯太尔项目中方协议投

资额８２０４万美元。

　　投资国别和领域进一步拓展。新

增投资国家乍得、以色列和吉尔吉斯

斯坦、奥地利，常州企业投资的国别和

地区累计达到６４个。投资行业新增

住宿餐饮业和房地产业，常州境外投

资企业涉及５０个行业。江苏杰中杰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资６８０万美元在

斯里兰卡设立斯里兰卡杰中杰开发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从事酒店开发建设、

经营和管理以及其他配套服务；常州

金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肯尼亚设

立中技金谷（肯尼亚）有限公司，中方

投资额５００万美元。

　　项目投资集中在香港和美国。在

６４个境外投资项目中，１５个在美国，

中方协议投资额合计２６００万美元；２０

个在香港，中方协议投资额１．３亿美

元。 （唐　轶）

【对外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　２０１４

年，全市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

作平稳增长。全年新签外经合同额

６．９亿美元，完成营业额５．９亿美元，

分别增长４．４％和２％。全年新派劳

务人员１７２２人，年末在外人数２８７２

人。对外经贸领域进一步加深，今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法国阿尔斯通公

司新签法国地铁车辆内装项目，合同

额１．２亿美元。金坛建工集团新签阿

尔及利亚２０００套公租房建设项目，合

同额３２００万美元。 （罗庆彦）

【服务外包】　２０１４年，全市完成服务

外包合同额３．１５亿美元，其中离岸外

包１．５１ 亿美元；服务外包执 行 额

２．６９亿美元，其中离岸外包１．４８亿

美元。至年末，全市拥有服务外包企

业４４０家，从业人员３．４万人。动漫

制作外包、嵌入式软件外包以及电商

外包成为常州市三大外包产业特色，

形成常州市创意产业基地软件研发、

动漫、网游制作外包，常州科教城产品

及技术研发、工业设计、医药研发、呼

叫服务外包，钟楼经济开发区嵌入式

软件及集成电路研发外包和武进经济

开发区电子商务服务外包四大产业集

聚区。以赞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常

州哈酷那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尖

锋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常州商道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常州香传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为代表的一批企业正在加快拓

展云３Ｄ渲染、移动互联网软件研发、

电子商务软件研发等新兴领域。

（傅　妮）

【２０１４中国常州科技经贸洽谈会】　９

１０１开放型经济



月２８日在常州举行开幕式。来自海

内外知名企业和机构的６００余名嘉宾

参会。洽谈会期间，举办了２０１４中国

电子商务应用发展年会、２０１４常州机

器人及智能制造国际技术交流会、

２０１４海峡两岸（常州）健康产业交流

对接会、２０１４常州金融商务区合作发

展洽谈会等１８场专题活动。开幕式

上，有７个总投资超亿美元项目签约，

总投资１６亿美元，其中制造业项目５

个、服务业项目２个，总投资分别为

１４亿美元、２亿美元；６个总投资１０

亿元以上项目签约，总投资１５０亿元。

（唐建军）

　　常州市政府、中以常州创新园和以色列产业研发促进中心三方签署关于

共建中以常州创新园的具体执行协议　（商务局　供稿）

常州东风汽车产业基地项目签约　（常州高新区　供稿）

【外贸综合服务电商平台华贸通上线】

　５月２８日，常州本土首家外贸综合

服务领域电商平台华贸通（ｗｗｗ．

ｈｕａｍａｏｔｏｕｃｈ．ｃｏｍ）在全市外贸工作

推进会议上举行上线启动仪式。该平

台由常州本地企业江苏华贸通进出口

服务有限公司创建，旨在以集约化的

方式、电子商务的手段，为中小企业提

供方便快捷的报关、物流、信保、退税、

融资等外贸环节服务，帮助中小企业

减少交易难度、降低贸易成本。平台

提供一站式的通关、物流、退税、外汇、

融资等贸易解决方案；中小企业通过

此平台可以实时跟踪订单执行进度、

实时监控货物的物流通关状态，实时

查询费用开支和资金往来，足不出户

便可实时掌握交易的全过程。市商务

局、中国信保常州办事处与江苏华贸

通进出口服务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

录。出口信用保险的小微企业平台统

保也已启动，首批３００多家小微企业

加入平台。 （吴　芳）

开放与开发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２个国家级

和８个省级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平稳

运行，规模实力日益增长。全年完成

地区 生 产 总 值 ３１２９．５ 亿 元，增 长

１４．９％；工业产品销售收入１０３１３．９

亿元，增长６．９％；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２８２．３亿元，增长２．６％；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１９９３．３亿元，增长７．９％，

其中工业投入１１７６亿元、基础设施投

入２４２．７ 亿元，分 别 增 长 ４．９％ 和

２．７％。全市开发区继续发挥利用外

资主阵地作用，实际到账外资２６．３亿

美元，新签协议注册外资２５．６亿美

元，新增协议注册外资３０００万美元以

上项目３０个。全市开发区实际到账

外资、新签协议注册外资分别占全市

总量的８４．２％和７４．４％。全市３３个

新增协议注册外资３０００万美元以上

的大项目有３０个落户在开发区，占

９０．９％，其中１４个制造业大项目全部

落户在开发区。截至２０１４年底，累计

吸引５３家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在常州开

发区投资。

　　重大项目实现突破。常州高新区

引进总投资超１００亿元年产３０万台

整车的常州东风汽车产业基地项目、

总投资７０亿元的联东 Ｕ谷常州国际

企业港项目、总投资５．１亿美元的新

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化工新材料项

目。总投资７０亿元的斯太尔动力（常

州）发动机有限公司项目落户武进高

新区。金坛经济开发区签约总投资

８５亿元的金坛众泰控股集团（常州金

坛基地）第三代汽车整车项目。

　　生态园区建设成绩显著。年内，

常州高新区、武进高新区、武进经济开

发区均通过环保部、商务部、科技部对

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联合现场

验收。年初戚墅堰经济开发区获批江

苏省生态工业示范园。

　　推动开发区参与国际合作。武进

经济开发区中以常州创新园、常州高

新区中荷航空产业园、武进高新区中

２０１ 开放型经济



德创新中心等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园区

建设，提高合作成效和合作水平。５

月，在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访以色

列期间，科技部、江苏省与以色列经济

部共同签署中以常州创新园共建协

议，常州市政府、中以常州创新园和以

色列产业研发促进中心三方签署具体

执行协议。１０月，荷兰蒂尔堡市布拉

邦中心与常州高新区航空产业园管委

会签订合作协议，成立中荷航空产业

园，共同培育发展通用航空产业。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省级以上开发区直接利用外资情况一览表

单　位
实际到账外资

（万美元）

新增协议注册外资

（万美元）

年内累计新批

项目（个）

新增协议注册外资

３０００万美元以上项目数（个）

合　计 ２６２７６７ ２５６４６１ １５３ ３０

常州高新区（含滨江开发区） ８００３８ ９１７６０ ６３ １１

武进高新区 ５８９５８ ７２８７２ ２９ ５

武进经济开发区 ６６６３ １３３３０ ２１ ２

金坛经济开发区 ７９３３ １１４４４ １２ ２

溧阳经济开发区 １１５８９ １３６０４ ９ ２

天宁经济开发区 ３７８ ３６９６ ７ １

钟楼经济开发区 ２４４８４ ２４５３４ ５ ３

戚墅堰经济开发区 １６３２ ３４７３ ３ １

天目湖旅游度假区 ９９８７ ２１７４８ ４ ３

【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２０１４

年，常州高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９００．２亿元，增长１３．８％；完成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８９．３亿元，增长７％；完

成固 定 资 产 投 资 ７２２ 亿 元，增 长

１８％，其中工业投入４２０亿元，增长

１７％。实现工业产品销售收入２８８０

亿元，增长１１．５％。全年实际利用外

资８亿美元，新签协议利用外资９．２

亿美元。全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６３

家，其中新批协议外资３０００万美元以

上项目１７个。

　　转型升级取得实效。成功引进常

州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威翔航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整车、整机项目。常

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小板成

功上市，常州瑞杰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华源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在新三板成功挂牌。常州有则科技

公司等１８家企业完成主辅分离，常州

新润石化仓储有限公司、普洛斯常州

物流园等５个重点服务业项目竣工投

运，顺丰电商产业园、航天主题乐园、

龙创汽车设计院等５个高端服务业项

目签约落户，西夏墅工具交易中心开

业在即，新桥电商产业大厦全面启动，

淘常州年交易额突破８亿元，比上年

翻番。金融、类金融业持续壮大，常高

新小微金融中心集聚类金融机构３８家。

　　创新驱动有力推进。实现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１１５０亿元，增长２１％，占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５１％。全年

新增省级外资研发机构１家、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７家、高新技术企业

３９家；新增省创新创业人才１１人、

“龙城英才计划”人才４２人；新增中国

驰名商标２件、省著名商标１２件；组

织实施国家级、省级科技计划１２０项，

成功立项省重大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

目１１项；新增国家标准１１项、行业标

准９项、专利授权５０００件，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２３件；浙江大学常州工业

研究院建成入驻，印刷电子产业研究

院获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建设中国印

刷电子公共服务平台，中国科学院遗

传资源研发中心（南方）签约落户，西

夏墅工具产业创业中心成功创建国家

级孵化器，生命健康产业园加速器一

期工程竣工交付，全市首个诺贝尔奖

获得者工作室迈克尔·莱维特工作室

揭牌入驻常州高新区。

【省级开发区】　２０１４年，全市省级开

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１４５１．５亿元，

占全市总量的２９．６％；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 １２０．９ 亿 元，占 全 市 总 量 的

２７．９％；新增协议注册外资９．２亿美

元，占全市总量的２６．７％；实际到账

外资 ６．３ 亿 美 元，占 全 市 总 量 的

２０．２％。工业产品销售收入５１３３．７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９８８．１亿

元，其中基础设施投入１３７．９亿元。

　　平台建设提档升级，金坛经济开

发区、溧阳经济开发区升格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已由国务院批转至商务

部。钟楼经济开发区顺利通过江苏省

知识产权试点园区考核验收，着手申

报江苏省知识产权示范园区。武进经

济开发区被省经信部门认定为江苏省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试验区、江苏省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被省发改

委认定为江苏省创业投资集聚发展示

范区。武进经济开发区石墨烯新材料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被科技部认定为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体制机制提效增质，２０１４年，天

宁经济开发区成为全省开发区社会管

理体制改革试点，通过创新综合执法

巡防机制、创新物业管理服务机制、创

新安全生产监管机制等方面的探索实

践，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金坛经济开

发区全面推进机构改革，调整组织架

构，内设部门由原来的１８个减少至７

个，实行扁平化管理。全市省级开发

区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点

在项目准入、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先

行先试，加快简政放权，提高办事效

率，实施封闭运作和园区办结。

（史一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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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检验检疫局积极做好硬件、服务、技术、把关、人员等的全面保障，为常

州机场口岸开放服务。　（检验检疫局　供稿）

口 岸 管 理

常州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正在进行３Ｃ执法现场调查　（检验检疫局　供稿）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口岸运行安

全平稳，实现货物总吞吐量３６３２万

吨，比上年增长５．３％，其中外贸运量

５７５万吨，增长４．６％。全年集装箱运

量２４５１４５标箱，增长１８．４％，其中外

贸集装箱１２５２８５标箱，增长１４％。

国际航行船舶６２８艘次，下降７％。

出入境人员６４５７人次，下降１０．８％。

（胡　娜）

【常州口岸首次进口澳大利亚大麦】　

３月４日，一批来自澳大利亚的大麦

顺利抵达常州港集装箱码头，这是常

州口岸自开港以来首次进口大麦。该

批大麦共计１１个集装箱５００吨，由常

州机械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进口，用

于禽类养殖用饲料。 （梁小松）

【常州港靠泊开港以来最大船舶】　６

月５日，常州港迎来开港以来最大船

舶 ＮＯＢＬＥＳＡＬＵＴＥ（诺宝）。在 ２

艘大马力拖轮的协助下，“诺宝”顺利

靠泊常州港录安洲中天码头，刷新常

州港靠泊记录。“诺宝”为巴拿马籍，

船长２３４．９８米，吃水１０．８米，载重

９５７２６吨，自北仑港减载后进江，载煤

６．１５万吨。 （朱文广）

【出入境检验检疫概述】　２０１４年，常

州检验检疫部门加快改革创新，着力

打造特色服务模式。全面推进后续监

管模式改革，结合常州进口贸易实际

状况，研发出进口工业产品质量风险

监管系统；探索推进实验室改革，在全

省率先完成轻纺实验室重组、内部机

制改革、市场化能力建设等，将人财物

等资源集中到已在全国行业建立信誉

的危险性包装食品接触材料等优势

领域。

　　围绕地方政府发展思路，全力对

接重大战略，积极提升口岸功能。做

好常州港４号码头建设指导工作，配

合完成向江苏省政府申报码头开放计

划，投入７０万元配置了成套进口放射

监测设备。重点完善服务体系，推出

“快捷、规范、可控、溯源”的４Ｇ国检

通移动执法终端，实现检验检疫工作

的“随时随地、触手可及”。２月起，对

在常州海关报关的出入境货物行无纸

化通关，对内强化单证管理、流程控

制，对外加快企业报关速度。全力保

障常州奔牛机场对外开放，全年检疫

出入境飞机１０４架次、出境旅客５４３０

人次、入境旅客６８６９人次，截获各种

禁止携带入境的水果和动物产品１８２

批次３３４．９１公斤。１２月，常州创建

出口地板质量安全示范区工作顺利通

过国家质检总局专家组现场验收，常

州成为首个国家级出口地板质量安全

示范区。

　　把法治质检、科技质检、和谐质检

建设与政府职能转变相结合。连续６

年编纂《进出口产品质量白皮书》，全

市质量分析平均分位列全省行业第四

名。全年办结行政处罚案件２５起，罚

没金额２４万元；与公安部门联合查处

１起伪造、买卖检验检疫证书案件，查

获２处贩卖假证窝点，３人被刑事拘

留。立案查处全省行业首例涉嫌违反

３Ｃ强制性产品认证要求的认证机构

１家和获证企业１家。１１月１日起，

３Ｃ免办证明审批权限由到南京办理

下放至常州本地办理，大大节省常州

相关企业的办事成本。在报检大厅设

立专窗，一站式受理涉及动植检、认证

４０１ 开放型经济



监管、食品等多个类别的审批、备案业

务，简化手续。

　　常州检验检疫局对淹城野生动物园进口的非洲象标本进行检验检疫　

（检验检疫局　供稿）

【出入境卫生检疫】　２０１４年，常州检

验检疫局截获各类有害生物１８４种

４８６种次，分别比上年降低５．６４％、

３５．３１％。其中，检出输入性医学媒介

生物２４种８７批１８４７５只，分别增长

８４．６％、１１．５％、７１．４％；检出病原体

阳性２４批２９菌次。在全国首次截获

有害生物长枝木霉。实施出入境人员

健康体检和传染病监测４０３７人，比上

年下降４．１％，检出各类传染病２４２

例。８月，西非埃博拉疫情肆虐，为确

保常州口岸安全，常州检验检疫局对

来自疫情发生地的人员实施重点查

验，对申报或发现有发热、出血等症状

者，重点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医学排

查。年内，常州检验检疫部门发现中、

外籍船员出现传染病症状６人次，均

妥善处置。与市疾控中心联合筛查归

国劳务人员１０余名，检出恶性疟和卵

形疟各１例。

【出入境动植物检验检疫】　２０１４年，

常州检验检疫局截获各类疫病疫情

２５５种 ９９１种次，分别比上年增长

６６．６７％和１３３．７３％；累计处理各类

动植物产品及木质包装２７３８批２．６

万件，其中植物产品３９３批、木质包装

２３４５批，批次下降２０．１５％，件数下降

７．１４％。检出进口不合格食品２７３

批。在进口的美国玉米和玉米酒糟粕

中，检出含有未经中国批准的转基因

成分 ＭＩＲ１６２的产品７批３５００吨，价

值１１０万美元，依法依规对相关货物

作退运或销毁处理。年内，从进境船

员携带的行李中查获禁止进境物燕窝

和干海马，从进境植物检疫中截获活

体动物地中海白蜗牛，保障了麦哲伦

企鹅、国内个体最大陆生动物标本非

洲象安全进境。

【进出口商品检验监管】　２０１４年，常

州检验检疫局共退运产品１３２批，货

值６５８．５４万美元，其中机电条线检验

查获进口不合格３８９批、出口不合格

５０批，分别列全省系统机电条线第四

和第一。常州高新区检验检疫部门连

续在高度敏感的援外出口检验中发现

不合格３批，在进口检验监管中发现

以旧充新设备２批；武进检验检疫部

门查获并进口韩国通用牌彩色超声诊

断仪存在多处不符合中国医用电气设

备国家标准的案例，被国家质检总局

作为２０１４年第８９号警示通报发布，

这是武进检验检疫部门首次被国家质

检总局采用发布的警示通报。

（鲁亚萍）

【海关概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海关征收

税款３０．７２亿元，比上年增３９．４％。

审核 进 出 口 报 关 单 １１０７７１ 份，增

２６．４％。监管进出境货物６０３．６８万

吨，增２０．７％。监管进出境集装箱

８．１５万箱次，增８．６％。审批加工贸

易备案合同３７１１份，降６％，备案金

额２９．０３亿美元，增２４．３％。办理减

免税货物审批１０１３笔，增４３．３％；货

物总值３．３２亿美元，增１５．５％；减免

税款１．９８亿元，增０．９％。

　　年内，新增ＡＡ类企业３家，溧阳

索尔维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成为《海

关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实行前最

后１批通过总署批准的 ＡＡ类企业。

处置企业经营异常５起，涉及税款

５３６．２万元。查发涉嫌侵权货物４批

次，共 计 ４３００ 件，货 值 约 人 民 币

５０．４６万元。

【海关监管】　２０１４年，常州、武进出

口加工区全面使用特殊监管区域信息

化管理新系统。取消监管场所纸质运

抵报告，监管车辆进场至出场的时间

从３小时压缩到１．５小时。开通基于

４Ｇ模式下的海关监管场所特殊区域

的移动视频监控，将外舷监控视频信

号接入南京海关。１１月１日起全面

实施关库联网，全年共联网核销税单

２７００票，金额４．６６亿元。实施差别

化稽查作业模式，提升高信用企业管

理水平，对２０家ＡＡ类企业实行区域

化管理和信息化管理。开展企业自律

管理试点工作，６家企业主动申报企

业自律。

【打击走私】　２０１４年，常州海关开展

打击冻品、洋垃圾、武器弹药、毒品、重

点涉税商品以及骗取出口退税等走私

违法行为。全年立刑事案件５起，案

值８５６３万元，涉及税款１５５１万元。

扎实开展专项行动，对辖区内进口棉

花和肠衣进行加工贸易农产品专项调

研，同时严厉打击农产品走私行为，立

案侦办专项行动案件２起，查获涉嫌

走私粗鱼油４７５５吨，案值７３９３万元，

涉税１３２０万元。开展业务现场处理

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案件试点与推广，

办理简易程序案件４１起。

【口岸开放】　２０１４年，常州海关积极

做好常州机场对外开放工作，按时完

成机场海关业务楼和航站楼海关网络

和视频监控建设，全年监管进出境旅

客１．３２万人次。４月，首条常州机场

“空空联运”转关通道顺利运行，实现

货物进出口的快速高效、手续简化和

物流成本节约。开通当月，以该模式

出口货物１２５６公斤，货值２６４４５美

５０１开放型经济



常州海事局强化汽渡线巡查　（常州海事局　供稿）

元。常州、武进出口加工区升级为综

合保税区。做好录安洲码头１号泊位

和新日化学液化品储罐的验收工作，

支持常州申报全国第三批电子商务示

范城市并获批。

【通关改革】　２０１４年，常州海关扩大

跨区域通关适用范围，将“属地申报、

口岸验放”模式从 Ａ类企业扩大到Ｂ

类生产型企业，全市适用该通关模式

的企业数量扩大至２７１家。积极参与

长江经济带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９

月２２日起，共接受３００９０票广义一体

化报关单和４１２票狭义一体化报关单

的申报。落实担保放行制度，为２家

企业开展免担保验放业务。按照“一

点申报、多点放行”或“多点申报、一点

放行”的大通关思路，实现全市各海关

办事机构、特殊监管区域与常州港口

岸的对接。大力推广税费电子支付，

电子支付的企业比例达９５％。进一

步推进通关和保税业务无纸化改革，

提升报关单无纸化率，全年共签约通

关无纸化试点进出口企业和报关企业

２７９４家，累 计 申 报 无 纸 化 报 关 单

１０００６９票，无纸化率９１．５％。

【关检合作】　２０１４年，常州口岸关检

合作“三个一”（一次申报、一次查验、

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正式启动，进出口

企业在安装“三个一”通关客户端后，

只需录入一次数据，就能同时完成进

出口货物在海关与出入境检验检疫两

个部门的全部通关手续，企业申报录

入工作量和货物查验时间可分别减少

近３０％和５０％，节省企业重复吊箱、

开箱、运输和人力成本。１２月２２日，

进口价值１８５万美元４．３万吨褐煤的

厦门某公司第一个在常州关检合作通

关平台完成申报。 （刘　燕）

【海事概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海事局办

理船舶进出港签证（包括定期签证）

５４２１０艘次，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

查验６１４艘次；辖区进出港货物吞吐

量 ５７２８．３７ 万 吨，比 上 年 下 降

８．０８％。办理危险品船舶申报审核

３６１４艘次，增长１０．９６％；进出港危险

货 物 吞 吐 量 １６０．８３ 万 吨，增 长

３．１％；集装箱吞吐量１９．２万标准箱，

增长２６．９８％；防污染作业审批２０８件。

　　年内，常州海事服务进出港船舶

大型化需要，保障了通用码头顺利升

等、录安洲码头二期工程建设、国电码

头加固改造等重点工程，码头及港口

基础设施完善同步跟进，长江常州段

主航道沿岸码头群体发展成型。持续

推进录安洲夹江航道开发建设和航道

定级，拓展港口经济发展空间，完成扬

子江综合码头通航安全评估、海事浮

趸船码头通航安全评估等规划项目，

录安洲夹江全面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期。全力保障１２．５米深水航道建设，

出动海巡艇全程护航，二期工程长江

常州段走航式测量工作顺利完成。

　　全年常州海事局辖区共发生水上

突发险情４起，遇险船舶４艘，沉船３

艘，遇险人员２０人，成功救助１９人，

搜救成功率９５％。

【水源地保护】　２０１４年，常州海事局

将水源地保护列为重点工作。组织开

展饮用水源地隐患排查专项检查活

动，全面排查与海事监管相关的可能

威胁饮用水源地环境安全的隐患。平

均每天巡查现场不少于３次，并在指

挥中心接入取水口监控探头，每日进

行电子巡航不少于２次，随时排查风

险，确保不受船舶污染。６月，组织辖

区２０余家港航单位召开水上交通安

全监管及安全生产大检查动员会，督

促辖区２１家涉水单位开展自查自纠、

隐患排查工作。

【非法黄沙过驳区整治】　９月２２日

至１０月３１日，常州海事局依托地方

政府，联合地方多个部门开展非法黄

沙过驳区整治，出动人员１５１２人次、

船艇１９２艘次，联合执法２８００余小

时，劝离非法过驳区内船舶９５次，劝

离锚地待入过驳区作业船舶２８５艘

次，移送公安机关１人。经过４０多天

的联合整治，长江７５＃红浮南侧润华

物流通用码头润华１－３号黄浮以上

至太平洲节水到下口水域内浮吊全部

撤离，相关浮吊移至指定的临时作业

区内作业，基本达到预定目标。

（樊天娇）

６０１ 开放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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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旅游业落

实“畅游江苏”要求，践行“旅游惠民”

理念，着力提升旅游现代化、国际化、

信息化、标准化水平，完善公共服务，

提升产品品质，加强品牌建设，优化消

费环境，旅游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全年接待国内外旅游者５００１．３８万人

次，比上年增长１２．７％；实现旅游总

收入６５４．２９亿元，增１４．５％。增幅

在苏南地区居首位，总量稳居全省第四。

乡村旅游快速发展　（旅游局　供稿）

　　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旅游专项资

金资助力度加大。２０１４年，环球恐龙

城现代旅游项目、太湖湾二日游提升

工程、天目湖水公园等１３个项目被列

为全市旅游重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总额５２．９８亿元，全年完成投资额

５５．６７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１０５．

０８％。全市有２２个项目获各级旅游

专项扶持资金２５２０万元，比上年增长

２６％。其中，金坛茅山风景名胜区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环球恐龙城停车场

等６个项目获国家级基金补助７２０万

元，月星环球港４Ａ景区、环球动漫嬉

戏谷动漫水世界等７个项目获省级基

金支持１４３０万元，太湖湾二日游提升

工程等９个项目获市旅游发展专项引

导资金３７０万元。年内，天目湖水公

园、金鹰水族馆、中华恐龙园儿童区一

期和东大门冒险港区、环球动漫嬉戏

谷嬉戏海项目顺利竣工投运。１０月

２７日，龙城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

航天（北京）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

北京签约，共同出资建设中国常州航

天乐园项目。１２月２０日，迪诺水镇

正式开街，并建成国内景区首个智能

物联网停车场。东方盐湖城一期盐

泉小镇道天下等项目有序推进。

　　加大广告投放强度，走政府、企业

联合投放之路。２０１４年，市旅游局与

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走遍中国》栏

目组合作，重点推介中华恐龙园、天目

湖等景区。推进与网络媒介的合作，

与蚂蜂窝网站合作进行“乐游常州”目

的地印象梳理专题互动和社会媒体资

源推广，参与新浪微博“带着微博去旅

行”活动。年内，市旅游局推出旅游宝

典《乐游常州》，以游客友好型风格为

特色，以多种角度、多类主题展现常州

旅游“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并

全面投放于全市星级酒店客房。

　　旅游活动丰富多彩，乡村旅游持

续发力。常州市围绕春、夏、秋、冬四

季主题，按照“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

动”的思路，举办多种节庆活动。在继

续举办“春到江南”旅游系列活动、常

州乡村旅游节、金秋感恩游、常州金坛

水果采摘节、２０１４年常州旅游感恩回

报月、冬季旅游嘉年汇活动的基础上，

推出２０１４“激情之夏”常州旅游节。４

月６日，２０１４常州乡村旅游节暨踏青

赏花游在西太湖畔的花博园开幕，历

时两个月，为短途出游的游客提供垂

钓、露营、赏花等多种选择。年内，金

坛市薛埠镇保朴园山庄、常州小成塘

农业生态观光园、溧阳天淼山庄、常州

舍园盆景园创建成江苏省四星乡村旅

游示范点，武进区雪堰镇太蟢村、武进



区雪堰镇城西回民村、金坛市白龙山

庄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常州日日

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溧阳市神

女湖农艺观光园有限公司、常州市齐

梁故里农业生态园有限公司创建成为

市级乡村旅游示范点。

澳门旅游推介会签约仪式　（旅游局　供稿）

　　智慧旅游建设提速。２０１４年，常

州编制《常州智慧旅游三年行动计

划》，加快推进全市智慧旅游建设。

“乐游常州”智慧旅游网和常州旅游

ＡＰＰ手机客户端优化改版后上线。

启动常州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二

期、客源分析系统、假日旅游信息管理

系统、饭店会员管理系统等建设。市

旅游官方微博、微信定期开展线上有

奖活动，组织“微游常州”线下活动，全

年推送微信１５００多条，微博微信粉丝

量分别为１５万人和４万人。９月，全

省智慧旅游推进会在常州召开。１１

月，天猫常州旅游官方旗舰店正式开

业。年内，嬉戏谷有限公司、江苏景尚

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入选省智慧旅

游示范基地，数量位居全省第二。中

华恐龙园的一体化电商平台构建项

目、常州国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常州

国旅智慧旅行社建设项目、常州光大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私人定制江

南行—悠游常州”项目入选全省智慧

旅游优秀项目。

　　中远程市场推介加强，市场拓展

成效明显。７月，常州赴武汉举办“激

情之夏”常州夏季旅游产品发布会。９

月，常州旅游亮相重庆都市旅游节暨

中国重庆城际旅游交易会，开展“乐在

常州”主题旅游资源推介，常州春秋国

旅旅行社发布常州旅游线路产品。１１

月，常州赴香港、澳门进行旅游推介，

专场介绍常州旅游资源，并开展投资

项目推介，澳门寰宇旅行社和常州国

旅旅行社有限公司，中国钓鱼台旅游

（澳门）有限公司和江苏景尚旅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澳门骑士骑游俱乐部

和常州骑士骑游俱乐部，以及澳门科

技大学和常州工学院分别签订合作

协议。

　　行业管理规范有序，消费环境不

断优化。全市贯彻落实《旅游法》，按

照统一受理、依职处理、属地管理的原

则，建立由旅游部门统一受理的投诉

处理机制。加快完善旅游执法工作制

度和程序，修订旅游突发公共事件应

急预案、食品安全事故处置预案等１０

多项旅游安全应急制度，针对南京青

奥会、小长假等重要节点强化安全督

查，并成立常州市旅游行业安全生产

专家组。年内，全市旅游市场消费环

境明显好转，零负团费、强迫购物、自

费项目等行为得到遏制，全市未发生

一起旅游处罚案件。

　　强化文明旅游宣传普及。全市开

展文明城市、文明旅游建设工作，制定

《常州市民文明安全旅游行动方案》

《关于组织实施“文明安全旅游工程”

的意见》《关于切实提升公民旅游文明

素质的实施意见》，向旅游企业印发各

类宣传资料近３万份，在交通集散地、

公园、广场等地树立文明旅游提示牌

５００余块，开展文明餐桌行动、“旅游

进社区、文明万里行”系列活动，在中

国常州网推出文明旅游签名墙活动、

文明小博客征文比赛、“文明在路上”

网络志愿活动和“文明旅游，从我做

起”网络倡议活动，大力倡导文明旅

游。１０月，全国治理旅游市场秩序暨

文明旅游中东部片区会议在常州召

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国

家旅游局、中东部地区旅游行业管理

部门及企业、新闻媒体代表等１３０余

人参加，会上达成《治理市场秩序提升

文明素质常州共识》，致力形成政府依

法监管、企业守法经营、游客文明旅游

的发展格局。

【“旅游进社区、文明万里行”系列活

动】　７月２０日至１０月底，市文明

办、旅游局、教育局以及中国常州网联

合举办“旅游进社区、文明万里行”系

列活动。全市各大旅行社、知名旅游

景点围绕学生暑期、２０１４“激情之夏”

常州旅游节及“十一”小长假旅游热

点，分别到天宁、钟楼、新北和戚墅堰

区的１０个社区开展旅游惠民、文明旅

游等主题宣传活动，营造节假日期间

文明旅游的良好氛围，塑造诚信友爱、

热情好客、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同

时，开展文明小博客征文比赛、“文明

在路上”网络志愿活动和“文明旅游，

从我做起”网络倡议活动，宣传和倡导

文明旅游意识。

【“春到江南”旅游系列活动】　３月１５

日至５月１５日举行。内容包括２０１４

中国（常州）第四届国际恐龙节、淹城

武林阳春逍遥游、淹城野生动物世界

“春季踏青自驾，观赏马戏看百兽”、环

球动漫嬉戏谷我们“约票”吧、中华孝

道园孝心节暨首届禅茶文化节、天目

湖茶会、御水温泉美人计和“绿野鲜

粽”春季美食节等，常州各大旅行社同

时推出踏青赏花一日游线路。金坛

市、溧阳市、新北区的乡村旅游点推出

特色蔬菜水果采摘活动。 （马　君）

【２０１４“激情之夏”常州旅游节】　６月

２８日至８月３１日举行。旅游节以

“畅游江苏、乐在常州”为主题，共推出

１１大类３９项活动，形成夏季嬉水、夏

４３１ 旅　　游



２０１４年营业收入前１０名旅行社一览表

位　次 单位名称
营业收入

（万元）
位　次 单位名称

营业收入

（万元）

１ 常州国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５８２２９．７０

２ 常州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４９２９２．９８

３ 溧阳市天目湖旅行社有限公司 ４０８７０．００

４ 常州恐龙园旅行社有限公司 １３０５７．２５

５ 常州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９９１１．６０

６ 常州光大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５０７４．７５

７ 常州广电大陆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３５９４．１３

８ 江苏上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２４１６．９２

９ 常州爱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１７３６．００

１０ 常州海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１５０４．８７

“激情之夏”常州旅游节开幕　（旅游局　供稿）

季夜公园、夏季啤酒广场、夏季乡村游

四大系列产品。其中，夏季嬉水系列

除中华恐龙园水世界、春秋乐园百灵

水世界外，年内新增环球动漫嬉戏谷

嬉戏海和天目湖水世界两大水公园；

环球恐龙城、天目湖旅游景区、春秋淹

城旅游区和环球动漫嬉戏谷的四大夜

公园实现营业收入１３３２６．６万元，增

１３．５％；夏季啤酒广场系列包括“激情

之夏”第三届啤酒节、“激情之夏”天宁

啤酒节、天宁宝塔七夕因缘节、金鹰海

洋世界七夕情人节大特惠、久红农业

生态观光园第八届龙虾垂钓节暨音乐

啤酒节、天宁民众与市井文化艺术展、

２０１４新闸荷花节和圩墩公园游园会

等城市特色游活动；夏季乡村游系列

包括溧阳曹山采摘节暨日日春杨梅采

摘节、新北汤庄龙虾文化节和各辖市

区组织的乡村游活动。

（马　君　汪旭东）

【２０１４常州旅游感恩回报月】　１１月

２３日至１２月２２日举行。参加活动

的旅游企业范围和活动内容进一步巩

固扩大。大部分景区针对市民提供分

时段半价及以下的优惠，环球动漫嬉

戏谷、天宁宝塔、三河三园水上游等景

区实行全时段半价优惠。金坛市和溧

阳市享受低保政策的困难人群以及市

区环卫工人可免费游览一个旅游景

区。感恩回报月期间，６０００名市区环

卫工人和金坛、溧阳１１８８９户低保家

庭２１３５２人免费游览，４万多名游客

半价游览。中华恐龙园、环球动漫嬉

戏谷、淹城春秋乐园、天目湖山水园、

南山竹海、中华孝道园、天宁寺（含天

宁宝塔）等景区提供９０００张总价值

１２０万余元的门票，在天猫常州旅游

官方旗舰店举办线上优惠活动，吸引

更多游客。

【天猫常州旅游官方旗舰店】　１１月

２３日，天猫常州旅游官方旗舰店正式

开业，由市旅游局委托常州旅游推广

中心运营，主要销售门票、酒店＋景区

等单独或组合产品，并推出机票＋景

区＋周边游、景区＋餐饮等各类旅游

产品，以适应越来越多的自由行需求，

成为推动到常州自由行、展示常州旅

游形象、提供旅游产品销售的主要平

台。 （马　君）

旅 游 行 业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新增旅行社

９家，年末旅行社总数１３０家，其中省

五星级旅行社３家、省四星级旅行社

４家。年内，新增常州广电大陆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常州青年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２家省四星级旅行社。江

苏景尚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新三

板挂牌。取消４家星级宾馆称号，至

年底全市共有星级宾馆（酒店）６８家，

其中五星级酒店９家、四星级酒店２４

家。新增导游３２８人，年末总数３５０３

人。在２０１４年４月第二届中国文化

旅游品牌建设与发展峰会上，常州中

华恐龙园获“影响世界的中国文化旅

游名景”称号，常州恐龙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沈波获“影响世界的中国文

化旅游名人”称号。

　　在由省旅游局、团省委和省妇联

共同主办的２０１４“畅游江苏”导游大

赛中，常州４名选手获奖，其中常州春

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汤玲获第四

名，获江苏省金牌导游、省巾帼建功标

兵和省青年岗位能手３项荣誉。举办

旅游商品大赛，推出一批创意新颖、常

州元素突出、地方特色鲜明的工艺纪

念品和旅游食用品。 （马　君）

５３１旅　　游



２０１４年国内游客组团人数前１０名旅行社一览表

位　次 单位名称
国内游客组

团数（人次）
位　次 单位名称

国内游客组

团数（人次）

１ 常州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２２５１００

２ 常州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１１４５２６

３ 常州教育旅行社有限公司 ６１４８０

４ 常州国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５８５６０

５ 常州原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５６６８６

６ 常州光大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４０９６１

７ 常州广电大陆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２８２１０

８ 常州华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２０５３０

９ 常州凤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１３４４１

１０ 常州华东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６７６３

２０１４年四星级以上旅游饭店一览表

饭店名称 地　址 星　级 客房数 床位数

常州大酒店 常州市延陵西路５３号 ５ ２１６ ５１５

溧阳天目湖宾馆 溧阳市天目湖度假区 ５ １７１ ２９８

常州富都盛贸饭店 常州通江大道３９８号 ５ ３７８ ５１１

金陵溧阳宾馆 溧阳市西大街１１８号 ５ ２６７ ３９５

溧阳天目湖国际饭店 溧阳市天目湖中心大道８号 ５ ２９７ ５０８

江苏润澳花园大酒店 金坛市东环二路１０８８号 ５ １３０ ２２２

常州环球恐龙城维景国际大酒店 常州市河海东路５６号 ５ ２６６ ４８６

溧阳御水温泉度假酒店 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内 ５ ２４０ ４１５

常州武进九洲喜来登酒店 武进区延政西大道１号 ５ ３１７ ４７０

常州金陵明都大饭店 常州市和平北路２５８号 ４ ２３６ ３３１

溧阳华天度假村 溧阳市天目湖度假区 ４ ２０３ ３６７

常州阳光国际大酒店 常州市怀德北路３５号 ４ ３３３ ５１４

常州和平假日大饭店 常州市和平北路１３２号 ４ １７２ ２６９

常州中天凤凰大酒店 常州市通江大道５５５号 ４ ２１１ ３１６

溧阳市天目湖静泊山庄 溧阳市天目湖旅游度假区 ４ １６０ ２８０

金坛樱花大酒店 金坛市西门大街８８号 ４ １２３ １４２

溧阳假日酒店 溧阳市罗湾路９９号 ４ １４６ ２２０

常州九龙云天大酒店 常州市中吴大道１８０３号 ４ １６３ ２６５

常州锦江国际大酒店 常州市通江中路５９９号 ４ ２６１ ３６１

常州万豪花都国际大酒店 常州市晋陵中路５８０号 ４ １８４ ２９３

金坛颐丰大酒店 金坛市丹阳门中路１８８号 ４ ６６ １００

常州海阳大酒店 常州市通江中路２０７号 ４ １１８ １７０

常州九洲环宇大酒店 常州市关河东路３８号 ４ １１０ １８５

常州香树湾花园酒店 常州市汉江路２号 ４ １２１ ２０４

常州金色南都国际大酒店 武进区湖塘环府路５８号 ４ ７０ １１０

常州湟里金鼎国际大酒店 武进区湟里镇金鼎路８号 ４ １４７ ２２０

溧阳皇廷国际大酒店 溧阳市燕山中路９号 ４ １４５ ２３２

常州德泰恒大酒店 常州市小河沿１号 ４ １１６ １６９

溧阳扬子国际大酒店 溧阳市安顺路９号 ４ １１８ ２０８

常州西太湖明都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武进区经济开发区凤苑北路１８号 ４ １０４ １７５

溧阳天目湖涵田度假村酒店 溧阳市天目湖镇东园路８８号 ４ ３８６ ５９４

常州奥体明都国际饭店 常州市龙锦路１２６１号 ４ ２０２ ３００

常州嬉戏谷开元度假村 武进区太湖湾旅游度假区 ４ １９５ ３１９

总　计 ６３７２ １０１６４

（戴光宇）

【常州市旅游行业安全生产专家组成 立】　５月１２日成立，成员９人，包括 旅行社、景区点、星级饭店等多年从事

６３１ 旅　　游



一线安全生产、具有较高业务理论和

实践经验的安全管理专家，任期３年。

专家组的主要任务是，在常州市旅游

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领导下，按照要求对相应的旅游经

营单位创建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进行

评审认定。年内常州市旅游行业安全

生产专家组开展常州市旅行社安全生

产标准化三级企业评定，至年末，全市

有２１家企业成功创建。

迪诺水镇　（旅游局　供稿）

【常州市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　２

月至８月底举办，要求参赛作品突出

常州元素，充分体现“中华龙城”城市

品牌和地方特色，宣传常州旅游形象，

有２０个大类１７０余件作品参赛。经

专家评选，常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有

限公司的留青竹刻“香盒系列”获金

奖，溧阳市和平生态园有限公司的木

质白茶“宫廷茶坛”、邢粮梳篦有限公

司的工艺梳系列“青果巷”、江苏锦上

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美丽常州”真

丝艺术邮票珍藏册获银奖，另有铜奖

８项（件）。同时市旅游局选送２０件

作品参加首届“乐购江苏”旅游纪念品

创意设计大赛，“印象青果巷”系列工

艺梳、“留青竹刻文玩组”获银奖。

【江苏景尚旅业在新三板上市】　８月

１１日，江苏景尚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正 式 在 新 三 板 挂 牌，证 券 代 码

８３０９４４，成为全省首家上市旅行社。

江苏景尚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于２０１３年２月，以经营旅游业为主，

有员工７００余名。其前身是常州春秋

国际旅行社，经过１０年创新发展，已

由单一的旅行社发展为集酒店、旅游

开发、票务代理、景点投资为一体的综

合性旅游文化企业，下属１１家子公

司，成为江苏旅游企业２０强和常州知

名旅游企业。 （马　君）

旅 游 资 源

【概　述】　２０１４年，金坛长荡湖旅游

区创建成为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天

目湖被评为国家级湿地公园，中华孝

道园国家４Ａ级景区创建通过省旅游

局评定。溧阳通用山庄、溧阳曹山现

代农业示范区、金坛长荡湖水街通过

省四星级乡村旅游点验收，溧阳天目

茗居山庄、金坛白龙山庄、金坛长荡湖

水庄、江苏武进邹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４家单位被评为省三星级乡村旅游

点，溧阳松溪生态园、金坛桐春源山

庄、金坛露源生态休闲农庄、武进区雪

堰镇太蟢村和新北区达诚度假村、齐

梁生态园、都市Ｅ农庄７家单位被评

为省二星级乡村旅游点，华夏宝盛园

成为省自驾游基地。至年底，全市有

省级旅游度假区３家；Ａ级旅游景区

３３家，其中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２家、

４Ａ级旅游景区９家；江苏省星级乡村

旅游点３５家，其中省四星级、三星级

乡村旅游点分别为２２家、６家。环球

动漫嬉戏谷景区入选“青奥之旅”指定

接待景区。年内，天目湖山水园、南山

竹海、中华恐龙园、春秋淹城旅游区和

环球动漫嬉戏谷等主要景区在小长

假、黄金周期间发布景区最大承载量、

实时入园人数和景区舒适度指数，为

游客提供旅游品质保障。

【长荡湖创成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１１月２０日，金坛长荡湖旅游区获省

旅游局、环保厅批准，成为省级生态旅

游示范区。长荡湖又名洮湖，面积

８５００公顷，跨金坛、溧阳两市，系古太

湖分化湖之一。年初，金坛市正式启

动长荡湖生态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

创建过程中，金坛市专门编制《长荡湖

旅游度假区概念性总体规划设计》《长

荡湖旅游度假区旅游开发总体策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５）》等规划，先后完成长荡

湖水街、长荡湖文博园、长荡湖水庄等

旅游相关设施建设，并全力打造水上

八卦等主要生态景观。长荡湖旅游区

采用新颖建设手法、丰富生态物种和

多样旅游活动，得到省专家组肯定。

【迪诺水镇开街运营】　１２月２０日，

迪诺水镇正式开街运营，开街两天接

待旅客３８万人次。迪诺水镇（迪诺创

意园）是环球恐龙城以及常州创意产

业基地的核心项目，由龙城旅游控股

集团投资建设。迪诺水镇由一期、二

期及环球恐龙城中心广场三部分组

成，总投资３０亿元，总建筑面积４０万

余平方米，配置近４０００个泊车位。项

目以恐龙主题为灵魂，以低多层巴洛

克风格的欧式建筑为载体，以独有的

环艺、园艺、水体、ＶＩ（Ｖｉｓｕ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视觉识别）导视、广告店招、灯光娱乐、

节庆会展、路秀演艺、科普游乐、衍生

增益１０大体系为特质，把商业与旅游

文化创意性地融合在一起，致力打造

一个神秘、梦幻、惊艳的游憩型开敞式

购物公园。２０１１年１２月项目开工，

２０１４年６月环球恐龙城中心广场开

放使用，同年１２月迪诺水镇一期竣

工。 （马　君）

【天目湖水世界建成开放】　５月２８

日，天目湖水世界建成开放，６月２８

日起开放夜公园。天目湖水世界坐落

在天目湖景区山水园内，占地４．７万

平方米，设服务区、滑道竞赛区、组合

滑道区、巨蟒滑道区、儿童活动区和造

浪池区６大功能区，总投资２．９亿元。

７３１旅　　游



该项目由国际顶尖规划机构设计，全

球顶级设备供应商———加拿大白水公

司出口，游乐设备大多是世界一流。

其中，称之为巨碗的组合滑道是国内

首条巨碗滑道，曾被评为全球最佳新

水上游乐设备。 （汪旭东）

２０１４年主要旅游区（点）接待情况一览表

单位名称
营业收入

（万元）

接待人数

（人次）
单位名称

营业收入

（万元）

接待人数

（人次）

南大街休闲旅游区 １１８７７２．４８ １９０７４６８９

环球恐龙城休闲旅游区 ５７９４６．８７ ５０１２１５７

江苏华夏工艺美术产业博

览园

４８５０．００ ３１０２００

运河五号创意街区 ４５３４．００ ４１２５００

红梅公园 ２８０９．９８ ９４１００００

金鹰国际海洋世界（常州）

有限公司

９５０．１２ ３６８８５０

天宁禅寺 ３２１７．００ ５００５００

亚细亚影视城 ２２３０．３１ １６５３２５０

新北中心公园 ２９３．６０ ３８１３３５６

梳篦博物馆 ５４０．５０ ４４５００

青枫公园 １７０．３０ ５５０３０００

兰园、人民公园 ２３．００ ９２６２７３４

新北区新华村 － ３５８８

瞿秋白纪念馆 － ５５３６８１

张太雷纪念馆 － ２１１２６０

荆川公园 １２．５５ ５２９２９９８

圩墩遗址公园 － ５４１０００

常州博物馆 － ６８４１８５

东坡公园 － ５３１４３１

戈小兴中外烟标烟具博物馆 ６．４２ ９３４００

江南美术馆 － ６９８３６

市区小计 １９６３５７．１３ ６３３４７１１５

太湖湾旅游度假区 ４４９６３．７９ ３５５００００

春秋淹城旅游区 ３３４７０．０９ ３８１４５８１

环球动漫嬉戏谷 ２９４３２．４０ ２１６８０１４

太湖蓼莪山 ２１００．９９ ５８８４１７

牟家农业旅游观光园 １６９６．００ １１０３２０

龙潭湖农业生态园 １９７１．１９ ２１７０００

锦涛生态园 ３６１．７８ ９３８６５

艺林园 １１０２．００ ３９１９６０

常州花卉博览园 １０３３．６１ １０００７２８

宋剑湖 ６９１．００ ３５０５００

横山旅游风景区 １１２．３５ ７９７２５２

武进新天地 － ７１０６５３

中国灯具城 － ２０３３０００

雪堰南山寺 － ４０５５００

三勤农业生态园 － １０７６２８

嘉泽镇 － ２９６８１０

武进区小计 １１６９３５．２０ １６６３６２２８

天目湖旅游景区 ９８５１１．０１ ７０３３１２６

曹山慢城 ３２６６４．００ ３０９２３００

天目湖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１３２５３．００ １５４４３００

天目湖玉枝农庄 ３３４２．００ ４０７８００

天目铭汤孝子温泉度假村 ４０８９．００ ４８６６３６

天目湖蓓茗休闲山庄 ２８２６．５０ ６７３２０９

长荡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００ ４４１７００

南山花园 １８９６．５０ ３１４９７４

和平生态园 １８９０．００ ４３２１００

瓦屋山休闲旅游区 ７５９．４３ ８６４４４７

花果山果园 １３５８．００ ５１３７００

欣龙生态园 ８１７．３０ ２７６４８０

大石山旅游农庄 ２４８４．００ ５５４４２４

深山水寨旅游农庄 ２１３９．００ ３２０２００

吴楚农耕文化园 １０３７．００ ４１１４１２

翠谷庄园 ５５７．００ ４２２０００

天目湖苏园茶文化活动主题会所 ９５４．５０ ３１６７００

天淼山庄 ５１９．１０ ６１８８００

燕山公园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４６５００

高静园 － ６５０７００

史侯祠 － ７５５００

凤凰公园 － ８１７０００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 － ６０１８１３

溧阳市小计 １７１２１０．３４ ２２８１５８２１

长荡湖旅游度假区 ３５５７８．４０ ９３８５５０

茅山旅游度假区 ４８４４．９３ ２０４２９９０

江南农耕园 １９５４．５０ ２９２７２７

愚池公园风景旅游区 ４１７．７８ １９２８０２３

久红农业生态观光园 ２０６．００ ２８３５５５

保朴园山庄 ２９４．８５ ９６９２０

顾龙山公园 ２６３．６６ １００３０４０

江南孔雀园 ４１．４８ ４６３８３

华罗庚公园 － １９８３８９５

金坛市小计 ４３６０１．６０ ８６１６０８３

全市合计 ５２８２０３．６１ １１１４３８２３３

（闻国平）

８３１ 旅　　游



　　人民银行常州市中心支行和东海证券共同举办２０１４“３·１５”投资者权益

保护宣传活动　（人行　供稿）

金 融 管 理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金融机构

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围绕全市“重大

项目突破年”活动主题，着力在改善实

体经济金融服务、推动金融行业改革

创新、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方面积极作

为。至年末，全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

额６９８０．７亿元，比年初增加４４２．３６

亿元，增６．７７％，其中人民币各项存

款余额６７５８．５７亿元，增加４１０．４８亿

元，增６．４７％。全市本外币各项贷款

余 额 ４８９７．３９ 亿 元，比 年 初 增 加

４０７．１６亿元，增９．０７％。

【金融改革】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开展地

区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下发《常州市

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实施意见》，整合

全市社会融资规模、金融业综合统计

和影子银行三项监测重点，在省内率

先建立金融业综合统计监测制度。武

进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

款试点，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

押登记管理、抵押贷款管理等文件，规

范抵押登记办理条件和流程，推动试

点金融机构完善工作机制。全年累计

为１４户农业经营主体发放土地承包

经营权抵押贷款１５４０万元。

【货币市场】　２０１４年，全市法人金融

机构累计发生债券正回购业务２６０２

笔，金额８６７７．８８亿元；累计发生债券

逆回购业务１９８９笔，金额１８４５．８８亿

元。完善直接债务融资长效工作机

制，全 市 累 计 发 行 债 务 融 资 工 具

１８８．６亿元，余额２９４亿元，比上年增

长１３０．５９％。加大商业承兑汇票推

广力度，累计投入商业承兑汇票再贴

现资金１５．３４亿元，撬动全市试点企

业签发商业承兑汇票２０６．２５亿元，其

中２０６．０８亿元获商业银行贴现支持。

【国债市场】　２０１４年，全市各承销机

构发行凭证式国债６２４５２．９７万元，发

行电子储蓄式国债１１１２３６．４９万元。

深入开展凭证式国债到期委托兑付约

定转存业务试点工作，全年签约金额

２２８９．５万元。

【黄金市场】　２０１４年，受国际金价大

幅波动影响，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单

位代理业务回落。上海黄金交易所会

员单位常州瑞银汇鑫公司和江苏恒生

联合投资公司实盘交易累计代理买入

黄金１２８６千克，交易金额３２．０１亿

元；代理卖出黄金２３０６．６千克，交易

金额５６．０８亿元。辖内法人金融机构

在上海黄金交易所代理业务买入黄金

８．６千克，卖出１３千克，分别比上年

减少９０．３％和８５．１８％；实物黄金买

入 ６．４ 千 克，增 １４１．５１％，卖 出

１０５．１１千克，降９７．９１％。

【货币信贷】　２０１４年，人行常州市中

心支行配合市政府推进“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百日行”活动，联合政府部门按

经济、产业板块广泛开展银企对接活

动，全面对接市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

建立跟踪监测机制，提高融资对接项

目签约率和履约率，全市重点项目、十

大产业链、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双

百”行动计划和“十百千”工程对接企

业分别获贷款７９．８７亿元、２５３．４４亿

元、３６２．９９亿元和２３１．８３亿元。发

挥再贴现、支持小微企业（简称“支

小”）再贷款引导效应，累计投入再贴



现资金３４．２７亿元、支小再贷款１３亿

元，优先支小和“三农”领域。制定支

小再贷款管理、地方法人机构流动性

监测管理等实施细则，做好法人金融

机构年度合意贷款调控工作，全年新

增 本 外 币 贷 款 １２１．３５ 亿 元，增

１５．４９％。完善金融市场管理，积极指

导和支持江南农商行成功发行二级资

本债券、同业存单以及信贷资产支持

证券产品，有效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加强创业就业金融支持，会同市财政、

妇联、劳动保障等部门出台小额担保

贷款管理办法补充规定，将高校毕业

生开办网店纳入小额担保贷款支持范

围，扩大扶持政策覆盖面。

【金融稳定】　２０１４年，市政府出台

《关于防范逃废金融债务风险、维护良

好金融生态环境的实施意见》，通过建

立协商救助机制、实施联合制裁、组织

多头授信企业的金融机构会商等措

施，积极处置相关金融风险企业，制止

盲目“抽贷、压贷”行为，防范逃废金融

债务风险。人行常州市中心支行联合

市金融办、房管、国土等部门共同研究

优化房地产抵押登记相关政策和手

续，推动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明确

土地和房屋产权抵押登记相关事项的

通知》，进一步规范抵押登记管理，防

范信贷风险。加强应急专项资金管理

运用，全年办理应急转贷资金３６１笔，

涉及企业７４户，金额５０．４４亿元。继

续巩固金融生态“市、县（区）、镇、村”

四级联创机制，溧阳市积极推进三年

创建“回头看”工作，金坛市获评江苏

省金融生态优秀县，常州市实现金融

生态优秀县全覆盖。积极探索在市辖

区范围内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

作，与新北、戚墅堰区政府开展创建工

作专题对接，指导建立金融生态环境

建设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扎实开展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创新建立金

融消费投诉案件会诊制度，确保金融

消费投诉得到及时妥善处理。继续推

进“平安金融”建设，组织开展金融网

点安防提升工程、防范电信诈骗和

ＡＴＭ机守护竞赛。

【金融服务】　２０１４年，人行常州市中

心支行成功上线运行中央人民银行会

计核算数据集中系统，相关工作走在

全省前列。深化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

建设，建设站点５８３个，实现农村乡镇

和行政村的全覆盖。深化国库集中支

付改革，在全辖范围内实现国库直接

支付业务无纸化。开展关税纸质税票

缴库方式改革，实现库、关、银联网，取

消纸质税单流转，实行税单电子信息

入库，加快关税入库速度。不断完善

拨款和出口退税业务无纸化系统，全

年累计办理无纸化拨款２６７４笔、金额

２６８．６９亿元，办理无纸化出口退税

２３０６２笔、金额１０７．２３亿元。深化小

面额货币供应机制，新布放１３台１０

元券存取款一体机，安装７台纸币兑

换硬币机具。开展对外误付假币专项

治理活动，确保对外支付现金经过全

额清分，常州市残损币差错率明显低

于全省平均水平。深入推进小微企业

信用体系试验区建设，积极拓展以用

电量为重点的非银行信息采集工作，

实现从少量企业用电信息采集向全部

工业企业用电信息转变，根据用电量

的情况，科学遴选有市场有信用的优

质企业向金融机构推荐，为金融机构

开展中小企业金融产品创新、加大信

贷投入提供信息服务。加快推进金融

信息化建设，承担江苏省企业综合信

息管理系统的项目建设，成功推动金

融ＩＣ卡在金坛市公交系统的应用。

【外汇管理】　２０１４年，人行常州市中

心支行巩固外汇管理改革成果，贯彻

“负面清单”和“无罪假设”理念，确保

守法合规企业充分享受货物贸易、服

务贸易政策便利，企业贸易收支业务

人力成本平均减少１／３。落实资本项

目简政放权，全市２６４０家外商投资企

业和２４４家借用外债企业在外汇登

记、账户开立与使用、资金收付及汇兑

等环节的手续获简化。抓住跨境担保

政策改革契机，为２家企业办理内保

外贷业务１．１３亿美元，有效节约企业

财务成本，支持企业走出去。深入开

展打击虚假贸易融资专项行动，创新

建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监测分析专

管员制度，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对

２９家总量指标异常、存在违规情节的

企业进行降级处理。认真开展外汇检

查，全 年 立 案 １７ 起，收 缴 罚 没 款

３９３．３万元。

【外汇服务】　２０１４年，人行常州市中

心支行主动争取重大改革的先行先

试，推动常州华利达服装集团有限公

司成为全市首家获批跨国公司外汇资

金集中运营业务试点资格的企业，推

动新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全省首

批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跨境人民币资金

集中运营的企业，两项创新业务的经

济效益和示范效应初步显现。创新开

发跨境人民币结算产品服务平台，开

通当月就有１家企业与银行达成

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的融资项目。创新

政银企“１＋１＋１”对接模式，通过现场

办公方式，引导银行按照“一企一策”

原则，支持企业开展境内外投融资业

务。年内，组织开展银企对接活动１０

余次，落实各类授信意向折合人民币

近１００亿元。加强外汇指定银行指导

服务，简化结售汇市场准入流程，为江

南农商行争取短期外债指标３００万美

元，帮助其获得办理合作掉期业务试

点资格。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平台推广】　８月

８日，常州市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平台

上线运行。该平台整合金融产品发布

查询、银企在线对接、政策法规解读、

银行动态更新四项功能，利用互联网，

搭建不间断的银企对接链条，提升小

微企业融资便利度。至年底，平台已

公布全市２５家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融

资产品２９０个，平台访问量超过４２００

次，已有１１家企业通过平台与银行达

成融资意向，获贷款近２５００万元。

（林　洁）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百日行】　６月２０

日至９月３０日，常州市开展“稳增长、

调结构、促转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百

日行”活动。活动内容为：扩大信贷总

量，满足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发挥政策

引导作用，提高审批效率；优先满足重

点信贷需求，推动融资模式创新；加大

对中小企业和“三农”信贷支持；积极

引导民生金融支持；努力拓宽多元融

资渠道，推动外贸金融融合发展；着力

扩大融资担保能力。活动期间，市金

融办会同市发改委、经信委、科技局、

财政局、人行常州市中心支行、银监分

局等相关部门和辖市区政府，积极组

织银企对接，开展服务协调。各银行

业金融机构深入企业走访，强化对上

沟通，拓展业务空间，深化银企合作。

市金融办、人行常州市中心支行、市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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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分局、２５家银行和２００家全市重点

企业挂钩开展融资服务。全市贷款增

量逐月提高，９月末全市银行业机构

贷款余额４８１７．１亿元，比６月末增加

１２４．１７亿元，增２．７７％，其中９月份

当月本外币贷款新增７２．６７亿元，创

年内新高，占全省增量的１５．６％，列

全省第３位。全市２００家重点挂钩联

系企业，９月末贷款余额５０７．９亿元，

比６月末增加２１．９８亿元。（袁　忠）

【常州小微金融服务中心成立】　６月

３０日成立。该中心位于新北区高新

科技园３号楼Ｅ座，由常高新集团有

限公司组建，总面积１万多平方米。

中心立足常州小微企业，为企业量身

定制一揽子融资方案，并提供法律、财

务等综合服务，充分利用政府扶持政

策，最大程度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

本，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

的问题。中心同时服务金融机构，为

金融机构收集真实有效的企业征信信

息，提供贷后管理等外包服务。年内，

中心已入驻３４家金融和类金融机构，

并加快建设成线上线下联动的金融服

务业综合体。 （汪旭东）

银　行　业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银监分局加

强银行业风险监管，推广企业授信总

额联合管理机制，建立法人客户五级

分类差异监测机制，有效化解、缓释风

险，保障全市金融总体平稳。

　　推进金融为全市十大产业、重点

项目、小微企业、“三农”项目和县域地

区服务。辖内银行业对十大产业链百

户重点企业授信总额比年初增长

１１．０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百日行”

活动成效显著，名单内２００户挂钩企

业共获新增授信９６．７２亿元、非信贷

资金支持３３．５亿元。至年末，全辖银

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６９０１亿元，比年初增加４１６亿元，增

６．４％；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４８９８亿

元，比年初增加４０９亿元，增９．１％；

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贷款增量不低于上

年、增幅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幅目标。

　　全市银行服务主体日趋多元，浙

商银行常州分行、上海银行常州分行、

常州市金融租赁公司获批筹建。普惠

金融、特色金融发展加快，全辖银行业

新设传统支行７家、普惠支行２家、社

区支行２１家、智能网点８家、科技支

行１家、自助银行７４家。“村村通”工

程建设初显成效。工行、农行、中行、

建行及江南农商行在农村地区开通便

民服务点近８０００个，累计交易约１６８

万笔；江南农商行深入农村地区普及

“便民通”服务的有关措施成效作为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三大工程”

（即“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阳光信

贷”和“富民惠农金融创新”三大工程）

经验获推广。金融政策、机构、资金、

服务向县域、农村等薄弱地区倾斜。

交行、浦发、光大、广发、南京、兴业、金

坛村镇等多家银行在金坛、溧阳地区

新设支行８家。至年末，金坛、溧阳两

市各项贷款余额合计１０１０．５４亿元，

比 年 初 增 加 １１０．４１ 亿 元，增

１２．２３％，高于全市平均增幅３．４３个

百分点。

　　广泛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

７—９月，全市开展２０１４年“金融知识

进万家”银行业金融知识宣传服务月

活动，通过“开直播、辟专栏、上网络、

进社区、入校园”等形式，加强金融知

识普及，全辖银行网点参与率１００％，

发放宣传资料１４．４７万份，发送短信

４４批次，受众１４．３３万人，接受消费

者咨询１０．７２万人次。先后联合多家

主流媒体组织放心消费创建、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宣传月、“金融支持实体经

济百日行”、家庭理财、打造诚信融资

环境、打击非法集资、强化案防工作、

普惠金融社区支行及应对经济金融发

展“新常态”等１０余项专题宣传。中

央电视台采访报道了常州市普惠金融

发展及金融支持土地改革新政情况。

　　年内，常州银监分局针对存款同

业、房地产、银担合作、内控建设、操作

风险、服务收费、信贷管理、政府融资

平台、监管统计等开展现场检查，查出

违规问题１２８个，涉及金额１４０亿元，

提出整改意见６０余项；行政许可简政

放权，正式受理行政许可事项２５８项，

比上年减少３７％。

【银行业风险监管】　２０１４年，常州银

监分局推进融资平台、重点行业、资金

链担保链等重点领域风险的缓释、化

解，实现案件零发生。通过授信推广、

“担保圈”风险防控、银担合作规范、贷

款风险分类差异监测等多项监管新举

措，逐步建立超前防御、主动防御、联

合防御的风险防控体系。

　　大额授信风险协调化解。针对近

两年辖内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频

发、不良贷款激增等情况，常州银监分

局借助资产风险管理（债权管理）委员

会和银行业协会平台，不断完善银行、

政府、企业及司法部门等多方参与的

债权处置联动机制，逐步形成事前排

查预警、事中联动协调、事后加快处置

的大额授信风险防控机制。先后召集

和参与各类大额授信风险协调会议

３０余次，向江苏银监局和地方政府递

交专题报告近 １０ 份。年内，处 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 存 量 大 额 授 信 风 险

２２．４２亿元，２０１４年７起约３５亿元授

信风险基本得到化解。全年累计处置

不良贷款６５．３５亿元，比上年多处置

２４．０７亿元，增５８．３％，呆账核销和收

回现金两项合计占不良贷款处置总金

额的７４％。

　　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常

州银监分局坚持“总量控制、区别对

待、分类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则，动态

调整融资平台监控名单，建立全口径

融资监测工作台账。深入开展大户平

台现场检查，积极对接各级政府、平

台，及时传导监管政策、要求，推动存

量平台贷款的风险缓释、整改增信，引

导平台规范化、市场化运作。年内，常

州银监分局调整２户平台风险定性，

畅通平台后续融资渠道，规范土地储

备融资规模年度核定申报要求和核实

流程，实现银行融资和土地调控联动。

针对政府性债务管理新规，按照细化

政府性债务甄别、确权等监管要求，组

织银行加紧实施政府性债务的分类清

理、统计、复查及银行、政府、融资平台

的对接，建立辖内银行政府性债务动

态数据库。至年底，常州辖内重点监

测的７１户平台公司全口径融资合计

１５３４．９８亿元，比年初增加２０９．９８亿

元，其中银行体系内（含异地行）融资

５５９．６９亿元，比年初减少５０．８４亿

元，辖内银行贷款３８９．０６亿元，占常

州银行贷款总额的７．９４％，保持贷款

的零违约。

　　专项领域监管。常州银监分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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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完善银行业授信定期监测分析制

度，进一步强化对太阳能光伏、农机及

工程机械、房地产、现代酒店服务、铜

加工及贸易等１１个行业的授信风险

监测和情况分析工作，实现风险前瞻

性监控应对。全市光伏、钢贸等重点

行业风险逐步缓释、相对可控。密切

关注银行业运行质态，针对存款异常

波动、收费乱、融资贵、风险跨界、存款

偏离度、同业业务及一系列新规、新政

出台，及时开展调查、检查。

　　案件防控。常州银监分局坚持政

策先导、压力传导和监督指导，建立健

全“双线”（一条线是落实法人主体的

风险防控责任，另一条线是落实属地

风险监管责任）风险防控责任制。突

出严守外部传染风险、严查员工道德

风险、严防信息科技风险、严控安全保

卫风险四大重点，通过监管会谈、风险

提示、案例汇编、案防专题会议、监管

政策落实督查、监管措施联动挂钩等

向被监管机构密集、持续传导案件防

控工作政策、要求和压力，发挥银行案

件防控内生动力机制和第一主体责任

的作用。首次在全辖银行业中开展案

防监管评估试点工作，组织打击非法

集资、电信网络诈骗等风险排查、宣传

竞赛活动及 ＡＴＭ 机专项检查，建立

完善银行从业人员重大情况报告制

度、处罚信息登记报告制度及不良从

业人员信息库，对江南农商行开展操

作风险检查。全年辖内银行机构开展

各类案防排查７００多次，排查员工行

为近３．４万人次，对２０００多名员工实

施问责处理，督查、排查的深度、频度

及惩戒力度均高于历史同期水平。全

辖银行业没有发生重大案件。

　　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监管。

常州银监分局强化法人机构顶层设计

监管，突出风险政策导向和风险管理

机制建设。立足单家机构，强化全方

位风险监管，督促相关机构积极整改

存贷比、资产质量、同业、理财、流动性

等方面突出问题。强化村镇银行“支

农支小”定位，总体信贷资产质量良好。

　　信息科技风险监管。常州银监分

局开展股份制银行信息科技非现场自

评工作，发挥信息科技专家组作用，对

９家股份制银行进行巡查和评估。加

强对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

技风险工作的巡访、督查和非现场监

管评级，开展审慎会谈，重点做好检查

发现问题的督促整改。

【企业授信总额联合管理机制】　２０１４

年，常州市成为全省首批企业授信总

额联合管理试点城市之一，进一步拓

展联合授信应用范围，将“银企”“银

银”“银政”有效整合，着力形成抱团取

暖、同进共退风险管理机制。将联合

授信与法人客户贷款五级分类差异相

结合，从行际间分类差异监测结果中

重点选取６６户企业，授信合计６０．３４

亿元。结合大额授信风险协调处置，

对于因承担担保代偿导致资金链暂时

紧张的良性企业，通过联合授信及时

稳定其资金链，渡过经营困难，有效控

制了江苏力昊化学发展有限公司等担

保链风险的蔓延、恶化。适应地方实

体经济发展需要，将联合授信机制从

市区向县域、从风险企业向非风险企

业拓展，得到属地政府支持和推动。

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底，常州银监

分局累计对８８户重点企业约１７０亿

元授信组建联合授信（或参照联合授

信管理），有效缓解一批企业的资金链

断裂风险，其中逾２０户企业约８０亿

元授信风险明显好转。

【银担合作】　２０１４年，常州银监分局

在规范银担（银行业和融资性担保业）

合作创新试点基础上，加强日常指导

和平台搭建，推动各银行进一步完善

对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准入管理、保证

金管理、分类综合评价、合并杠杆率和

风险敞口监控等机制。优化“担保卡”

信息管理系统功能，不断提升系统维

护、分析、预警作用。强化监督检查和

问题整改，对辖内１９家银行业金融机

构融资性担保业务管理和风险状况开

展现场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７类２３

个方面问题，从制度、准入、合规、风险

等方面提出１２条针对性规范意见。

至年底，银担合作规范长效机制逐步

建立，扶优限劣效应逐步显现，辖内与

融资性担保机构合作的银行从１７家

增加至１９家；２家银行利用系统监测

及时拒绝个别风险担保机构的市场准

入；对出现风险苗头的５家担保公司

及时退出担保贷款１．８亿元。全辖融

资性担保机构在保贷款比年初增

６．１４％；不良贷款率１．８１％，比年初

下降５个百分点。

【“担保圈”风险化解】　２０１４年，常州

市借助科技手段逐圈绘制担保圈关系

图，跟踪监测担保圈风险变化趋势和

特点，初步形成主动防御、超前防御、

联合防御的担保圈风险防控体系。年

内，辖内有担保圈１０９４个，涉及辖内

法人公司客户保证担保借款企业

６０７９户、授信余额２２４２亿元、保证企

业５２４３户、保证金额２０７８亿元，其中

风险可控和风险一般担保圈占比

８６．２９％。担保圈总量虽比上年增加

１０２个，但增量中以５户以下的“低风

险”新圈和脱离大圈的裂变小圈居多。

部分担保圈总体复杂程度得到有效控

制并趋于简化，其中２０户以上复杂圈

减少１个，圈内１０户以上企业的担保

圈占比由２．１２％降至１．９２％。

【法人客户五级分类差异监测机制建

立】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建立法人客户

五级分类差异监测机制。按季度监测

法人客户信贷业务数据，全面量化行

际间贷款风险分类的差异，在判断银

行贷款风险分类结果准确性的同时，

提前掌握风险底数，持续跟踪风险化

解进程和隐性不良动态调整情况。全

年累计对授信金额大、参贷银行多、分

类差异明显的４３户重点企业４８．６２

亿元授信提出差异调整要求，调整到

位１７．９５亿元。这一监测机制改变了

以往通过“人海战术”撒网式现场检查

确定贷款分类偏离度的固有做法，提

升了非现场监管的精准性、时效性及

对日常监管和现场检查的指导性。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２０１４年，常州

银监分局重点围绕信贷资源投入、差

异监管政策落实、服务模式与产品创

新、规范收费科学定价等方面，通过政

策指导、评价考核、专项活动、监测督

导等措施，推动辖区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工作有效开展。围绕“助小微、强服

务、防风险、惠民生”的活动主题，组织

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深入开展第三届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宣传月活动，设置

驻行服务咨询点１６６个，举办主题宣

传服务活动８２场次，接受咨询８８６６

人次，对接小微企业１８１８户，达成融

资意向１７．３２亿元。全面组织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政策落实情况自查和抽

查，强化相关政策要求的落地、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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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轨道交通１号线银团贷款签约　（轨道公司　供稿）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统计指标一览表（一）

项　目

机构网点数 总资产 总负债 所有者权益

年　末

（家）

比年初增

（家）

余　额

（亿元）

比年初增

（％）

余　额

（亿元）

比年初增

（％）

余　额

（亿元）

比年初增

（％）

银行机构合计 ９６５ ２７ ８２３３．８１ ８．０４ ８０２７．０６ ８．２２ ２０６．７５ １．６２

　其中：国有商业银行 ４６８ ２ ３９２６．４４ －０．７３ ３８８７．６８ －０．３４ ３８．７６ －２８．７３

股份制商业银行 ７３ ２５ １５４７．２６ １７．２６ １５２３．９１ １７．３９ ２３．３５ ９．７２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 ２２８ １ １９６９．４７ １７．７２ １８３５．８３ １８．２６ １３３．６４ １０．８３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统计指标一览表（二）

项　目

税后利润 中间业务收入 不良贷款

余　额

（亿元）

比上年增

（％）

累　计

（亿元）

比上年增

（％）

余　额

（亿元）
比例（％）

银行机构合计 １０１．９０ －７．１２ ４５．８２ －１．４７ ６４．８７ １．３２

　其中：国有商业银行 ５９．３８ －１９．２８ ３３．９１ －１２．１６ ３５．７６ １．３８

股份制商业银行 １９．２３ １２．５５ ７．２２ ３６．４５ ９．１６ １．０１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 １７．７５ １．３５ ２．４５ ８７．０９ ９．７４ １．０５

注：表中数据均为有关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本外币合并后数据。 （顾　锦）

求实。对于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目标完

成不理想的银行，采取一行一单（提示

单）、诫勉谈话等方式督促其排计划、

定指标，加强跟踪督促，确保全面达

标。截至２０１４年末，常州市银行业金

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１７６８．２９亿

元，比 年 初 增 加 ２０５．９６ 亿 元，增

１３．１８％，贷款增量比上年增加９．７８

亿元，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４．０７个百分点。 （顾 锦）

【小额贷款公司】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新

增小额贷款公司４家，其中农村小额

贷款公司３家、科技小额贷款公司１

家。全年累计投放贷款２１０．４３亿元，

贷款余额１１０．１４亿元，主要投向中小

微企业和“三农”企业。至年末，全市

有小额贷款公司４１家，注册资本累计

１０１．３４亿元，投放贷款累计１２１３．７４

亿元。 （刘 婷）

【轨道交通１号线一期工程获银团贷

款】　１２月２６日，常州市轨道交通发

展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建设银

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江

南农商行组建的银团正式签订贷款协

议，地铁１号线一期工程获总额约

１４５亿元银团贷款，是全市规模最大

的银团贷款。根据已批复的初步设

计，１号线一期工程总投资２３９．１２亿

元，每公里造价约６．９８亿元，其中常

州市财政性资金占总投资４０％，银团

各参贷行对地铁１号线一期工程的授

信批复总额约１４５亿元。其中，国家

开发银行作为本次银团的牵头行和代

理行，全额授信７０亿元；其他各银团

成员授信金额分别为建设银行１８．０６

亿元、中国银行１６亿元、交通银行１６

亿元、邮储银行１５亿元、江南农商行

１０亿元。 （顾 锦）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银保风

险共担模式】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武进

区在全国首创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

款政、银、保风险共担模式，解决农民

缺钱不敢贷、银行有钱不敢放的难题。

武进区财政首期投入４００万元成立风

险补偿资金，支持相关农村新型经营

主体在试点银行贷款。如发生贷款主

体无能力还款等风险，试点银行和风

险补偿资金按比例承担。同时将“贷

款＋保险”模式引入土地流转贷款中，

鼓励银行通过向保险公司投保来减少

信贷风险。至年末，常州银行业已累

计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１４

笔，合计１５４０万元。其中，农房抵押

贷款１笔２００万元；林权（含花木）抵

３４１金　　融



押贷款１２笔１．２５亿元。 （汪旭东）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行概述】　２０１４年末，工行常州分行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９９３．５６亿元，其

中人 民 币 存 款 ９６９．６７ 亿 元，新 增

１２．０９亿元，人民币日均存款余额比

年初增加３５．２７亿元；本外币各项贷

款余额６９１．６２亿元，新增２０．１７亿

元，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６７９．８２亿

元，新增４０．７１亿元。全年实现拨备

后利润２４．７４亿元，增加０．０３亿元；

中间业务收入１１．６１亿元，增加０．１１

亿元。资产质量继续保持稳定，不良

贷款余额 ３．７９ 亿元，不良贷 款 率

０．５５％。新建、改造“自助＋理财”网

点９个，新建自助银行１１个，实现７

个分理处升格和３个网点迁址。

　　支持常州实体经济发展。年内，

工行常州分行积极落实“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百日行”活动和培育创新型企

业“十百千”工程要求，跟踪以新农村

和资源综合利用为主的项目，主动对

接制定金融服务方案，全年审批表内

外项目４０单，金额１０７亿元。加强核

心客户上游供应商的批量营销，供应

链融资新增２５．３２亿元，比上年增加

１０．６２亿元。促进高新技术开发区和

工业产业园区的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

升级，依托与各开发区管委会、招商局

的合作交流，推广融资方案授权审批

制，上报并获批３个授权审批及市场

营销方案，进一步推进中小企业的集

约发展。开展小微企业直贴营销，全

年小微企业直贴资金３７．３７亿元，比

上年增加２６．９２亿元。

　　加大产品创新步伐。年内，工行

常州分行进一步加快产品和服务模式

的创新步伐。通过项目联动实现综合

性营销，成功投产工行常州分行首个

ＭＩＳ（管理信息系统）项目和银企一卡

通项目。围绕上市公司需求，深度挖

掘投行业务空间，成功营销省内系统

首单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业务６亿

元，完成工行常州分行首单涉及上市

公司系的类股权融资５亿元项目的发

放。加强科技创新，实现公积金直联

项目的投产以及通用缴费平台的上线

运行。年内，工行常州分行深入各类

大专院校、国际学校开展培训，成功办

理见证开户２３笔，个人结售汇量增加

３０％，成功叙作全省首笔新加坡元反

向汇兑通业务，成功运作常州地区首

笔外币资金池业务。推进外币存贷款

自主定价权，推出外币创新衍生产品

“双择期外汇买卖”，进一步拓宽外币

存款渠道。６月６日，工行常州分行

与江南农商行在同业贵金属业务上完

成全国首笔１０００万元江南农商行黄

金同业拆借和人民币国内远期黄金套

保业务。

【常州地区首笔外币资金池上线】　１１

月２０日，常州华利达服装集团有限公

司跨境资金池成功上线运行，实现美

元资金由成员账户自动归集至国内资

金主账户，填补了常州地区外币资金

池业务的空白，工行常州分行也成为

常州地区首家运作外币资金池的银

行。跨境资金池业务运作后，将帮助

华利达集团有限公司实现资金统一管

理，提升公司对境内外资金的管控能

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降低

跨境成本。

【全国首笔单证项下网银即期购汇业

务】　５月２６日，工行常州分行成功

办理全国首笔单证项下网银即期购汇

业务。在汇率双向波动加剧的大背景

下，该笔业务由客户通过企业网上银

行进行自主购汇，缩短购汇业务办理

的时间，一定程度规避长时间汇率波

动的风险。 （陈　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概

述】　２０１４年末，中行常州分行本外

币各项存款余额４８２．３８亿元，其中人

民币存款余额４５３．１７亿元，外币存款

余额７．９４亿美元。本外币各项贷款

余额３８６．９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余

额３７３．８５亿元，外汇贷款余额２．１３

亿美元。全年实现中间业务净收入

６．０８亿元，拨备前利润１１．４９亿元。

年内，中行常州分行获全国五一劳动

奖状。

　　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围绕政府经

济工作重点，积极参与全市重点项目、

十大产业链、“双百”行动计划、中小企

业推介会等银政企对接活动。年内，

新增 授 信 客 户 ８８ 户、授 信 金 额

１２６．６８亿元。国际结算和跨境人民

币业务的市场份额在继续保持市场领

先的前提下再度实现双提升。１２月

末，国际结算市场份额４５．９２％，较年

初提升４．１８个百分点，稳居同业第

一；跨 境 人 民 币 结 算 市 场 份 额

４１．３１％，提升９．６２个百分点。不断

加大对重点市场的营销力度。深入推

进农村市场，全省首家农村金融综合

服务站落户常州市金坛黄金村。试点

社区市场，成功签约“中银易商 Ｅ社

区”１２家。加强对专业市场的信贷支

持，年内发放贷款２２２５万元，带动理

财产品销售１１７０万元。渠道建设方

面取得成效，围绕物理网点转型升级、

电子银行捆绑推进的思路，年内压降

低产网点１３家，完成特色网点５家，

新增个人手机银行存量交易客户

６９５１７户。

　　加强产品创新。在全省金融系统

首推区域通关一体化保函，在当地同

业中首发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

管理及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营。自

主研发“财汇宝”“资管保”“村村通”等

创新产品，推出“中银—双桂坊”“长

城—金货郎”联名卡，叙做全省首笔

“存期宝”“银行预付Ｅ线通”“保付通

业务”，获得全省首笔“网络通宝”新客

户业务批复。

【常州企业“走出去”战略合作协议签

约】　５月１４日，在“中国智慧驰骋海

外”常州企业“走出去”交流会上，中行

常州分行和常州市商务局签署支持常

州企业“走出去”战略合作协议。由常

州市商务局向中行常州分行提供“走

出去”项目信息，中行常州分行对商务

局推荐的“走出去”企业提供意向性承

诺融资１０亿元，共同建立促进双方全

面合作的工作机制。全辖８０多家“走

出去”企业参加会议，了解各项“走出

去”的政策和产品，理清“走出去”业务

的发展思路。 （王文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行概述】　２０１４年末，建行常州分行

有营业网点１２２个、员工２０９０名；有

自助银行１４６家，其中离行式自助银

行３１家。全部网点完成综合化转型，

具备开办对公业务功能并更新上线新

一代操作系统。年末，建行常州分行

一般性存款余额９５０．１７亿元，比年初

增加 ３９．３８ 亿 元；各 项 贷 款 余 额

７１１．６８亿元，增加２２．３７亿元，存款

时点余额、日均余额、新增和贷款时点

余额、新增均领先全市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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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地方实体经济。积极参与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百日行”活动，开

展以“拓展目标客户，发掘客户潜力，

强化贷后管理，建立风险防火墙”为主

题的专项活动，金融支持实体企业融

资服务挂钩联系名单中的１２家企业

全部在建行有授信额度或贷款余额，

总授信额度超４７亿元，贷款余额超

４４亿元。成功对接新沟河延伸拓浚

工程８亿元银团贷款、江苏恒立高压

油缸股份有限公司７亿元贷款等重大

项目，且完成首笔投放。牵头常州轨

道交通１号线一期工程银团贷款，获

总行３０亿元信用额度授信批复。完

成常州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３０亿

元私募债的发行，先后发行常州交通

产业集团６．５亿元并购类理财产品、

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１０亿元股权收

益权理财产品、常州滨湖建设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４．８亿元股权收益权理财

产品、市土地储备中心８亿元资产收

益权理财产品。

　　助力小微企业。全年小微企业贷

款投放超１２５亿元。根据小微企业

“短、小、频、急”的资金需求特点，坚持

零售化、批量化作业，并创新推出网银

循环贷和善融商务贷款业务，小微企

业客户通过企业网银、建行网站、善融

商务电商平台申请贷款，并自助办理

贷款支用和还款，简化小企业传统信

贷业务流程，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创新转型驱动业务快速发展。国

际业务稳步发展，创新推出汇贷宝、存

汇盈等产品，完成国际结算量７０亿美

元，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５９．０５亿元，

拓展外汇资本金１．８８亿美元，实现网

上银行结汇９．７６亿美元，网上银行替

代率４６％以上。推进住房金融与个

人信贷业务，根据政策调整和市场形

势变化，开展业务营销，加快电子商务

个贷业务发展步伐，全年新签合作楼

盘３７个，个人贷款余额突破２００亿

元，巩固房贷业务在全市同业中的优

势地位。全面推广龙卡分期付，推出

龙卡购车、安居、车位、账单、消费、现

金等业务，全年实现分期交易总额超

１２亿元，巩固龙卡信用卡区域市场内

的领先地位。加快发展电子银行业

务，积极拓展活跃客户，提高电子渠道

替代率，加大网上招投标、“悦生活”

“学生惠”、微信银行、基金／理财电子

渠道销售、跨行资金归集等项目应用，

提升电子银行账务性交易规模，全年

电子银行账务性交易量占比５６％以

上。应对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业冲

击，创新推出计息灵活、具备活期便利

和定期收益的人民币个人智能理财功

能产品“聚财宝”，年内累计签约超４

万户，存款余额超４７亿元。为东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海证券”）取

得１５亿元额度授信，成为建行常州分

行首例证券公司的授信业务。

（吕学铭）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概

述】　２０１４年末，交行常州分行本外

币资产规模３９１．１５亿元，比年初增加

５．２３亿元，增１．３５％，本外币资产日

均规模３７０．１１亿元，增加１５．８１亿

元，增４．４６％，两项指标均位居交行

系统全国省辖分行首位。人民币各项

存款 年 均 余 额 ３３４．３１ 亿 元，增 加

１２．７３亿元，增３．９６％。人民币各项

贷款 年 均 余 额 ２４９．２５ 亿 元，增 加

６．３９亿元，增２．６３％。

　　持续推进客户建设工程。交行常

州分行走访金坛、溧阳及市内各区重

点企业３０余家，实现对接服务２２项，

为企业新增授信额度２．８亿元，新增

融资额１亿元，并为大娘水饺餐饮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覆盖全国的现金

管理服务，为中盐常州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等５家企业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

案。加强优质“展业通”客户的营销维

护，建立交行常州分行优质存量小微

企业白名单制度，对于符合交行白名

单标准的优质小微企业，给予其更优

惠的利率，并缩短授信审批流程。成

立个人贷款中心，以个人住房贷款为

主攻方向，加大消费贷款拓展力度，做

大零售贷款个人客户基础。至年末，

个人贷款客户数１３９０２户，较年初增

加１４０９户；个人消费类贷款余额突破

４５．２０亿元，增长５．０９亿元。

　　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工程。成功营

销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３．６亿元、江

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募集资金２．９９亿元、金坛市

国发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小企业

私募债监管资金４．８３５亿元。与东海

证券在个股期权业务及系统开展合

作，并成功签约第三方存管移动签约

终端合作协议，为东海证券第三方存

管业务和融资融券业务的签约提供一

站式服务。成功发行龙城旅游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２０１４年度第一期短期融

资券１亿元，成为交行常州分行首单

债务融资业务，实现该行公司条线创

新业务债务主承销项目零的突破；促

成常州金店黄金租赁业务的落地，实

现辖行首单黄金租赁业务；与江南农

商行签约“柜面通”业务合作协议，实

现交行江苏省分行柜面通业务零的突

破。特色支行业务向纵深发展。年

内，交行常州分行科技类企业授信客

户１２４户，贷款余额３１．４亿元；文化

特色支行授信客户３３户，贷款余额

３．８７亿元。在做好文化企业授信支

持的同时，该行还联合市委宣传部创

新推出太平洋文化惠民卡和天宁寺祈

福卡。

　　全面推进风险防控工程。持续深

化全覆盖风险管理体系。通过定期召

开全面风险会议，开展条线评估和重

点领域专题讨论，督导风险管控措施

落实。以完善“制度＋科技＋督查”的

工作机制为重点，以专人联络、专人负

责的方式，形成常态化风险排查机制，

不断提高案件风险防控能力和水平。

加强对重点风险领域贷款的风险防

控，对光伏企业、钢贸企业、铜及铁矿

石贸易公司、房地产关联领域客户、政

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开展排查防控工

作。至年末，交行常州分行政府融资

平台贷款余额１９．９９亿元，比年初减

少４．９３ 亿元；房地产业贷款 余 额

１３．６２亿元，比年初下降１．８７亿元。

对批发、纺织、机械等行业实行余额或

占比管控，纺织行业对公贷款余额较

年初减少３８３１．３万元，在全行各项贷

款中的占比较年初下降０．１４％。

　　完善网点布局，打造优质服务。

完成横山桥支行、兰陵支行迁址，湾里

支行迁址并更名为长虹中路支行，设

立金坛河滨支行和溧阳建设西路支行

首批２家普惠型特色网点。持续做好

对营业网点硬件设施的升级改造，交

行自助银行与人工网点实现１：１配

比，逐一对全行各网点硬件设施进行

核对、检查，增加节能标识、废弃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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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箱等便民硬件设备近２０项。

　　年内，交行常州分行被常州市政

府授予常州市五一劳动奖状，分行营

业部连续三年被中国银行业协会评为

千佳网点。

【首批普惠型特色网点开业】　１２月５

日，交行常州分行首批普惠型特色网

点———金坛河滨支行及溧阳建设西路

支行正式对外营业。交行普惠网点以

中高端社区居民（包括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为目标客户，采用自动机具和

客户经理相结合的服务模式。相较于

银行传统网点，交行普惠型特色网点

面积小、员工人数少。人员配置以营

销人员为主；营业时间灵活，以错时、

延时服务为主；采用无高柜模式，利用

有限的网点面积，更多地引导客户使

用自助设备和网上银行。 （潘静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行概述】　２０１４年末，农行常州分行

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９０５亿元，存款

偏离度符合监督要求，各项存款日均

余额８８５．５６亿元，比上年增加３９．８８

亿元，提升０．５６个百分点。本外币贷

款总额５５５．０４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

净增１４亿元，个人贷款增１０．４５亿

元，不良贷款控制在省农行管控计划

内。重点领域信用风险化解成效明

显，年内清收处置不良资产９．６８亿

元，退出潜在风险１１．６５亿元。

　　全力服务地方经济转型。加大对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重点民生工程和

重大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全年累计

发放各类项目贷款５７．４亿元，青果巷

棚户区改造、金坛中塘新村城镇化建

设、天目湖水环境治理、夏溪花卉大棚

区建设等一批项目顺利投放，年末项

目贷款余额１７７．２亿元，增加１８．７亿

元，其中基础设施贷款增２４．５６亿元、

土地储备贷款增４．６７亿元。围绕常

州市十大产业链和传统优势产业转型

升级“双百”行动计划，加大对新兴产

业的支持力度。对江苏常发农业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

司、常州华日升反光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瑞声光电科技（常州）有限公司、江

苏迪赛诺制药有限公司等３６家代表

性企业用信近６０亿元。对“双百”企

业中挂钩联系的１２家企业授信金额

７８．１亿元，增加６．９亿元，用信５８．２

亿元，并提供银票等其他融资１２．５亿

元。

　　加大小微企业创新支持力度。完

善小微企业信贷政策制度，扩大基层

行授权，减少审批环节，加强对特色商

圈、专业市场、开发园区、地方优势产

业集群、核心企业供应链上下游小微

企业的对接服务。年末，全行小微企

业贷 款 １０３．７ 亿 元，比 年 初 增 加

１０．３５亿元，平均贷款利率远低于市

场平均水平；小微企业不良贷款余额

减少０．８７亿元，占比降１．１个百分点。

　　进一步提升“三农”服务。成立

“三农”金融部，加大对县域的资源倾

斜力度，积极服务农业现代化、农村工

业化和城镇化建设，保持县域行贷款

投放领先优势。年末，金坛、溧阳支行

贷款总额１３０．２５亿元，比年初增加

６．４４亿元。打造特色产品，加大对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在省级以上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金融服务覆盖面

９０％的基础上，以财政风险补偿基金

担保的涉农特色产品“金农贷”为抓

手，加大对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的支持

力度，全年上报核准通过“金农贷”客

户２５户，申报贷款４５５０万元，年内投

放９户，用信１７３０万元。年末农户贷

款余额３．７亿元，增５６２９万元。进一

步下沉县域服务重心，完善农村服务

网络，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开展

“惠农通”提质增效工程，在惠农电子

机具布放全市行政村的基础上，积极

打造五星服务点和涉农代理项目，优

选结算交易频繁的农村商品市场，为

商户提供结算、信贷、理财等综合金融

服务，全年新增农村商品市场涉农代

理项目６个。通过在网点空白乡镇开

设“自助服务＋人工咨询”模式的惠农

金融便利点，进一步延伸服务。

　　加快推进创新转型。在全省农行

中首家成功试点小微企业信贷工厂化

项目。成功获批全省农行系统内首单

供应链融资业务并办理首笔保兑仓业

务。放款中心建设经验被农行总行现

场调研会推广。积极支持城乡居民消

费、展业需求，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

策，发展个人住房贷款，加大对“房抵

贷”、信用卡分期等金融新品种的推

广。年末个人贷款增１０．４５亿元；借

记卡总量３６６万户，贷记卡总量３０．３

万张；实现银行卡消费１０９０亿元，比

上年增加２６２亿元，其中贷记卡消费

３７亿元，增加７亿；办理汽车等信用

卡消费分期５亿元。渠道建设稳步推

进，全省首家警银亭（一边是农行的自

助银行，另一边是警察岗亭，２４小时

有警务人员值守）投入运营；离行式自

助银行总数６０家，其中有人值守金融

便利店 ２１ 家；各类自助机具总量

１２８７台；电子渠道金融性交易量占比

９０．５１％，比上年提升４．９３个百分点。

中间业务得到规范和优化，非利息产

品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提升５．９２个百

分点，银团贷款、贵金属租赁、代收代

付、对私理财、自助银行、商户收单收

入６个项目居同业第一。

　　建立健全放心消费创建工作机

制。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送金

融知识进社区７４５次，普及各类征信、

打击非法集资、反洗钱、投资理财、防

诈骗等知识。全年成功堵截各类诈骗

案件１２８起，涉及金额４０６．３５万元，

其中电信诈骗６３起，金额２２６．３５万元。

【首家小微企业信贷工厂化项目试点】

　２０１４年，农行常州分行抢抓被省农

行列为小微企业工厂化运作试点行的

机遇，优选西夏墅精密工具产业集群

企业，研究设计标准化、表格化的调

查、审查、审批模板，简化业务流程，创

新担保方式，进行批量化信贷业务运

作，为首批５０家小微企业批量授信１

亿元。至年底，为其中３家企业发放

贷款９３０万元，成为全省农行系统中

第一个成功运作的小微企业信贷工厂

化项目。 （孔文军）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常州市分行概述】

　２０１４年，农发行常州分行投放贷款

３２．７亿元，贷款余额累计７５亿元，存

款余额１７亿元，各项中间业务收入

７４８万元，国际业务收入８８５４万美

元，实现账面利润１．７１亿元，人均创

利１５８．４万元。

　　稳健开展粮油保障主体业务，参

与政府牵头主导，粮食主管部门、中国

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购销企业共同建

立的粮食收购机制，保障托市收购政

策的落实。全年累计发放托市小麦贷

款和稻谷贷款２．６１亿元、１．２５亿元，

支持企业累计收购小麦、稻谷１．０７亿

公斤、０．３８亿公斤。择优支持资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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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良好、风险承受能力强的粮食经

营企业入市收购，全年投放小麦和稻

谷自营收购贷款０．９７亿元、１．０４亿

元，支持企业自营收购小麦、稻谷

０．３７亿公斤、０．３３亿公斤。规范操作

储备业务，加强储备贷款管理，保证农

发行常州分行储备库存与储粮油库存

相对应，累计投放各类储备贷款４．１３

亿元，支持收储粮食１．３５亿公斤。支

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溧阳天目湖水

生态修复项目３亿元、溧阳农村道路

提档升级项目３亿元、宁杭高速公路

东互通连线项目８亿元、金坛金武路

改扩建项目３亿元、武进经济开发区

水环境整治项目１１亿元和武进大道

东延项目３亿元获上级行审批通过。

（张 灵）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概

述】　２０１４年末，中信银行常州分行

一般性存款余额２５８．８３亿元，比年初

增加２２．０７亿元，增９．３％。一般性

存款市场份额３．７８％，增０．２３个百

分点；对公业务优势明显，公司存款增

量 占 全 市 公 司 存 款 总 增 量 的

１１．５８％。各项贷款余额１７４．６１亿

元，增加２１．７３亿元，增１４．２１％，其

中小企业贷款超额完成“增速不低于

全部贷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的

目标。

　　加大信贷投入，着力支持实体经

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积极适应贷

款规模控制以及监管新规，同时创新

产品，通过表内贷款、商票贴现、直接

融资等业务，对实体经济进行实质性

金融支持。全年批复授信３１６．８８亿

元，新增融资总量８２．３３亿元，新增存

贷比９８．４１％。全年有２１．７３亿元新

增贷款全部投向实体经济，其中投向

新兴战略行业和服务业的分别为

３０％、２５％。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百

日行”活动中，连续３个月超额完成考

核目标，新增贷款２７．５８亿元。支持

常州市十大产业链企业和重点项目、

“十百千”工程融资重点企业，成功对

接重点企业 ３８ 家，新增贷款投放

１７．０２亿元。支持技术领先或完成转

型升级的制造业企业３９家，批复授信

金额近１０亿元，对近６０％的客户完

成贷款投放。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在武进支

行、金坛支行、溧阳支行分设小企业金

融中心，联合同城支行小企业营销团

队，共同开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

先后推出资托贷、商圈贷、房抵贷、商

户贷、线上ＰＯＳ贷等多种业务产品，

适应小微企业及个人经营者的不同需

求。加强科技企业扶持，通过与创投

合作联动、产用投贷联动的方式，强化

对创新型科技企业的投入。根据企业

实际情况创新产品设计，提供包括保

理、国内信用证、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以

及专利权质押等多项产品在内的金融

方案。积极运用无形资产评估质押、

版权质押、设备抵押、仓单质押、应收

账款质押等，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授

信提供担保。

　　突出产品创新。运用结构化融

资、短融、中期票据、委托贷款等产品，

多渠道综合化服务企业，降低企业的

融资成本。利用中信集团的综合金融

平台优势，引入中信地产、中信证券、

信托、保险等优势资源形成合力，上门

为有资本市场股权融资需求的拟上市

公司提供包括资本市场运作咨询、股

份制改造、过桥融资（公司在正式ＩＰＯ

或私募融资前为确保经营和融资活动

顺利推进所进行的短期贷款行为）等

一揽子解决方案，进一步探索银企合

作新模式，拓宽对市重点项目的服务

渠道。全年实现投行客户融资规模

３５．５亿元，票据贴现交易量１３０．７亿

元，投行客户融资规模及票据交易量

均在中信银行南京分行下辖各二级行

中名列第一。着力提升服务质量，采

取“团队＋方案”的模式，为每一户企

业配备专家服务团队，一户一策制订

金融产品方案。严格规范服务收费行

为，执行中信银行南京分行系统内最

低的信贷利率，减费让利优惠于企业，

全年减让费利１０９６万元。 （吴佳琳）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概

述】　２０１４年末，江苏银行常州分行

资产总额２８７．４９亿元，比年初增加

５．７８亿元，增２．０５％；各项存款余额

２７９．４３ 亿 元，增 加 ４．１９ 亿 元，增

１．５２％。各项贷款余额２４４．４４亿元，

增加２１．２５亿元，增８．１１％；不良贷

款余额８．５２亿元，增加０．２８亿元，不

良贷款率３．４９％，较年初下降０．２９

个百分点。各项收入总额２０．８５亿

元，增５．２７％。实现拨备前利润４．９１

亿元。

　　年内，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参与“金

融支持实体经济百日行”活动，与市

“十百千”创新企业签订授信协议２

家，授信金额３．１６亿元。在常州市确

定的２００家重点扶持企业中，江苏银

行常州分行有信贷投入的升至４５家，

授信敞口余额３５．８６亿元。进一步支

持常州教育事业发展，江苏银行常州

分行与常州市政府签署教育战略合作

协议，计划向市政府主导的重点教育

项目和市属学校提供总额６０亿元的

综合金融服务。加快特色支行建设，６

月，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大学城支行更

名为江苏银行常州大学城科技支行；

１２月，江苏银行常州三井社区支行揭

牌开业，成为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旗下

的首家社区支行。在世界银行集团国

际金融公司举办的“发挥市场力量、应

对气候变化ＣＨＵＥＥ”论坛上，江苏银

行常州分行的正辉太阳能光伏屋顶电

站能效贷款项目获国际金融公司最高

奖项２０１４年能效项目最佳创新奖。

（龚亚红）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概

述】　２０１４年末，招商银行常州分行

表内总资产余额１２９．８１亿元，比年初

增加１８．２亿元，其中自营贷款余额

１０４．５１亿元，占总资产的８０．５１％，自

营贷款中贴现余额为１０．９７亿元，占

总资产的８．４５％。表内总负债余额

１２７．８７亿元，增加１９．０７亿元，其中

自营存款余额１２３．４２亿元，占总负债

的９６．５２％。１１月２６日，招商银行常

州分行首家社区支行———丽华社区支

行开业，至年底基本形成覆盖城区的

金融服务网络。

　　２０１４年，招商银行常州分行灵活

运用金融产品，保持货币总量的充足

供给，稳定市场预期。加大对小微企

业、新农村、全市重点企业及项目的信

贷支持，虽然受规模限制、压退计划等

影响导致贷款总额下降９．７１亿元，但

资金投放总体增加１．６３亿元。发挥

资金价格差异动态管理机制的作用，

对全市重点企业、项目的贷款价格放

至基准或适当上浮，对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等表外业务的保证金按定期存

款计息，减轻企业融资成本。年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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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非标投放９．２亿元，银票敞口增加

２．１４亿元。通过境外联动合计投放

贸易融资６．５亿美元，满足常州贸易

型企业的经营需求。 （赵 蕾）

２０１４年人身保险业务情况一览表

业务

渠道
业务类别

保费收入

（万元）

赔付金额

（万元）

其他各类

给付金额

（万元）

比上年增

（％）

营
销
业
务

短期健康险 ４６５０．７７ ２３９５．８２ ０．１４ ２．９５

意外险 ４９４４．００ １２０８．５９ ０ ２７．５４

一般寿险 １０６７１２．３０ ８１９３．６３ ２７１５３．９６ ２２．０３

分红类保险 ２９９７１２．１９ １２７４．４４ ２９２３６．６０ １０．２９

万能寿险 ４８０１．９６ ２８６．７１ ４７３．６７ ４．６１

投连险 １８１．３７ １６．５６ １２．７２ －３．０４

小　计 ４２１００２．５９ １３３７５．７５ ５６８７７．０９ １３．０６

团
险
业
务

短期健康险 １６３６８．５１ １２６２３．３１ ０ １３５．９４

意外险 １１９５７．４８ ３２７７．２８ ０ －１．０４

一般寿险 １１９４０．４３ ３５９１．０４ １６４７０．７１ ２９．７１

分红类保险 ４２０１．４５ ９．３８ ２００６．３０ －３９．３８

万能寿险 ０ ０ ０．５２ －

投连险 ０ ０ ０ －

小　计 ４４４６７．８７ １９５０１．０１ １８４７７．５３ ２６．４８

银
邮
业
务

短期健康险 １４５．４３ ５７．７４ ０ １２５．３０

意外险 １１０３．１２ １３３．６７ ０ ３３．０６

一般寿险 ３０２０２９．８２ ６１２．７２ ２６５３．６０ ２５９３．５４

分红类保险 １２４３６８．３３ １９１０．３２ １１８０７３．６８ －５７．７０

万能寿险 １３４．２７ ４０．８６ ５６．２３ －９０．５３

投连险 ６８．８３ ０．４９ ０ －０．５３

小　计 ４２７８４９．８０ ２７５５．８０ １２０７８３．５１ ３９．０８

其他业务
经代业务 ２７９．０９ ２．３７ ４７．８７ ４３５．４８

电销业务 ２６４０．５５ ４．３０ １１．１０ ４１．４９

合　计 ８９６２３９．９ ３５６３９．２３ １９６１９７．１０ ２４．９９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概述】　２０１４年末，江南农商行注

册资本５２．９４亿元，总资产１９３６．９２

亿元，各项存款余额１３５５．６１亿元，各

项贷款余额９０５．２１亿元，在岗员工

３６００余人，营业网点２２４家。年内，

江南农商行淮安区支行开业；发起设

立的江南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获中国银

监会审批通过。

　　服务经济发展。成功发行２０１４

年江南第一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１４．３４亿元。至年末，全行涉农贷款

余额２２５．８２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７２３．０４亿元，分别占全部贷款余额

的２４．９５％和７９．８７％。创新开发“周

转融”“周转易”等产品，不断满足实体

经济需求。至年末，分别办理“周转

融”“周转易”２１８户和５９户，金额

４７．４９亿元和１．１３亿元。

　　电子银行业务。至年末，全行累

计发卡２２７．１２万张，新增发卡４３．７４

万张，卡活期存款余额１１６．６９亿元。

网上银行（含手机银行）客户１９．１４万

户，新增８．０７万户。自助设备开通运

营８１１台，新增２３２台。便民通新增

２８３户，累计开通２６９１户，实现便民

通自然村全覆盖。商务通新增１３０１

台，累计开通３６９５４台。全行电子银

行渠道替代率６８％，比年初提升６个

百分点。

　　国际业务。至年末，全行完成跨

境结算量３５．２亿美元，比上年增加

２．９３亿美元，增９％，在常州辖区市场

份额９．９６％，提升２．３６个百分点，在

辖区内排名第五位；完成结售汇业务

量３３．３１亿美元，增加２．２２亿美元，

增７％。年内获合作人民币外汇掉期

业务资格，成为全国首家获批此项业

务的农商行。

　　资金业务。至年末，全行交易量

１１８７２ 亿 元。其 中，质 押 式 回 购

８７５０．９６亿元，买断式回购１７８３．１９

亿元，现券交易６２１．３５亿元，信用拆

借７１６．４６亿元，交易笔数６６０８笔，在

全国农村金融机构中名列前茅。积极

参与同业存单发行，自８月起，累计发

行同业存单６期，金额４１．３亿元。

（王建明　宋　菊　任克南）

保　险　业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保险业完成

保 费 收 入 １３５．３８ 亿 元，增 长

２１．８７％，市场份额居全省第五位。其

中，财 产 险 保 费 ４５．６６ 亿 元，增

１５．９４％；人身险保费８９．７２亿元，增

２５．１２％。全市保险深度约２．８５％，

增０．１３个百分点；保险密度约２８８０

元，增加３５０元。

【保险公司】　２０１４年末，全市保险主

体增加至６６家，其中产险公司２８家、

寿险公司３８家。市（县）、区基层机构

进一步增设、升格，服务网络逐步完

善，太保寿险公司金坛、溧阳、武进、钟

楼支公司相继升格为中心支公司。专

业保险中介机构２１家，其中法人机构

５家、市级分支机构１６家。保险从业

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从业人员约１．５

万人，其中持证营销员保持万人以上。

【保险赔付和给付】　２０１４年，全市产

险业承担风险保障金额２．８９万亿元，

增２１．７３％。给付保险金额４８．９９亿

元，增２２．８４％。其中，各财产保险公

司支付赔款２５．８１亿元，增１０．４５％；

各人寿保险公司给付赔款３．５６亿元，

给付满期保险金１９．６２亿元。赔案及

给付件数７９．１５万件，理赔结案时间

平均控制在１５天以内，理赔结案率

９５％以上。农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

大，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机制试点运行

情况良好，医疗、高危行业、环境污染、

火灾公众、养老机构综合责任等责任

保险逐步开展。年内，保险业初步建

立重大自然灾害、安全事故的快速反

应机制和协同工作机制，快速参与灾

害、事故处理。

８４１ 金　　融



２０１４年财产保险业务情况一览表

险　种
承保数量

（件）

承保金额

（万元）

保险收入

（万元）

比上年增

（％）

赔付金额

（万元）

比上年增

（％）

企业财产险 １７４３７ ４０１６５０２９．８１ ３１２５１．７５ －０．６９ ９６２６．４３ －３．１２

家庭财产险 ４１６６５ １１８７６０９３．０７ １７０５．３２ －１．２３ ４０７．５５ ３５．３２

工程险 １９６ １７４６５４３．１０ ２１２９．９２ ７５．６０ ７２１．４２ １６．８９

总车辆险 １５９９９３８ ５４９０８７４６．６０ ３６８８３５．３２ １６．９６ ２２４３２７．６６ ８．２５

　其中：商业车辆险 ７７０００１ ４６３０２９５８．７４ ２９５０９８．５３ １８．３０ １５２０８０．８３ ４．７６

交强险（汽车） ８１０８５４ ８３７３３４４．２６ ７３１８７．１２ １２．１３ ７１３７７．１７ １７．０４

交强险（摩托车） １４０１９ １７０９４０．９６ ２３０．３０ －２４．４６ ３８４．６３ －３１．６５

交强险（拖拉机） ５０６４ ６１５０２．６４ ３１９．３７ －４．２０ ４８５．０３ －７．９９

运输险 ６５６３５ １１９８７５６４．６９ ５７６０．０９ １３．０１ ２５５６．５０ ４．０４

船舶险 １７７１ ２０９１０５．５９ １６２６．１６ １９．２３ ６１９．６５ １８０．３３

责任险 ３５３９２ ８３１６０８９２．４３ １８７６２．４７ １６．９７ １０２４８．６７ ４０．７０

保证险 ５３６ ３６２２９８．８３ １０９３．８１ －３７．７７ ４１４．７５ －６．７２

人意险 ７５３０８９８ ６０９７４５８９．０４ １５８４１．１６ ３２．９０ ６１７７．８２ ９８．８９

健康险 １５８５７９１７ ２２８８８２３７．３１ ２５５６．９８ ２９．４１ １６１３．６２ ６０．６４

信用险 ２７ ２９９４５７．５３ ６７９．５４ １８４．９８ ０ －１００．００

农　险 ２６９３ １９１４８０．９７ ５９４０．１０ １６．３４ １３６２．３６ ２９．３８

其他险 ２４３ １３９５５６．０７ ４２３．９２ －２４．６７ ４８．７０ ４２９．３５

合　计 ２５１５４３４８ ２８８９０９５９５．００ ４５６６０６．５４ １５．９４ ２５８１２５．１３ １０．４５

【保险行业建设】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保

险行业协会投诉处理中心（保险合同

纠纷调处中心）接到各类投诉咨询

１５３件，其中有效投诉案件４１件，分

别为寿险２８件和产险１３件，办结４０

件，办结率９７．６％。针对中小保险公

司车险查勘人员不能覆盖和常驻理赔

中心的状况，保险行业协会在理赔服

务中心全面开展车险定损的公估工

作，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在一定限额

内替保险公司定损案件，提升事故处

理效率。将人民调解机制融入交通事

故赔偿纠纷调解的各环节，在行政调

解与司法调解间发挥缓冲和辅助作

用。深入推进以法院巡回法庭为载体

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联

动调解机制，扩大覆盖范围，增强执行

力。持续开展放心消费、平安金融创

建工作。年内，常州保险行业有１７家

公司成为市级放心消费创建先进单

位；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

监管局（简称“江苏保监局”）公布的省

人身保险消费者满意度评价结果中，

常州地区满意度９７．２３％，再次排名

第一。顺利完成第二轮平安金融创建

工作，人保财险公司和建信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被评为省级平安金融创建示

范单位。

【保险反欺诈工作】　２０１４年，全市保

险行业通过在保险公司内部设立警务

室、交警部门协助处理等措施，开展反

保险欺诈工作，处理涉嫌保险欺诈案

件近３０００件，减少挽回损失５０００余

万元。保险行业协会反保险欺诈工作

站向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移送案件线索

１７１件，涉案金额３５４．６６万元。其

中，保险公司主动报送３１件，涉案金

额２６７．３９万元；社会举报６件，涉案

金额８．５８万元；协会指导公司排查梳

理１３４件，涉案金额７８．６９万元。公

安部门立案侦破及未立案介入处理后

挽回损失１１０．６２万元，立案侦破１１

件，查获犯罪嫌疑人３２人。（郭文昌）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概

述】　２０１４年，人保财险常州市分公

司完成保费收入１５．８７亿元，增长

１７．９１％，其中车险保费收入１２．０６亿

元，非车非农保费收入３．３５亿元，农

险保费收入４６７９万元，全险种市场份

额３４．７６％。全年处理赔案１５．２２万

件，赔 款 支 出 ８．８１ 亿 元，赔 付 率

６９．２９％。年内，人保财险常州市分公

司承保水稻、小麦、能繁母猪、果品、林

木等农业险种２２个，高效农业、特色

农业险种占比５９．０３％；处理农险案

件３０１８件，支付赔款２２９４．８４万元，

１．２７万农户得到赔偿。依托政府平

台创新保险产品，通过与政府部门、银

行签订三方协议，创新引入政府、保险

公司和银行风险共担机制，为全市１９

家小微企业提供保额为４００９．６１万元

的风险保障，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问题。推广“ＰＩＣＣ江苏人保”微信平

台，为客户提供个性、专业的服务。

（马　晔）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

分公司概述】　２０１４年，中国人寿常

州分公司实现总保费２０．５亿元，占常

州市寿险市场份额２２．８５％。实现寿

险新单８．２７亿元，其中首年期交３．２

亿元，比上年增２８．５％；实现１０年期

及以上首年期交保费１．３３亿元，增

７．１％；实现短期险保费１．１６亿元，增

１１．９％，其中短期意外险６５４２万元，

增１４．７５％；实现长期险首年标准保

费１．３７亿元，增６．４％。１１月２１日，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发布鑫如意

（白金版）组合计划，至年底，该产品在

常州市场实现保费近亿元。强化专业

服务，培养一批医疗保险专业管理人

才，为参保人员提供专业、便捷服务；

９４１金　　融



与全市多家二级以上医院签订定点医

院协议，并派驻院代表协助客户进行

体检、治疗和探视等附加服务。

（董　晔）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分公司概述】　２０１４年，太平洋

产险常州分公司完成保费收入１０．７９

亿元，增长１５．３９％，全险种赔款支出

６．０８亿元，全险种赔付率５６．３６％，各

项经营指标均取得较好成绩，营业机

构覆盖率１００％。经江苏省保监局批

准，公司取得农业保险经营资格。提

高公司的产品竞争力。在机动车辆保

险电话网络销售的落地保单配送服务

环节中，增加配送团队和车辆年检提

醒服务。加大移动核保应用系统“核

保即时通”的推广使用力度，利用车险

３Ｇ（查勘员用３Ｇ通讯网络技术快速

理赔设备进行查勘定损，通过公司车

辆零配件目录和电子报价系统，当场

进行精确报价并打印定损单）快速理

赔、智能核赔系统等新技术，简化理赔

流程，加快理赔速度。全年利用车险

３Ｇ快速理赔系统处理的非人伤案件

占同类案件总数的６９．９１％，５０００元

以下非人伤案件２４小时赔付占比由

２０１３年的 １８．６５％ 升至 ２０１４ 年 的

２１．０９％；智能核赔系统的案件分流效

应进一步发挥，自动核赔率和自动理

算率分别提高到２１．０４％和４８．２８％，

滚动结案率提升到８９．０５％。人伤案

件上门调解大大提升，由每天５起左

右升至每天７起左右，非车险立案及

时率提升至９９％。 （朱　珠）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分公司概述】　２０１４年，太平洋

寿险常州分公司实现标准保费１４．２２

亿元，增长１４．２３％，连续第五年提前

两个月完成总公司下达的年度标准保

费指标。其中个险条线实现标准保费

１２．６３亿元，增２０．７％；营销新保期缴

２．７亿元，增１９．３５％，新保规模蝉联

常州保险业第一。独家承保武进区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欢乐中国行”西太湖国际马拉松赛等

一批重大工程。巩固和提升团险条线

和渠道业务，销售非健康险３８７５．１３

万元。银保条线加快产品转型升级，

销售期缴１７１２．１６万元。大力推广

“中国太保”微信平台和“神行太保”智

能终端等保险新技术，有效缩短客户

办理常规业务的流程和时间。经江苏

省保监局批复同意，太平洋寿险武进、

钟楼、溧阳、金坛４家支公司升格为中

心支公司，成为各自行政辖区内级别

和规格最高的保险机构。 （沈　毅）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中心支公司概述】　２０１４年，平安

人寿常州市中心支公司通过个人营

销、银行代理、综合开拓等多种销售渠

道，实现总保费收入 ９．２ 亿元，增

２４％；各类赔款和给付１．７亿元，平均

理赔天数１．９天，理赔结案率１００％，

服务客户约４０万人。年内，公司在提

供基本保障、医疗、投资类险种的基础

上，重点推广高保障类产品，提供高额

医疗和保障保险，满足客户的需要。

加大Ｅ电子服务功能，推行“快乐平

安”“天下通”“知鸟”等手机应用程序，

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方便服务客户。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中心支公司概述】　２０１４年，平安

产险常州中心支公司实现保费收入

５．２２亿元，增长 １１．８％，其中车险

４．７１亿元、财产险０．３５亿元、意外险

和短期健康险０．１６亿元。全年累计

赔付２．９５亿元，其中车险２．６４亿元、

财产险０．２５亿元、意外险和短期健康

险０．０６亿元。年内，公司在车险理赔

方面推出“新高铁”理赔项目，通过线

下到线上作业模式转变，提升客户体

验和用户感受，赔款最快９分钟到账。

积极创建中国平安五星级门店机构、

学习型机构，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坚持主动、积极、热情、微笑的服务宗

旨，加强建设标准化的门店服务。

（郭文昌）

投资证券业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概述】　２０１４

年，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投

资集团”）实现净利润５．２亿元，完成

市国资委的考核目标。

　　投资单位运行。２０１４年，投资集

团各实体企业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经

济压力，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围绕年度

经济目标，稳步有序开展经营工作。

常州常信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加

大促销力度，天润国际花园、天润园销

售回笼资金２亿元，完成２０１４年回款

指标。常州宝祥典当行围绕处理历史

遗留问题开展工作，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商讨利益保障、锁定并化解风险。

常州投资集团担保有限公司压缩担保

业务，催收代偿款，全年脱保１８家，在

保２１家，在保余额约１．１亿元。常州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培训人数、培

训收入双增长，实现净利润６０５万元。

常州金莎混凝土有限公司通过裁减冗

员，在质量、安全、设备管理、原材料采

购以及销售等各个环节降本增效，实

现利润２００万元，没有发生大的安全、

质量事故。三亚海天大酒店围绕打造

具备高端、便捷散客接待能力的中、高

端四星商务度假酒店目标，积极推广

产品，发掘市场资源，加强内部管理，

促进酒店稳定经营和发展。常州基础

通信管道建设有限公司继续加强传统

通信管道工程建设，提升运营维护管

理水平，利用已取得的通信用户管线

资质、建筑智能化资质以及安全生产

许可证、广电工程等资质，积极拓展三

网融合住宅小区信息基础设施共建共

享业务，新业务经营规模首次超过传

统信息管道业务。常州中标机动车检

测技术公司以做“检测服务最好”的机

动车检测站点为目标，一次性通过省

质监局计量鉴定认证、安检机构资质

许可和省环保厅的尾气检测机构委托

资质３项检查评审，全年营业收入和

利润均实现较大增长。江苏安瑞达新

材料有限公司年内正式投入生产运

行，并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０和ＩＳＯ１４０００体

系认证。８月，投资集团投资２亿元

设立常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２０１３

年底设立的常州信辉融资租赁公司合

署办公，对外确定市场定位、创新商业

模式，对内制订多项管理制度并完善

各项业务操作规定，全年产生项目收

益１０００万元。投资集团参股企业常

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主营收入

４６．３７亿元、利润１．２５亿元。

　　资本运作。２０１４年，面对资本市

场先抑后扬的大涨行情，投资集团各

业务部门增加直接投资，整体资本运

作成效明显，资本运作实现利润约５

亿元。全年实施定增项目１７个，投入

资金６．４亿元。加大对股市二级市场

的投资，新增二级市场投资金额约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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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创历年之最。投资 ＰＥ（Ｐｒｉｖａ

ｔｅＥｑｕｉｔｙ，私募股权投资）、信托计划、

基金、合伙企业等总额７．８亿元。

国际创新基地建设。２００８年，常

州科教城国际创新基地开工建设。截

至２０１４年底，累计完成投资４０．１亿

元，建设面积５５．５万平方米，园区硬

件载体功能逐渐完善，承载能力日益

强大。长江龙城科技有限公司推进战

略转移，将工作重心从大体量的工程

建设转向招商引智、环境治理、创新服

务，软硬环境和园区品质得到提升。

（冯 琰）

【证券业概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证券交

易发展迅速。全市证券营业部全年证

券交易总额９７８０．２亿元，比上年增

８９％。其中，Ａ 股交易额７７０１．４亿

元，增５９％；Ｂ股交易额６．９亿元，降

３７％；国债成交额 １７４８．９亿元，增

８２４％；基 金 成 交 额 ３２３ 亿 元，增

１３０％。 （汪旭东）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概述】　２０１４

年末，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２５．６６亿元，增长１２４．８％；实

现净利润８．４３亿元，增２９９．３５％；有

证券营业部６２家，并落实完成８家营

业部（贵州省贵阳市、辽宁省沈阳市、

浙江省宁波市、湖南省长沙市及江苏

省江阴市、常熟市、昆山市、吴江市）、２

家分公司（山西省太原市、福建省厦门

市）的筹建工作。上市工作稳步推进，

取得历史沿革确认函并满足相关财务

指标，上市前的准备工作全面铺开。

年内，东海证券被《证券时报》等评为

中国最佳区域证券经纪商。

　　２０１４年，东海证券开展融资融

券、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式证券

交易、股票收益互换等多项创新业务，

收入占总收入的近２８％。深入落实

互联网和国际化工作，延伸产业链条，

进一步强化资源整合，成立互联网金

融部和国际业务部。在健全交易、托

管、支付、融资和投资等基础功能的基

础上，新取得股票期权交易及结算资

格，分别获批开展港股通业务、新三板

做市业务、柜台市场业务、转融通业

务、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和互联网

金融业务。 （黄 河）

【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概述】　２０１４

年，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东

海期货”）商品期货成交额２５５７３．６２

亿元，比上年降低２２．０２％，占全国市

场份 额 的 １％；金 融 期 货 成 交 额

２００４０．０６亿元，增５．２１％，占全国市

场份额的０．６１％。全年实现业务收

入１．７９亿元，税前利润总额３０５８万

元。年内东海期货全资设立风险管理

子公司，并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评定为期货公司分类监管 Ａ类 Ａ

级公司。

　　２０１４年，东海期货积极做好咨询

和策略服务。以晨报、周报、月报等形

式为客户提供参考，推出融合定量分

析与定性分析的专业价格分析预测系

统“东海智慧眼”，提供股票组合市值

管理、基于股指期货的多维度程序化

交易、股票组合 Ａｌｐｈａ对冲等多样化

的交易策略。推出业内第一个全功能

的微信交易服务产品，客户通过微信

即可享受期货预约开户、行情交易、在

线客服、资讯、咨询、交易诊断、出入金

提醒、账户查询等全方位一站式服务。

１月，在金融网站“金融界”主办的

“２０１３金融界—领航中国”金融行业

年度评选中，东海期货再次获最佳品

牌奖和最佳客户服务奖。９月，东海

期货连续第四届当选为中国期货业协

会理事单位，总经理王一军再次当选

理事代表、江苏期货业协会副会长。

在《证券时报》主办的２０１４中国金融

ＩＴ创新评选颁奖盛典中，东海期货被

评为中国最佳互联网创新期货公司。

（裴莉娜）

【华泰证券常州分公司概述】　２０１４

年，华泰证券常州分公司成立，位于常

州市和平北路９号，下辖６家证券营

业部。至年底，华泰证券营业网点覆

盖常州、武进、金坛、溧阳。华泰证券

常州分公司以机构投资者、专业投资

者、高净值个人客户三类高端客户为

目标，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稳抓基础服

务，传统基础业务继续领跑常州各证

券经营机构。借助华泰证券互联网业

务体系和专业理财手机软件“涨乐财

富通”，投资者可通过互联网高效快捷

办理开户、交易、理财咨询、产品购买、

融资融券等业务。抓住金融产品创新

机遇，挖掘私募机构，创设金融产品，

向客户提供综合金融、高端经纪业务、

财富管理等服务。借助公司的全业务

链优势，在新三板、企业债、产品创设、

股权质押、银证定向等业务上取得突

破，全年新增银证合作业务规模１２亿

元。和４家企业签署新三板综合服务

协议，其中股改企业２家；和１家企业

签署辅导协议；和１０家企业签署保密

协议。溧阳营业部签约１０亿元规模

的城投债项目。 （岳小鸿）

【常州市与上海股交中心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　３月１９日，市经信委中小

企业局与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简

称“上海股交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并设立上海股交中心常州企业挂

牌孵化基地。孵化基地将不定期向常

州市中介机构推荐 Ｑ板挂牌企业，帮

助正在成长中的中小企业通过上海股

交所这一平台扩大融资渠道、寻求合

作伙伴。 （吴　芳）

【企业上市】　１月，常州光洋轴承股

份有限公司在深圳中小板上市，股票

代码００２７０８，股票简称“光洋股份”，

募资３．９亿元；９月，江苏亚邦染料股

份有限公司在上海主板上市，股票代

码６０３１８８，股票简称“亚邦股份”，募

资１４．７５亿元。场外市场方面，溧阳

市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常州瑞杰

塑料有限公司（简称“瑞杰塑料”）、江

苏华源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市武进区通利农村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常州第六元素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景尚旅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景尚旅业”）、常

州爱特科技有限公司、常州贝斯塔德

机械科技有限公司８家企业在新三板

挂牌，其中瑞杰塑料和景尚旅业通过

定向增发分别融资１２６０万元和１０００

万元。

【上市公司再融资及重大事项】　２０１４

年，常州市上市公司资本运作能力显

著提升。多家上市公司通过增发、公

司债、可转债等融资工具进行再融资。

全年新城Ｂ股发行公司债券２０亿元，

黑牡丹发行公司债券１７亿元，亿晶光

电定向增发融资１２．３亿元，天晟新材

定向增发融资１．３亿元，维尔利定向

增发融资１．５亿元。天合光能增发融

资１３３６５万美元，发行可转债融资

２２８００万美元。涉及上市公司的并购

重组日益活跃，维尔利、天晟新材、星

宇车灯完成相关收购，常发股份、光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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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长海股份、南方轴承收购目标企

业已经公告；天龙光电实际控制人变

动事项、江苏环亚重组国投中鲁和新

城Ｂ股拟转Ａ股也已公告；远东股份

完成重组，更名为视觉中国。

（袁 忠）

２０１４年度境内上市公司业绩一览表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总股本

（万股）

流通股本

（万股）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主营业务

收入（万元）

净利润

（万元）

每股收益

（元）

每股净

资产（元）

苏常柴 ０００５７０ ５６１３７．４３ ５６１３７．４３ ３１６６７８．３８１９３６９３．６８ ２４８９７９．２１ ６５６６．９６ ０．１１ ３．４５

常林股份 ６００７１０ ６４０２８．４ ６４０２８．４ ２６０３９４．８１７２７５１．６２ １１６４９３．２３ －１８０２９．２６ －０．２８ ２．６４

黑牡丹 ６００５１０ ７９５５２．２７ ７９５５２．２７ １６０３４４３．６６４９９７０５．１５ ５２７４６５．３ ２４０６６．０７ ０．３ ５．８５

视觉中国 ０００６８１ ６６９９８．６７ １４１７１．８５ １５２３７０．４７１３５８７２．３１ ３９１０９．２ １４１７６．８５ ０．２３ ２．０３

新城Ｂ股 ９００９５０ １５９３１８．７２ ６４２７８．７２ ３３８９９１２．９９７７２９３９．３５ １７１００２２．９３ １１６６７１ ０．７３ ４．８５

天龙光电 ３０００２９ ２００００ １９３４５．６７ １０９８０５．４４ ５９６１７．４４ １３８５９．２２ ２９４７．３２ ０．１５ ２．９８

常发股份 ００２４１３ ２２０５０ ２２０５０ １６０６１４．１４１２０５４８．６１ ２１６４８４．４６ ３３３９．７４ ０．１５ ５．４７

常宝股份 ００２４７８ ４００１０ ２８０１２．３３ ３９８０３１．４６２８５６０８．５７ ３７７６５７．１９ ２４５９０．２３ ０．６１ ７．１４

江苏旷达 ００２５１６ ２５０００ １０８８９．７８ ３４５００８．３４１８８４２３．１７ １７４３７６．１７ １６８５１．７６ ０．６７ ７．５４

天晟新材 ３００１６９ ３２５９８．４３ １７２３５．５０ １８４８０８．３３１２１２６６．７４ ７６１０５．５５ ２５３１．４２ ０．０８ ３．７２

千红制药 ００２５５０ ３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７．０２ ２３１０７３．９４２０９９０７．３６ ８１４６０．８３ ２４５０３．６７ ０．７７ ６．５６

南方轴承 ００２５５３ １７４００ １０８８７ ６７４２９．１３ ６２４９７．８７ ３０１３５．３５ ６５２６．８２ ０．３８ ３．５９

星宇股份 ６０１７９９ ２３９６５．２９ ２３９６５．２９ ３１６０６３．５１１９８６１９．６４ ２０１６０２．３７ ２７２４０．７２ １．１４ ８．２９

维尔利 ３００１９０ １７４０６．０４ １７４０６．０４ １９７２１３．７３１４８１８３．６２ ６５０５８．９２ ９８７３．３４ ０．５９ ８．５１

长海股份 ３００１９６ １９２００ １０９９３．３４ １５３５３１．６１０１３３７．８７ １１１２６１．２６ １４８７５．２５ ０．７７ ５．７３

亚玛顿 ００２６２３ １６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 ２５９９０３．７５２０２０８１．０１ ８６２８１．６３ ３７８２．３９ ０．２４ １３．１６

恒立油缸 ６０１１００ ６３０００ ６３０００ ４０５９４１．１３３４７９５１．１６ １０９３２８．９１ ９１９０．７２ ０．１５ ５．４７

亿晶光电 ６００５３７ ４８５８７．１３ ４８５８７．１３ ５３６５９４．１１１２７６５２．７１ ３２４９２７．８４ １１９８５．６４ ０．２５ ２．８

裕兴股份 ３００３０５ １４４００ ３６００ １３００６６．２９１２４８８６．６７ ５８２７７．３０ ６６８９．５３ ０．４６ ８．６７

光洋股份 ００２７０８ １８５９６．６ ４６４８ １１２９０８．８ ９０２１１．９４ ６２２１７．１２ ６２９８．１７ ０．３４ ４．８５

亚邦股份 ６０３１８８ ２８８００ ７２００ ３４２５５９．０６２７１２８４．９５ ２３１３５５．４８ ６２６４７．７７ ２．６８ ９．４２

（姚桃桃）

典当拍卖担保业

【典当业概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新设

５家典当企业，外市转入１家。至年

底，全市有典当企业４２家、分支机构

９家，实收注册资本１４７５３５万元，比

上年增加３０４７５万元；全行业从业人

员３０７人，增１１．２％。由于受宏观经

济形势影响，常州市典当业经营整体

收缩，业绩下滑，资金效率降低，资产

流动性和盈利能力有所下降。全年典

当总额 ４０２１１０．９ 万元，降 １７．５％。

其中，动产７５１９０．８万元，降２１．６％；

房地产１３３８１７．１万元，降２４．３％；财

产权利１９３１０３万元，降１０．２％。典

当余额１１２８６３．４万元，增７．５％；业

务笔数２０１８９笔，降４．４％；利息收入

６５６１．４万元，降 １４．１％；上缴 税 金

１０２６．２万元，降４３．９％。

【拍卖业概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有拍卖

企业３１家，累计注册资本１００９５万

元，新设拍卖企业１家，完成拍卖企业

各类变更６项。１月１日始，全省司

法拍卖全部通过淘宝网由法院自行拍

卖，致使拍卖企业经营面临前所未有

的因难，经营业绩直线下降，拍卖场次

明显减少，全年拍卖行业累计成交额

１３７４５５．２万元，比上年降４７．５％。年

内，常州市首次对全市的拍卖企业经

营资格进行核查，对核查中发现问题

的企业提出限期整改要求，并督促其

按要求完成整改。 （张文彪）

【担保业概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１８８３

户担 保 机 构 提 供 企 业 融 资 担 保

１１２．４４亿元，均比上年下降１１％。１２

月底，在保户数２０４４户，在保责任余

额１１４．６２ 亿元，分 别 下 降 １３％ 和

１０％。全年担保代偿２．９７亿元。全

市２４家融资性担保机构通过２０１３年

度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年检，３

家担保机构被取消融资性担保机构经

营资质。年内，全市有融资性担保机

构２４家（含１家分公司），注册资本

２８．７０８亿元，户均注册资本１．２５亿

元。 （何　敏）

２５１ 金　　融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申报与保护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高起点推进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明确路线图，

编制历史城区、历史村镇、历史文化街

区、历史地段、历史文化遗存等一系列

保护规划和修缮方案。２月１９日，

《常州 市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保 护 规 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获省政府批准实施。３

月１０日，常州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请示经省政府同意转报至国务院，

包括《常州市市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办法》《常州市市区历史文化

街区保护办法》《常州市文物保护办

法》《常州市地下文物保护办法》《常州

市大运河遗产保护办法》《常州市博物

馆公益事业捐赠办法》《常州市不可移

动文物认养管理办法》７项办法和申

报材料、多媒体材料、历史文化街区材

料、其他相关保护规划以及特色材料

５个系列，有１５００余张图片，近４０万字。

　　常州市精心准备各项迎检工作。

制作《常州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电

视片》《常州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

作片》《常州历史文化名城城垣变迁电

视片》《常州历史文化街区电视片》及

相关图册，宣传常州悠久历史和文化

资源；在市规划馆三楼举办常州历史

文化名城展览，以悠久的历史、人文荟

萃、保护规划、社会参与四大部分充分

展示常州的历史文化特色和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工作成效。加快推进青果巷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前后北岸历

史文化街区业态植入和环境整治、张

太雷故居及周边整治、恽代英住地改

造、中山纪念堂修缮等保护工程。

【孟河镇、焦溪村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　２月，经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国家文物局批准公布，新北区孟河

镇、武进区焦溪村分别被列入第六批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录和第六批中国

历史文化名村名录，成为常州市第一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第一个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

　　孟河镇有文保单位１４家，核心保

护区内有５０余处历史建筑、１１条历

史街巷、６条历史河道、８座古桥梁、１９

口古井、２２棵古树名木、７处文化遗

迹。镇内形成３大保护板块。孟城北

门历史地段保留了大量原汁原味的明

清建筑和民国建筑；孟城南门历史地

段有沿街的老旧商铺以及孟河四大医

派故居；万绥历史地段中，东岳庙建筑

群是省、市级文保单位，戏楼路两侧则

是明清风格建筑。１２月２６日，孟河

镇益泰酱园、孟城北街２８号民宅、邱

腊苟民宅、谢家香店、河庄路马宅、东

亚客栈６个历史建筑修缮方案通过专

家论证。

　　焦溪村地处常州、无锡、江阴交界

处。在唐代，焦溪村凭借区位优势形

成集镇雏形，至清朝中叶成为常州东

门外的大集镇，抗日战争前夕达到商

业鼎盛时期。这里的古村历史特色肌

理保存完整，现存“一河、四桥、五街、

十三弄”，“黄石半墙”建筑技艺体现出

南地北风的江南水乡传统村落特色。

【《常州市焦溪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

划》通过专家论证】　９月２７日通过。

焦溪历史文化名村位于常州市东北部

武进区郑陆镇，地处常州与江阴交界

处，周边舜山、凤凰山、秦望山、鹤山、

石堰山等山脉绵延不绝，东侧有贯通

长江、太湖的舜河，山水资源独特。焦

溪村具有５大特色，它是常州乃至江

南地区“依山傍水格局完整的府外重

镇、形制完整保留至今的传统街巷、

‘黄石半墙’南地北风的特色建筑、商

贾遗风江南特色的传统市镇和崇德尚

学华夏圣贤的人文盛地”。

　　规划通过全面调研，划定焦溪村

的规划范围和核心保护范围，明确包

括历史格局（历史街巷、历史河道、自

然山水）、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优

秀传统建（构）筑物、历史环境要素等

物质文化遗存，以及各类“非遗”在内

的焦溪村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对象，并

提出相应的保护和利用要求，重点保

护焦溪村“一河、四桥、七街、两巷、十

三弄、多圈门”的整体空间格局。基于

真实保护、品质提升、风貌协调、合理

利用的原则，对焦溪村的特色产业引

导、村庄建设安排、道路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等提出对策，通过挖掘焦溪圣

贤文化精髓，整合历史文化资源，以古

宅、古街、古巷、古弄、古河、古桥“六

古”为载体，展示以“黄石半墙”建筑为

特色的江南水乡风貌，将焦溪村建设

成为集生活居住、文化展示、休闲旅游

等功能为一体的历史文化名村。在保

护村庄的历史文化遗存真实性和历史

环境整体性的基础上，形成“有风景、

有生活、有文化”的“千年古村·圣贤

焦溪”。 （陆　晔）



城 市 规 划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市规划局科学开

展城市规划编研，高效实施城市规划

管理，全面夯实基础支撑。年内，常州

市规划审议鉴定委员会审议并原则通

过《常州市城市燃气专项规划（２０１２

修编版）》《常州“生态绿城”建设行动

规划》《〈常州市金融商务区（东经１２０

地区）城市设计及导则〉暨〈常州市青

龙分区ＱＬ０３编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

划（修改）〉》３项规划项目。

　　推进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深化和

完善历史城区、历史村镇、历史文化街

区、历史地段、历史文化遗存等一系列

保护规划，依法完成孟河名镇、焦溪名

村和杨桥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的编制，

全面推进名城申报。组织编制大运河

（常州段）遗产保护规划、古运河—关

河保护规划、石龙嘴传统风貌区概念

性规划、市河及关河沿线景观综合整

治规划等一系列规划，划定大运河遗

产、河道、水利工程、景观环境、其他物

质文化遗产等保护区。

　　保障轨道交通建设。完成常州轨

道交通１号线的选址意见书核发及方

案审批，配合完成１号线主变电站进、

出线规划方案深化等工作，认真做好

同济桥改造、文化宫站周边疏解、新丰

桥改造、桃园路改扩建等配套工程规

划服务工作。超前储备轨道交通２号

线前期配套规划，完成２号线工程可

行性支撑性文件交通衔接规划及沿线

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全面加强轨道交

通线网沿线用地、道路交通、市政设施

等规划研究和编制，强化轨道交通沿

线、重要站点的用地控制引导，加强场

站与地下空间开发、地面公共交通的

有序衔接。

　　服务民生幸福工程。深化常州

“生态绿城”建设行动规划，大力推进

以“增核、扩绿、联网”为主要内容的

“生态绿城”建设。编制完成《常州市

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积极

推进易淹易涝点排水设施改造，在东

经１２０金融商务区的合适路段合理开

展综合管廊试点研究。服务城市美化

工程，开展城市重点地区和主要道路

两侧城市设计，编制高架路环线周边

地区综合整治规划，强化沿线用地规

划引导控制和环境整治工作。８月，

《常州市控制城市道路挖掘管理规定》

出台，提高道路开挖门槛，倒逼相关体

制机制的建立健全。

　　服务重点项目。组织编制土地、

空间、产业、生态“四规合一”规划；主

动对接各区域、板块、组团建设发展需

求，全面落实事先指导、一次告知、多

方会谈等沟通机制。建立重点项目专

题图层，将重点项目地理位置、现状资

料、规划情况落实到空间，对属于规划

服务范围的１３４个重点项目实行全程

跟踪、挂图作战。加强部门联动，制定

并联审批、内部流转、技术交底等一系

列工作机制，有效减少审批环节和职

能交叉。定期组织开发园区、企业座

谈活动，走进基层，走进企业，现场帮

助解决问题。

　　年内，规划系统相继获华夏建设

科学技术奖和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

工程奖，获省城乡建设系统优秀勘察

设计奖、省优秀测绘地理信息工程奖

和省建设科学技术奖１６项。９月，市

规划局编制完成的《江苏省常州市武

进区嘉泽镇总体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常州市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常

州市主城区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

局规划》分别获２０１３年度全国优秀城

乡规划设计奖村镇规划类一等奖、城

市规划类二等奖和城市规划类三等

奖。５月８日，市规划局被确定为江

苏省城乡建设系统中唯一的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行政执法责任制重点联系单

位。７月，常州市规划馆被表彰为全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唯一的全国青

年文明号示范集体。

【规划编研】　２０１４年，市规划局聚焦

国家战略，注重规划理念创新。系统

梳理和深入研究新型城镇化规划、苏

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的内涵要

求，完成新型城镇化专题研究、常泰过

江通道方案比较研究、２０１３年城乡综

合发展报告、武进城区可利用土地研

究等前瞻性研究成果，高起点谋划创

新发展之路。精心组织编制市区重大

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廊道控制规划、市

域轨道交通规划、新北区“多规合一”

规划等统筹性规划，大力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强化规划指导，促进城乡统

筹发展。大力推进全市镇村布局规划

优化和重点镇、特色村试点规划编制，

加快城乡一体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促

进美丽乡村建设。完成金融商务区等

一系列重点区域、重点项目的规划编

制服务工作。深化新龙国际商务城、

空港物流园、西太湖科技城等城市新

片区规划设计，强化城市路网完善工

程、水利现代化工程等综合服务，着力

完善现代化都市功能。

【规划管理】　２０１４年，市规划局制定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审批新流程，

健全并联审查机制和部门沟通会商机

制，推行交通影响评价工作重心前移

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景观设计方案

同步审查、同步公示、同步审批，简化

文保单位建控地带内工程设计方案审

批，参与规范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梳理

完成规划行政审批事项和非行政许可

事项。优化综合平台，深化电子报批。

深化规划一套图、市域一套图建设，完

成电子报建流程梳理、软件开发和平

台建设，完善城乡规划一体化管理信

息系统。优化机构设置，科学划分事

权。制定实施规划局新一轮“三定（定

机构、定编制、定职能）方案”，全面强

化规划分局的行政许可、批后管理、规

划核实和属地服务职能，强化市局各

机关处室的综合协调职能，大力推进

行政审批重心下移和改革创新资源集

聚。全年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总

用地面积１１４０．０７公顷、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总用地面积１４９６．４７公顷，

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总建筑面积

１６７６．６４万平方米（不含市政）；规划

核实面积１８９７．２２万平方米。

【智慧规划】　２０１４年，市规划部门深

入开展智慧常州空间基础地理信息工

程，智慧常州时空信息云平台和智慧

常州时空基准建设有序推进，航空影

像、城市三维、地下管线、电子地图等

基础数据体系不断完善，智慧测绘成

果不断丰富，质量显著优化，应用更加

深入。扎实推进城乡规划一套图建

设，智慧城乡规划工程成效明显，数据

中心机房提升工作顺利完成，审批系

统、公文系统、内控系统不断成熟，智

慧规划信息系统高效稳定运行。

【《常州“生态绿城”建设规划（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６月１７日，常州市规划审

议鉴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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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构筑安全格局，打造绿色网络”

的思路，以生态安全为根本，构筑生态

安全格局，保证市域２０．６５％面积的

生态红线区域。规划基于对城市绿

地、滨水、外围开敞空间及文化、旅游

资源等的综合考虑，构建了“九道十二

片”的市域空间格局和“四源九组团，

双环十八廊”的市区空间格局。“四

源”为沿江—小黄山生态源、西太湖环

湖生态源、太湖湾—竺山生态源、城东

（横山—黄天荡—舜山）生态源，规划

严格维护保育空间，控制开发建设；

“九组团”为基于市区已有的建成区，

依托各类资源形成一体化、差异化、特

色化的９个生态城乡组团，主要包括

滨江高新科技产业园、北部组团、中心

组团、南部组团、东部组团、空港商贸

物流区、西太湖科技城、横洛先进制造

业产业区、武进国家高新区；“双环”指

环城郊野环，依托江宜、沪蓉、常合三

条高速公路围合，通过横塘河、丁塘

河、古运河等与主城区内公园水系联

网，形成常州约９６．２公里的“翡翠项

链”；“十八廊”指依托重要的山体、水

系、道路等基础，形成贯穿市区、连接

各城乡片区和资源点的１８条绿道。

　　规划针对常州发展现状和城乡建

设需要，以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为建设周

期，以目标引导、示范性、均衡性、综合

性为原则，制定了详细的“生态绿城”

行动计划，提出“３６４４１工程”。即通

过“增核、扩绿、连网”３大措施，构建

生态源保护建设工程、郊野公园建设

工程、中心区绿地建设工程、生态细胞

建设工程、生态廊道建设工程、生态绿

道建设工程６大工程体系，力争通过

三年努力建设，加强生态源地保护，新

增和提升绿化面积约４０平方公里，建

设生态绿道约４００公里，疏通大型水

系廊道约１００公里，构建生态绿色网

络，初步形成“生态绿城”格局。

【《常州市城市燃气专项规划（２０１２修

编版）》】　６月１７日，常州市规划审

议鉴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规划

基于现状调研分析，预测常州市区

２０２０年管输天然气总用气量为１４．９５

亿立方米／年，液化天然气需求量

７．９４万吨；预测２０２０年小时调峰气

量７２．９７万立方米，小时调峰采用城

市外环高压管道储气调峰，季节调峰

采用金坛盐穴储气库天然气。规划系

统梳理了天然气输配系统，近期新建

金武天然气接收门站１座，远期新建

新闸高—中压调压站１座；提出加强

天然气城乡统筹发展，在“镇镇通”的

基础上向“村村通”目标迈进。规划新

建２座ＬＮＧ应急气源储配站，保障城

市供气安全。

【《〈常州市金融商务区（东经１２０地

区）城市设计及导则〉暨〈常州市青龙

分区犙犔０３编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改）〉》】　６月１７日，常州市规划

审议鉴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是

常州市特殊地区控制性规划编制工作

的首次尝试。

　　《常州市金融商务区（东经１２０地

区）城市设计及导则》围绕“北京时间

线、常州金融城”的品牌标志，规划打

造一条体现纵向时间节点的经脉和金

融核心区、金融拓展区、综合拓展区、

生态社区４个功能片区，致力于将常

州金融商务区建设成为常州区域性资

本运作中心、资产管理中心和金融服

务中心的核心载体。

　　《常州市青龙分区 ＱＬ０３编制单

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在《常州市

规划局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办法（征

求意见稿）》工作框架的基础上，结合

《常州市中心城区特殊地区划定规划》

的相关要求，在常州市东经１２０地区

以编制单元为规划单元进行规划编

制，分为系统规划、空间及生态格局控

制以及管控要求三大部分，在各部分

的各条款内均融入特殊地区的控制要

求，落实控制性规划阶段控制要素。

【《常州市第五立面规划管控研究》】　

２０１４年，市规划局组织编制《常州市

第五立面规划管控研究》，结合常州市

第五立面的发展历程和对现状造型、

空间利用、景观环境、控制管理等的分

析，提出规划目标与原则，并根据建筑

类型和规划分区制定针对性的第五立

面控制引导策略。６月１３日，在市规

划局组织的评审会上，由５个辖区和

市房管局、园林局、城管局等部门的领

导及省内专家组成的评审组同意该研

究通过评审。

【常州高新区新型城镇化研究项目通

过专家评审】　４月２９日，《常州高新

区新型城镇化系统架构和工作重点研

究》顺利通过专家评审。该项目主要

以城镇化发展规律为基础，通过把握

国家和地方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总体要

求和战略方向，结合常州高新区发展

现状特点和发展需求，研究以人为本

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系统架构、战

略要点和路径策略，打造中国高新区

新型城镇化系统发展的示范区，并就

公共服务均等化、外来人口市民化、村

庄居民点集并等重点问题提出相关对

策建议。

【武进地下管线普查和综合管理信息

系统获国家级金奖】　９月２５日，武

进地下管线普查和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获２０１４年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

程金奖。武进地下管线普查是２０１３

年度武进区测绘及信息化重大工程，

管线普查范围４７３．２１平方公里，普查

管线总长４５１５．６２公里。在此基础上

研发的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进一步整合了武进城区管线、规划、地

形等数据，梳理了管线规划管理流程，

解决了部门间管线数据的共享交换，

实现 了 ＣＡ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Ｄｅ

ｓｉｇｎ，计算机辅助设计）环境下实用、

全面的规划业务功能。

【“常州绿道”标志产生】　３月２６日

起，市规划局在《常州晚报》、常州市人

民政府网、常州规划网、中吴网、化龙

巷等媒体、网站刊登征集公告，向社会

公开征集常州绿道标志。至４月９

日，共收到全国各地的有效应征作品

３６７个。市规划局邀请来自南京艺术

学院、东南大学等单位的５名专家及

市民规划师代表、相关部门和辖市区

的相关负责人１７人组成评审委员会，

对所有有效的应征作品进行初审，确

定入围作品２０个。经过网络投票，结

合专家评审意见，最终评选出一、二等

奖各１名，三等奖２名，优秀奖６名。

市规划局邀请平面设计领域的专家对

一等奖方案在外形及文字处理上进行

优化调整，形成全市统一的生态绿道

标志。标志采用常州首字母“ｃｚ”为设

计主要构成元素，彰显浓厚的地域文

化与常州群山秀水特色；以树叶造型

展现出常州绿道“以人为本、绿色交

通”的理念。 （陆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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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土 管 理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国土资源管理工

作紧紧围绕全省节地水平和产出效益

双提升及全市“重大项目突破年”的要

求，以基本农田保护、市级占补平衡、

工矿废弃地复垦、争取各类建设用地

指标、存量土地盘活５项市重点工作

和国土系统２８项重点工作为抓手，全

力服务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工作大局。市国土局出台深化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方案，合并建设项

目各个用地环节，简化出让土地规划

条件预审手续，下放工业用地出让等

一批行政服务事项，压缩承诺时限，开

辟“绿色通道”，各类重点项目平均办

结时限比承诺时限缩短５０％以上。

各分局均建立行政服务窗口，方便企

业、群众办事。

【耕地保护和农村土地整治】　２０１４

年，全市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已按省政

府批复的基本农田划定实施方案落实

到位，划定基本农田面积２２３．３６万

亩。全市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

１６．５万亩，至年底，项目竣工面积

１４．８５万亩。全年实施并通过验收确

认土地整治项目２３８个，建设规模

３３０３４亩，确认新增耕地１４４２５亩，其

中，耕地占补平衡项目１６８个，建设规

模２６８００亩，确认新增耕地面积９３６７

亩；增减挂钩复垦项目１４个，建设规

模４７２亩，确认新增耕地面积４４６亩；

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５４个，建设规模

５６４４亩，确认新增耕地面积４５００亩；

万顷良田建设工程复垦项目２个，建

设规模１１８亩，确认新增耕地面积

１１２亩。

【重点项目供地】　２０１４年，市国土局

以组织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期评

估为契机，积极争取规划流量指标

３８６６．７公顷，为各地在２０２０年前重

点项目落地拓展空间。围绕重大项目

建设，在国家计划的基础上，通过“点

供”、增减挂钩、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

等办法，确保了江苏金峰集团钢帘线

项目、新誉集团特种飞行器（飞艇）项

目、埃马克（中国）机械有限公司高端

数控机床项目等省级重点项目用地需

求。全 年 办 理 各 类 供 地 ８４７ 宗

２２９２．５公顷，供应总量较上年有一定

程度下降；划拨用地１０７宗３４６．４公

顷，有偿使用率８５％；土地供应中使

用存量土地８４８．２公顷，存量土地供

应比率为３７％。

【征地补偿标准提高】　２０１４年，常州

市出台实施《常州市征地补偿和被征

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按照即征即

保、应保尽保、分类施保、逐步提高的

原则，进一步健全全市被征地农民的

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对被征地农民的

现金补偿标准，提高未成年人生活补

助费、养老金发放标准和社保资金的

标准。严格落实“两公告一登记”制度

（征用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

用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

实施，并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

征用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

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

征地补偿的期限等，在被征用土地所

在地的乡或镇、村予以公告。被征用

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

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

公告指定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

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从源头上着力

解决征地程序不规范引起的矛盾纠

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地籍测绘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市核发

国有土地使用证９１９０９本，核发土地

他项权利证书５５３６本，抵押登记土地

面积６９９０．１５万平方米，抵押金额

９６７．５９亿元；完成开发地块分割登记

１１１３宗，发放土地分割证１０２６６０份，

核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５７６本、宅

基地使用证１４４２本。编制完成“一张

图”工程的相关标准和规范，常州市国

土资源“一张图”工程项目获２０１４年

度江苏省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奖二等

奖。完成矿产资源、地质环境灾害数

据库建设，国土资源综合动态巡查系

统建设项目获２０１４地理信息科技进

步奖三等奖。建立城乡一体化地籍管

理信息系统，项目获２０１４年度江苏省

测绘科技进步三等奖。部署开展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和农房

统一登记工作。全市地理国情普查工

作进度超过９０％。深入推进“数字常

州”建设，７个辖市区数字城市建设进

入实质性工作阶段，市县一体化地理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先后获江苏省测绘学会测绘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测绘学会测绘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不断拓展“天地

图常州”成果应用范围，为全市创建森

林城市和“生态绿城”、开展精准气象

预报等提供了地理信息数据支撑。

　　２００７年以来，常州全面深入调查

全市土地利用分布、使用状况等，摸清

家底，理清情况，取得全面、准确、真实

的土地基础数据，实现土地资源信息

的社会化服务，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修编提供了基础数据。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３０日，市国土资源局被评为全国第二

次土地调查先进集体。

【土地制度改革探索】　２０１４年，市国

土资源部门开展不动产统一登记前期

准备工作，启动不动产登记管理系统

建设研究，逐步建立不动产登记数据

库，以满足不动产登记业务流转、数据

上报、统计监管、信息共享等需求。开

展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前期

调研工作，在武进区先行开展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试点。全力配

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工作，提

供丰富的基础测绘成果和现势准确的

土地调查成果，制定全市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调查和建库标准。

【矿山地质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市矿山

复绿面积８８公顷。金坛市大石门、溧

阳市仙人山、武进区四顶山和鹤山废

弃宕口治理工作完成，投入资金４０００

万余元。金坛市关停３４家砖瓦用粘

土矿；溧阳市建设完成１０公里的矿区

专用通道，解决了困扰矿区周边村民

出行多年的老大难问题。中盐金坛盐

化有限公司金坛盐矿作为首批批准建

设的国家级绿色矿山，成功通过中国

矿业协会组织的验收。市国土局启动

城市建设控制区综合地质调查工作，

改变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程序繁

琐、时间长、服务费用高的现状。年

内，新设探矿权４个，其中地热３个、

盐矿１个；完成６０家矿山采矿权年检

工作。 （李文俊）

市 政 建 设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市城乡建设部门

坚持优先生态、完善路网、开工轨道、

保障民生、提升品质、建设新城的思

路，以生态绿城建设和保障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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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为重点，推进历史文化名城建设，

组织实施市级重点项目，努力打造现

代精品城市。重点组织实施轨道交通

１号线相关配套工程，其中桃园路、新

堂北路、丽华路、红梅南路按时通车，

所涉相关公用管线的迁改工作进展顺

利。城市道路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努

力缓解中心区交通压力，青洋路高架

北延（青龙路—沪宁高速公路）、河海

东路（东支河西侧—黄河路）于９月

２６日正式通车。遵循小规模、渐进

式、微循环的原则，青果巷历史文化街

区完成大部分征收任务，阳湖县城隍

庙戏楼、松健堂、礼和堂等文保单位完

成修缮保护工作，４处民居组团修缮

工作有序开展。金融商务区的组织机

构框架、项目招商、配套基础设施等工

作均全面展开。

青洋路高架北延工程　（城乡建设局　供稿）

【青洋路高架北延竣工通车】　２０１３

年５月１８日，青洋路高架北延工程开

工建设，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６日完工通车。

工程南起青龙路以南高架二期主线终

点处，向北至河海路交叉口南侧２４５

米处高架主线 入 地。工 程 全 长 约

３２７１米，其中主线高架桥梁长度３１２１

米；高架部分宽２５米，地面道路部分

宽５０米，道路两侧各建设宽１５米绿

化林带。地面道路、雨水、污水、给水、

通讯、燃气、供电、路灯等设施改造同

时实施。青洋路高架北延工程的建

成，加强了常州市高架快速路网与高

速公路的衔接，实现交通快速转换、无

缝对接的目的。

【河海东路建成通车】　１月，河海东

路开工建设，９月２６日完工通车。河

海东路西起东支河西侧，东至黄河东

路，全长６６６米，一般路段红线宽４７

米，标准横断面形式为３．５米人行道

＋１８米车行道＋４米中央分隔带＋１８

米车行道＋３．５米人行道。河海东路

跨东支河现状桥梁两侧，各拼接新建

３．３米宽三跨（１６米＋１６米＋１６米）

简支板梁桥１座，现状桥面绿化分隔

带改造成桥面，拓宽改造后桥梁总长

５２．９米，总宽４７．６米；桥梁台后设置

挡土墙，新建踏步连接河海东路与东

支河临河人行道。雨水、污水、给水、

燃气、通讯、供电等各类管线及交通标

志标线、智能交通、公交站台、路灯、绿

化等配套工程同步实施。

【玉龙路贯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日，

玉龙路贯通工程开工建设，２０１４年１０

月完工通车。该工程北起创业路，南

至沪蓉高速公路北引道终点处，道路

全长６０６９米，一般路段红线宽４０米，

创业路至辽河路路段横断面为２．５米

人行道＋１４．５米车行道＋６米中央分

隔带＋１４．５米车行道＋２．５米人行

道，辽河路至高速公路北侧横断面为

２米人行道＋１７米车行道＋２米绿化

带＋１７米车行道＋２米人行道。道路

在跨越沪蓉高速公路桥梁引道两侧新

建辅道，辅道宽度均为８米，横断面为

２米人行道＋５．５米车行道＋０．５米

绿化带。道路跨越三里河、安百河、济

农河、新三河、北凤凰河、王下河处，分

别新建单跨简支板梁桥各１座。

【西林路建成通车】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

日，西林路开工建设，２０１４年９月底

完工通车。该工程北起怀德南路，南

至中吴大道，全长１１８７米，一般路段

道路红线宽２０米，标准横断面形式为

３米人行道＋１４米车行道＋３米人行

道。雨水、污水、给水、燃气、通信、供

电等各类管线及交通标志标线、信号

灯、智能交通、路灯、绿化、公交站台等

配套工程同步实施。

【丽华路建成通车】　４月２０日，丽华

路开工建设；９月底，道路西半幅完工

通车，年底全幅通车。该工程北起劳

动东路，南至中吴大道，全长１５１１米，

一般路段红线宽５２米，标准横断面形

式为３米人行道＋４．５米非机动车道

＋３米绿化带＋１１．５米车行道＋８米

中央分隔带＋１１．５米车行道＋３米绿

化带＋４．５米非机动车道＋３米人行

道。道路跨越刘塘浜河道处新建单跨

８米简支板梁桥１座，桥梁总长９．８

米，总宽５２．６米。雨水、污水、给水、

燃气、通讯、供电等各类管线及交通标

志标线、信号灯、智能交通、公交站台、

路灯、围墙、绿化等配套工程同步实施。

【桃园路完成改扩建并通车】　６月２８

日，桃园路改扩建工程完工。桃园路

改扩建工程实施范围，西起和平北路

（同济立交桥的地面匝道），东至延陵

东路，道路全长约１２４７．９９米，宽２４

米，道路沿线实施港湾式公交停靠站

及延陵东路交叉口渠化。道路终点处

东太平桥根据规划宽度拓宽。沿线敷

设雨污水、给水、通讯、燃气、供电等市

政管线。该工程的建成，提高了道路

等级，改善了区域路网的交通服务功

能，对提高周边区域的交通整体服务

水平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光华东路工程】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４

日，光华东路（采菱港东—青洋路）开

工建设；２０１４年１２月，道路水稳部分

全部完成。该路段西起采菱港东，东

至青洋路，道路全长１３４２米，一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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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红线宽３０米，标准横断面为４米人

行道＋２２米车行道＋４米人行道；人

行道外侧规划控制１０米绿化带，面积

为１６７１４平方米。道路跨越凤凰浜和

前浪浜河道处新建简支板梁桥各１

座。其中，凤凰浜桥跨径１６米，长

２０．５４米，宽３０．６米；前浪浜桥跨径６

米＋８米＋６米，长２４米，宽３６．６米。

雨水、污水、给水、燃气、通信、供电等

各类管线及交通标志标线、路灯、绿化

等配套工程同步实施。

　　市领导在地铁开工仪式上向常州地铁志愿服务队、常州地铁青年突击队

授旗　（轨道公司　供稿）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０日，光华东路（丽

华北路—采菱港东）开工建设；１２月，

除未拆迁部分外，水稳结构基本完成；

桥梁下部结构基础除不能施工外，全

部完成。该路段西起丽华北路，东至

采菱港东，全长１１８５米，一般路段红

线宽３０米，标准横断面为４米人行道

＋２２米车行道＋４米人行道，港湾式

公交站台及交叉口渠化段在此基础上

拓宽３米；光华路在采菱港两侧分别

设置５米和７米宽匝道与规划道路三

及凤凰岛路沟通，其中规划道路三以

西匝道段宽５２米，横断面形式为５米

辅道＋６米绿化带＋４米人行道＋２２

米车行道＋４米人行道＋６米绿化带

＋５米辅道；凤凰岛西路以东匝道宽

６０米，断面形式为２米人行道＋７米

辅道＋６米绿化带＋４米人行道＋２２

米车行道＋４米人行道＋６米绿化带

＋７米辅道＋２米人行道。道路跨越

采菱港处新建七跨简支板梁桥１座，

桥梁跨径为３×２０米＋３０米＋３×２０

米，总长１５４．０８米，总宽３０．６米。在

２号及５号桥墩两侧顺河设置４座人

行踏步，东、西桥台后两侧分别设置

７５米和６５米长Ｌ型钢筋混凝土引道

挡墙。光华路人行道外侧设置１０米

绿化林带（道路渠化拓宽段为７米），

绿化总面积１３０３７平方米，其中天宁

区养老服务中心地块段道路北侧绿化

林带面积１５７４平方米，其余路段（不

含刘塘浜南侧地块范围段道路北侧绿

化林带）绿化带面积１１４５３平方米。

雨水、污水、给水、燃气、通讯、供电等

各类管线及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智

能交通、公交站台、路灯、绿化等配套

工程同步实施。

【丁塘河湿地公园】　２０１３年３月开

工建设，２０１４年７月正式开园。公园

位于戚墅堰区龙城大道与大明路交叉

口西南角，北至龙城大道，南至东方西

路，东 临 大 明 路，规 划 用 地 面 积

２５００７０平方米，２／３的面积为地势较

低的洼地、鱼塘、鸭塘等，被定位为城

市湿地。因公园南侧不远处是丁堰果

园遗址，属于马家浜文化晚期的新石

器时代，因此公园设计中融入了杆栏

式建筑、石斧石器、穴居等马家浜文化

元素，并在表达“穴居”概念的公共建

项中展示丁堰果园遗址考古发现的一

些文物。公园还保留了地块原有的双

赢机床厂厂房，充分利用老厂房的框

架结构，以溪流引入、植物悬挂等设计

营造现代休闲空间。

【凤凰公园】　３月开工建设，２０１４年

年底基本完工。公园位于中吴大道以

北，雕庄路以东，总面积９．２７公顷，是

展示以“凤凰为载体、文化为灵魂”的

区域性综合公园。公园内部水系沟通

南北新老运河，蜿蜒流转，姿态万千，

设置有凤凰广场、凤舞九天栈道、石堑

流水、凤鸣朝阳等重要景点。公园内

还设有一座社区体育健身中心、两座

休憩亭、两组休闲廊架，为市民、游客

提供了休憩交流场所。

【路政养护】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建设管

理部 门 维 修 市 政 路 面 沥 青 路 面

１０６３５２平方米，更换各类道板２９３４４

平方米，更换侧平石２５７５米，发生维

修资金超３０００万元。年内，在固体密

封胶灌缝试点２年后，养护单位已自

购灌缝设备，推广新技术和新材料的

应用，全年完成固体密封胶灌缝长度

１２万米。在西横街试点用苏布洛克

砖进行人行道改造，将原来的砼基础

加厚补强，用苏布洛克砖代替原来彩

道板，逐步更换那些不再规模生产的

道板，全面提升人行道板维修质量。

继续规范整治盲道。按照《无障碍设

计规范》《无障碍设施施工验收及维护

规范》《无障碍建设指南》，逐一排查道

路的无障碍设施，对缺损、脱落的盲板

进行维修，对铺设不规范的进行整改，

累计完成１５７条道路的１．１５万处（约

２万平方米）无障碍设施整改工作。

（孙伯琦）

城市轨道交通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城市轨道交通办

公室重点在项目审批、工程筹划、征地

征收、配套项目、人才储备、资金筹集

等方面做好相关工作，保证轨道交通

１号线如期开工建设。完成全线施工

招标图、车站主体围护结构施工图，施

工图设计与审核进度满足施工需要。

落实１号线新增国有建设用地耕地占

补平衡指标，全面启动站点征地征收

工作，加快推进车站上方附着物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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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在车站全面开工前，提前实施

桃园路、新堂北路、古村巷、正素巷、丽

华路、红梅南路等一批道路疏解工程

以及管线迁改、绿化迁移工作，为车站

施工顺利进行创造条件。通过引进高

层次技术型人才、开设运营订单班等

举措，组建完善建设和运营团队。７

月２１ 日，常 州 地 铁 官 网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ｚｍｅｔｒｏ．ｎｅｔ．ｃｎ）完成升级改

版。 （罗　庆）

【轨道交通１号线正式开工】　１０月

２８日，常州市轨道交通１号线正式开

工建设。在完成规划、报批、勘探等一

系列前期工作后，武进、新北两个标段

正式拉开建设序幕。２８日上午，市轨

道交通１号线一期工程在嫩江路站举

行开工仪式。市委书记阎立宣布正式

开工，市长费高云为常州地铁志愿服

务队、常州地铁青年突击队授旗。

　　１号线横跨常州市南北骨干线，

一期工程南起南夏墅，北至北海路，长

约３４公里，共设２９个站点，其中地下

站２７个、高架站２个，将先后在新龙

站、常州北站、汉江路站、翠竹站、文化

宫站、茶山站、武进区站、龙跃路站与

远期规划的４、３、６、５、２、４、６、３号线形

成换乘。一期工程设新龙车辆段与综

合基地１处、控制中心１座，在大学城

北、同济桥、龙虎塘设３个主变电站。

整个工期预计从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９年。

此次首先开工的是１号线一期工程的

先行段，分为南北两部分，约为５公

里，预计２０１７年完成土建。

（李兆娟　罗　庆）

【常州地铁标志发布】　５月２３日，常

州地铁标志正式发布。该标志由常州

本土设计师于达波设计，非常显著地

体现出地铁的特质。标志中，常州地

铁的英文缩写“Ｃ”“Ｍ”两个字母变化

出隧道图形，深邃而富有层次，体现着

城市轨道交通的一个个站台和区间，

象征着地铁让城市得到延伸和发展。

另外，标志图形也是淹城的简化图案。

【常州地铁官网升级改版】　７月２１

日，常州地铁官网完成升级改版。改

版后的官网进入页面以果绿色为背

景，以视屏的方式嵌入，大气磅礴。改

版后的网站，内容丰富，图片、新闻、视

频一应俱全，更加重视网络内容的建

设和网络信息的及时公布，成为沟通

公司和市民的一个全新纽带。

（罗　庆）

园 林 绿 化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园林绿化部

门围绕建设苏南现代化示范区目标，

积极开展城乡绿化规划编研、建设和

管理工作，推进公园绿地建设，举办园

事花事活动，加强长效管理，着力打造

绿色宜居城市。启动建设城区、宋剑

湖湿地、郑陆等５个郊野公园，累计增

绿１６１公顷。启动建设９个大中型公

园、１５个小游园，累计增绿６０３公顷。

建设生态绿道３４项２０３公里，包括滨

水型生态绿道７项３９公里、路段型生

态绿道２７项１６４公里，增绿２１２公

顷。武进区环湖东路、中心城区新堂

北路、棕榈路、大明路生态绿道、金坛

长荡湖环湖路、溧阳南山花园绿道等

１４条生态绿道基本建成。完成高架

道路绿化专项整治，补植面积３万平

方米，增加取水点２０多个。配合慢行

系统建设工程做好高架道路沿线绿化

迁移调整工作，迁移各类乔木４０００余

棵、各类色块灌木等４．５万平方米。

完成机场路绿化整治工程，面积１．８

万平方米。组织实施市区３条主要景

观道路花卉布置工程，摆放花卉３０６

余万株，大力提升城市景观。至年末，

全市建成区绿地总面积７９５７．０７公

顷，其中新增城市绿地面积７２４．２２公

顷，建成区绿地率３９．０４％，绿化覆盖

率４２．９７％。翠竹公园维修工程、蔷

薇园湿地公园改造工程相继竣工。

　　年内，市园林局制定《常州市市区

居住小区绿化调整实施意见》和《居住

小区绿化调整实施操作规范》，对小区

内绿化集中修剪、迁移、砍伐及局部调

整改造工作进行梳理与界定，推出集

中修剪和代管调整新理念，明确实施

主体，界定各方职责，进一步规范居住

小区绿化调整的管理机制。提升行政

审批效能。完成行政许可权项目和行

政处罚权项目清理审查工作，６项行

政审批事项和８项行政处罚权上网公

示，接受社会监督；进行流程再造，压

缩办理时限，简化相关手续，为企业提

供便捷服务，行政审批事项承诺时限

平均缩减３个工作日；试行重点建设

项目容缺受理及行政审批温馨告知函

服务，书面告知企业审批许可后的注

意事项，为企业做好服务工作；取消因

保障管线安全使用而进行的城市树木

修剪的审批事项，围绕保安全、保景观

的总体原则，保障电力设施保护与绿

化建设的协调发展。全年办理各类行

政许可２４１项，其中准予行政许可

２４０项，办结率１００％，无超期，无投

诉。全年办理开发建设项目绿化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４６项，办理园林绿化自

聘三级项目经理２０２个；核准园林绿

化企业三级资质延续１６项；办理各类

企业资质证明１２１７件。

【“以花为媒———提升敞开公园综合效

益”获江苏人居环境范例奖】　１２月

３１日，“常州市以花为媒———提升敞

开公园综合效益”获江苏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授予的２０１４年江苏人居环

境范例奖。自２００２年起，常州市全面

启动公园敞开建设工程，至２０１４年年

底，市区有敞开公园绿地７３块，总面

积９８０余公顷。２００８年，常州市启动

以“常州市民赏花月历”系列花展为主

题的敞开公园园事花事工程，按照特

色化策划、差异化开展、品牌化目标、

持续化发展的总体规划，一园一花，一

园一展，形成红梅公园的梅花、圩墩遗

址公园的桃花、荆川公园的海棠、东坡

公园的牡丹、紫荆公园的月季、荷园的

荷花、西林公园的桂花、青枫公园的菊

花８大花展，每年８大花展举办的天

数达１６９天，游园人次４００万余，敞开

公园的公益效应得到进一步彰显。

“以花为媒、文化唱戏”，通过花卉文化

与地方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相互融合

促进，系列花展成为政府各部门、社会

各界、广大市民进行互动的开放平台。

【园林绿化规划和战略研究】　２０１４

年，常州市全面开展城市绿线规划。

开展常州市集约型园林建设与立体绿

化建设规划研究、常州城市特色研究、

常州市树种（行道树）规划和集约型园

林设计导则研究，制订“生态绿城”建

设指引和生态绿道系统建设导则等。

结合生态绿城建设、公园绿地１０分钟

服务圈需要、公园绿地５５服务（保证

居民出行５００米左右有一处约５０００

平方米的公园绿地）覆盖要求，完成生

态绿城公园绿地、绿道建设规划、常州

９５１城市建设



市主城区小游园近期建设选址规划和

常州市绿色慢行系统建设规划。

【第七届常州市梅花节】　２月２２日

至３月９日在红梅公园举办。秉承绿

化为本、文化为魂的办展理念，在红梅

阁广场等区域布置了以梅花为主材的

“百花争艳”“喜上梅梢”“穿越梅林”

“八骏闹春”“金钵溢春”等园林小品，

展出宫粉、江梅、玉蝶、杏梅、绿萼、朱

砂、美人梅７大系列梅树，推出开幕式

文艺演出、“新红梅印象”摄影大赛、书

画名家现场书画、“老骥伏枥”书画展、

“墨海新潮”书画展、“繁花似锦”春花

展、“文化园林，市民分享”常州公园历

史文化图文展、“梅开福到”祈福认养

活动、赏梅文艺大舞台、梅花童子游乐

嘉年华等９大系列文化活动，接待游

客３５万人次。

【第二届荆川文化节暨海棠花会】　３

月２９日至４月７日在荆川公园举办。

设置海棠花景点４处，荟萃名贵的垂

丝海棠、贴梗海棠、西府海棠、湖北海

棠、北美海棠、日本海棠近千余株，海

棠盆景２００盆，举办海棠科普知识展、

唐荆川生平展、海棠摄影作品展、海棠

花征文比赛、唐荆川研究会系列活动、

海棠盆景精品展、多肉植物精品展、常

州篆刻艺术展、永红街道家庭花卉科

普展、钟楼区“文明社区天天乐”文艺

大舞台等活动１３项，吸引游客３０万

人次。

【２０１４圩墩文化节暨桃花花会】　３月

３０日至４月１３日在圩墩公园举办。

以“寻找心中的桃花源”为主题，展出

５大系列３１个品种千余株观赏桃以

及郁金香、薰衣草等精品花卉，打造层

次丰富、意境悠远的桃源盛景，表达人

们对古朴自然、隐逸闲适生活的向往。

花会期间举办了桃花花会开幕文艺演

出、摄影大赛、少儿绘画展、主题征文、

书画名家现场手绘桃花扇、书画名家

现场剪纸、桃科普知识展、故事传说、

上巳活动（曲水流觞、投壶礼）、“桃花

朵朵开”圩墩花海姻缘会、桃园祈福

会、精品文艺节目演出、桃木工艺品

展、美食街、亲子游乐会等１５项系列

活动。

　　为提升公园景观，圩墩公园对湿

地花溪景区进行了重点改造，对岛上

乔灌木及地被进行了调整移植，从中

国农业科学院引进病虫害少、长势健

壮、株型美观的红、白、粉、复色等重瓣

观赏桃１３个品种５００株，建成面积约

３０亩的观赏桃专类园。至年底，公园

有观赏桃３１个品种，涵盖观赏桃６个

品系中的５个。为增加桃花节游园氛

围，公园还在湿地花溪景区引进栽植

了红、粉、黄３个色系４个品种的荷兰

进口郁金香种球近２万株，打造了“怡

然自得”“鹿趣”等绿雕景点，并采用现

代园艺手法配置了巴西牡丹、龙面花、

飞燕草、鼠尾草、薰衣草等花境植物，

营造出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景观效

果。花展期间，接待游客量突破２０万

人次。

【第五届常州市牡丹花展】　４月５日

至５月３日在东坡公园举办。以“盛

世牡丹，东坡雅韵”为主题，展出精品

牡丹９大色系６０余个品种５３００余

株，打造“除夕夜野宿常州东门城外”

“雨中花”“牡丹和韵”“凤穿牡丹”等东

坡文化景点４组，举办了开幕式演出

及市民赏牡丹、市民品雅韵、市民咏牡

丹、市民拍牡丹５大系列１１项活动。

通过技术养护，该届牡丹花展单朵牡

丹花最大直径２０厘米，为历届最大；

整个花展花期从以往的半个月延长至

一个月，展出规模、牡丹品种及色系、

赏花花期均为历届之最。经过改造提

升，东坡公园牡丹园占地６５００平方

米，其中牡丹种植面积约３２００平方

米，配植芍药、荷包牡丹等品种作为牡

丹花期的延续和补充，形成了结构合

理、园路通畅、层次丰富、景观优美的

公园特色景区，是常武地区乃至江南

地区牡丹集中观赏佳地之一。花展接

待游客３０万人次。

【第十九届常州市月季花展】　４月２７

日至５月２５日在紫荆公园举办，红梅

公园月季园为分会场，主题为“浪漫月

季，锦绣天宁”。花展以月季花盛开过

程为时间轴，把花展活动分为“含苞待

放”“争奇斗艳”“繁花似锦”３部分，逐

步将花展活动推向高潮。主要活动有

月季花展启动仪式、书画家现场书画

月季活动、花仙子赏花暨纸玫瑰义卖

公益活动、“我爱市花”月季摄影比赛、

“市花大家赏”精品月季展、月季优秀

摄影作品展、经典歌曲市民模仿汇演、

月季养护知识讲座、“社区天天乐”文

艺汇演、第四届常州市玫瑰婚典、常州

市婚庆创意大赛、摩天轮梦幻婚礼秀

１２项。花展期间，紫荆公园在北门广

场、南入口等处布置了以月季为主材

的景点供市民游客观赏，各休息亭处

设置了月季主题展板，方便市民游客

全面了解月季文化，共接待游客３０万

人次。

【第四届常州市菊花节】　１１月１—９

日在青枫公园举行，以经费节约、布展

创新为原则，以“菊韵钟楼，美丽常州”

为主题，设置“孔雀开屏”“古陶绯扇”

“二龙戏珠”“采菊东篱”等８个菊花造

型景点，展出精品菊花５万盆２５０余

种，举办文艺表演、菊花知识科普、文

明游园推广、美食嘉年华、多肉植物展

览等活动项目。丰富多彩的园事活动

和层林尽染的色叶景观相得益彰，构

成独特的文化和魅力，接待游客２０余

万人次。 （朱春晖）

公 用 事 业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重点开展

轨道配套管线迁移工程，迁移供水、排

水、燃气、照明专业管线约１５公里；实

施城市供水应急取水头部和泵站工

程、城市天然气利用三期工程、城市污

水处理能力提升工程，继续实施城市

排水市区雨水设施能力提升工程和低

洼地改造工程，立足民生实事，加强运

行管理，不断提升公用产品质量和服

务，全年各项城市公用事业运行健康、

安全。

【城市供水】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区供水

量２．６２亿立方米，售水量２．１２亿立

方米，产销差降至２２．５１％；水质综合

合格率、管网压力合格率、主要供水设

备完好率、管网抢修及时率和用户投

诉处理及时率均为１００％。年内，市

自来水公司重点对所有二次供水泵房

进行全面专项检查，加装磁性锁等安

全装置，同时落实严格的巡查制度，并

对市区６３个住宅小区、２９７个高层二

次供水水箱进行清洗、消毒及水质检

测，及时处理各类供水设备故障７０４

次，保障了二次供水秩序的安全稳定。

【应急水源取水头部及泵站工程开工】

　常州供水系统水源单一，一旦长江

突发流域性污染，城市供水安全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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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２０１４年，为提高城市应对突发

流域性水源污染的能力，确保城市供

水系统的安全，常州市根据《江苏省城

市供水安全保障评价标准》以及《常州

市城市供水专项规划》中对应急供水

规模的要求，着手实施应急取水头部

及泵站建设工程。年内，已完成项目

规划选址和项目建设用地的土地预审

审批、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价和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及审批，完成德胜河农

业用水功能区划调整并取得省政府批

复、省水利厅取水许可审批和防洪审

批、省发改委一期工程项目核准审批，

完成一期工程地质勘探和施工图设

计、一期工程管线部分工程施工和招

投标，管线安装部分已开工。１１月

底，土建部分开工建设。

【常金给水管线迁移工程】　８月１０

日完成所有施工任务。由于市自来水

公 司 ２００５ 年 铺 设 竣 工 的 常 金

ＤＮ１２００输水管道位于原金武路以北

约３米的位置，埋深较浅，直接影响金

武路扩建。为了确保金武快速通道建

设的顺利进行和给水管线的供水安

全，市自来水公司在与道路建设方、规

划设计部门研究后，决定将该管线全

段移位至新规划道路以北约４．５米的

位置。该项目总投资６０８５万元，管道

迁移总长度１９．６公里，并成功置换老

供水管道。

【网上自助缴纳水费开通】　２０１４年，

常州市区开通支付宝、江南农村商业

银行网上支付、自动缴费机等自来水

费缴纳功能，用户通过上网操作即可

在线支付缴纳。运行以来，通过支付

宝缴 费 累 计 ２９５０１ 笔，收 取 水 费

２２５．５万元，支付宝已成为市自来水

公司缴费量最多的第三方收费方式。

市自来水公司还推出水费自助缴费业

务，在天宁、钟楼、新北、戚墅堰服务中

心共安放６台自动缴费机，节省时间、

人力成本，进一步方便用户缴纳水费。

【城市排水】　２０１４年，全市４座城市

污水处理厂处理城市污水１．６７亿吨，

比上年增长３．０６％，出水水质执行国

家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 Ａ标准；中水

利用１３８０万吨，增长１．９２％。污水

处理达标率１００％，城市生活污水集

中处理率９０％以上。全年焚烧污泥

１２．３万吨，与上年持平。年内，全市

污水运行在提高达标率、设备稳定良

好的基础上，强化达标管理能力，并通

过科研逐步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问题。

城市雨水设施能力提升一期工程和戚

墅堰污水厂三期工程也相继开工。在

行业技能竞赛中，江边污水厂刘磊获

污水操作工全省第一名、全国第九名。

【污水管网建设】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区

建成市政污水管道２１．９公里，总投资

５９３０万元。江边污水厂进水管网完

善工程开工建设，重点实施长江路污

水干管工程，采用直径２．２—２．６米的

大口径管道，１１公里全线深埋顶管，

施工难度大，创下全市大口径长距离

单项工程建设之最。

【新建住宅小区排水“三统一”管理】　

４月，市城乡建设、规划、房管、物价４

部门联合发布《常州市区新建住宅小

区排水工程管理意见》，在全省率先明

确新建住宅小区排水工程由开发企业

委托市排水管理部门统一设计、统一

建设、统一管理（“三统一”），其中统一

养护管理为全国首创。同月，市城乡

建设局出台《关于加强常州市区新建

住宅小区室外排水工程技术管理的通

知》，强调住宅小区排水工程是重要的

小区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工程，从事

其设计、施工、监理的单位和人员必须

符合相应的专业资质和资格要求，小

区雨水系统设计重现期不少于３年，

雨污水压力管必须采用ＰＥ实壁管或

球墨铸铁管，进一步规范建设管理。

年内，亨达未来城在全市第一个实施

“三统一”管理，平岗新苑第一个签订

养护协议，松涛苑、清溪人家、菱溪名

居等安置小区相继签订排水委托建设

合同。

　　由于历史原因，排水管道由开发

企业建设，物业公司后续管养，存在着

设计标准不高、施工质量难以保证、后

期养护普遍缺失等问题，小区排水成

为重大民生隐患，是全国普遍存在的

难题。常州住宅小区继供水、供电、供

气由专业管线单位管理后，排水管理

也纳入专业化“建、管、养”，将从源头

上解决排水管线“最后一公里”的后顾

之忧，实现新建小区排水管道与住宅

小区房屋主体寿命大致相同的目标。

【城市燃气】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区新建

燃气中压管网６２公里，其中改造管道

２３公里，完成投资预算８０００万元。

全年供气３５５６６万立方米（其中压缩

天然气２６７５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７％；发展民用客户３９４９１户、工商客

户２８７户。５月，开工建设城市天然

气利用三期工程，主要对城区９６公里

老旧铸铁燃气管进行改造，提高燃气

管网安全运行，年内完成２２公里。金

坛盐穴储气库项目地面工程顺利开

工，将提高区域天然气战略储备能力，

起到应急供气和调峰作用。

【燃气安全管理】　２０１４年，市城乡建

设局制定实施《常州市燃气企业安全

生产目标责任制考核细则》，并联合市

消防、质量监督等部门开展燃气泄露

报警装置专项检查。抽检燃气企业、

宾馆酒店、学校、医院等单位２９家，对

所发现的问题责令相关单位立即整

改。开展全市燃气管网管道安全生产

专项检查，在企业前期自查的基础上，

市燃气安全管理部门抽查天然气企业

５家，发现安全隐患及问题３６处，要

求属地燃气管理部门督促其整改。在

企业对所属站点安全检查的基础上，

市燃气安全管理部门全面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巡查站点８５家，开具停业整

改７份、现场整改通知书７份，５起移

交城建监察支队处理。

　　８月１２日至８月底，由市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组织市建设、公安、安全监

督、质量监督、消防等部门，对新北、天

宁、钟楼、戚墅堰区范围内的燃气企业

及燃气存储使用场所进行拉网式检

查，对金坛市、溧阳市、武进区燃气安

全专项检查情况进行明察暗访。联合

检查组共检查各类燃气企业２６家、液

化石油气供应站点１００个，发现隐患

３６１处。查处不合格液化石油气钢瓶

４１只，对９起违法违规行为分别依法

移送安全监督、质量监督、建设监察部

门查处。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和存在

的问题，相关监管部门依法下发整改

意见书，责成整改。

【城市照明】　２０１４年，全市拥有功能

照明设施１４０２６５盏，景观照明设施

２４５９３９盏，线路总长５４８３．３４公里，

总功率４０９６０．７９千瓦。市城市照明

管理处完成轨道交通１号线杆线迁移

和青洋路高架延伸段、新堂北路、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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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等照明工程项目２２９个，安装照明

设施２２０６６套２５４７５盏；完成新建工

程量１．１３亿元，比上年减少２．９％；

管 养 的 城 市 照 明 设 施 完 好 率

９８．９２％，亮灯率９９．１４％。 （孙伯琦）

城 市 管 理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市城管局围绕

“优化生态环境，打造美丽宜居新家

园”的目标，扎实推进城市管理各项工

作。推进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把整治

行动作为民生工程，实施过程注重体

现民意、依靠民众、服务民生，发动街

道、社区和商户、居民全面参与整治工

作，形成全社会关心、全民支持和参与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的良好氛围。深化

城市长效综合管理，将金坛、溧阳两辖

市纳入长效综合管理考核范围，明确

交界区域管理职责，提升１２３１９平台

的问题受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完善城

管基础设施，提升数字城管系统，推进

生活垃圾转运站、餐厨废弃物综合处

置、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续建、飞灰

稳定化处理提升等项目建设，城市管

理承载能力不断提升。加强市容环卫

管理，规范市容设施设置，完善垃圾收

运体系，强化餐厨废弃物的收运工作，

推进生活垃圾运输车辆专项整治，着

力打造生态宜居的城市新环境。提升

城管执法水平，以规范执法、阳光执

法、文明执法为标尺，以市容保障为重

点，以队伍建设为主线，不断提升城管

执法的战斗力、执行力和创新力。

【城市长效综合管理】　２０１４年，常州

市进一步完善常州市城市长效综合管

理考核工作，将金坛、溧阳两辖市纳入

长效综合管理考核范围，并扩大武进、

新北两辖区的考核面积，拓展考核内

容。下发《关于明确交界区域管理责

任主体和城市长效综合管理重难点问

题的通知》，明确５个交界区域和４３

个重点问题管理职责，要求各区制定

整治方案，并根据整治进度及整治成

果进行考核。

　　调整考评方式。规范样本点选取

流程，确保全程信息不透露。在各类

样本点中，重点突出对菜市场、城中

村、城乡结合部、老小区、安置小区管

理等薄弱环节的考核，其他非重点项

目等则适当降低考评频次。全年现场

考评样本点１３０５６个，巡查网格１４３０

个，专项检查１７次，发现问题４３４７５

个。针对上述问题核查１２７２０个，未

整改２８１个，未整改率２．２％。督查

重点问题２４１个，未整改问题２２个。

　　落实五区互查和会审。每天组织

五区相关人员参与现场考评，每周邀

请五区相关人员参与考评问题考核，

监督考评工作。将城管找差活动纳入

市志愿者协会管理，开展第五届“市民

找差”活动，组织普通市民、基层长效

管理工作人员８０余人，开展找差活动

７次，找出各类问题２００余个。

　　突出问题处置。对运行６年的数

字城管信息系统全面摸底，完善数字

城管系统维护保障方案；加快推进数

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应用软件升级

项目。加强对超时案卷、不满意案卷、

协调案卷、网络案卷等特殊流程案卷

的审核。针对平台受理的重难点问题

开展调研，制定应对措施并加大对该

类问题处置情况的考核力度，有效降

低了投诉率。市、区１２３１９平台全年

接听市民来电１２．７万个，立案派遣各

类城市管理问题１１．４万件。其中，市

级平台接听市民来电７．１万个，立案

派遣各类城市管理问题９．２万件，始

终 保 持 １２３１９ 平 台 电 话 受 理 率

１００％、回 复 率 １００％、按 时 整 改 率

９５％以上，市民对１２３１９平台回访的

满意率９９％。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城市长效综合管理工作考评情况一览表

类　型 单　位 得　分

辖　市
溧阳市 ８５．２

金坛市 ８５．０

辖　区

新北区 ９６．９

钟楼区 ９６．９

天宁区 ９５．７

武进区 ９５．４

戚墅堰区 ９５．４

相关职能部门和责任单

位（事、部件类）

民防局 ９７．０

工商局 ９６．９

水利局 ９６．９

园林局 ９６．９

城管局 ９６．９

交通局 ９６．８

国土局 ９６．８

民政局 ９６．８

公安局 ９６．８

环保局 ９６．８

常州日报社 ９６．６

商务局 ９６．６

城乡建设局 ９６．２

邮政公司 ９６．２

相关职能部门和责任单

位（事、部件类）

计生委 ９７．０

投资集团 ９７．０

广电信息网络公司 ９７．０

联通公司 ９６．９

铁通公司 ９６．８

移动公司 ９６．５

供电公司 ９６．０

电信公司 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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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２０１４年，常州

市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和三年

整治规划，实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４５３个，其中市区３５２个。４月，市

政府与省政府、各辖市区政府分别签

订了目标责任书。至年底，市区除４

个跨年度项目外，其余３４８个项目全

部完成，其中城郊结合部４项、城中村

１１５个、老旧小区２８个、背街小巷４

条、城市河道６条、低洼易淹易涝片区

２４处、建设工地４２个、农贸市场３

个；规范占道经营集中疏导点２个、机

动车辆停放处９处泊位２２８８个；对户

外广告设置集中清理３５处，集中整治

７６处。一批百姓关注的突出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城市环境面貌得到进一

步提升。

　　全面完成环城高架路沿线地区环

境综合整治，涉及美环境、创顶视、增

绿化、亮夜景、净视界、优出让６项工

程。其中，美环境工程完成建筑立面

出新５７．５万平方米，对占地面积２３１

公顷的村庄进行环境整治；创顶视工

程完成屋顶整洁出新４．２万平方米、

屋顶平改绿５．６万平方米、屋顶喷涂

４２．６万平方米；增绿化工程构筑了环

高架慢行体系，实现增绿面积８７万平

方米；亮夜景工程对１７处建筑项目实

施夜景亮化；净视界工程完成大型户

外广告拆除１９处、提升４处；优出让

工程实现土地出让５６万平方米。

【户外广告和景观照明管理】　２０１４

年，市城管局稳步推进户外广告拍卖

工作，合理、公平利用城市公共资源，

全年组织举办拍卖会１４场，成交总额

近１．１亿元。围绕文明城市复检、历

史文化名城创建等全市重大活动，利

用６０块约６０００余平方米ＬＥＤ显示

屏，播放公益宣传６．５万小时，发布其

他公益广告７．１万平方米。全面落实

户外广告、景观照明安全检查，为政府

投资改造的店招店牌、户外广告及景

观照明设施购买公众责任险。加强景

观照明设施日常维护，完善巡查维护、

应急响应度等多项制度。筛选出１７０

幢建筑，通过政府采购中心组织维护

服务招标。完成对丰臣海悦广场楼宇

的绿色能源改造，将纯太阳能供电用

于景观照明系统；完成景观照明监控

系统实施技术升级，新增景观照明地

理信息子系统 ＧＩＳ，实现景观照明设

施的可视化管理。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２０１４年，市城

管局通过规范处置流程、强化法治保

障、推行行政指导、完善数字执法措

施，推进依法行政。严把立案、结案审

批关，完善限期改正程序，强化法制审

查，注重陈述申辩环节的告知和取证，

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同时降低执

法风险。配备法制员，负责执法案件

审核，参与重大行政案件和疑难、复杂

案件的集体讨论，定期召开法制分析

会和通案会，有效保障了依法执法。

通过突出问题约谈、轻微问题告诫、行

政监管劝勉、执法事项提示、重大案件

回访等柔性执法方法，促进城管公众

形象和执法效率的进一步提升。积极

拓展二级指挥平台和数字执法系统功

能，优化固化案件办理流程，对自由裁

量范围进行调整，及时更新数字执法

设备，调整案件编码规则，增加案件办

理状态显示，案件办理和督察方式更

加高效。

　　强化执法监督。制定《常州市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文明规范执法考

评标准及计分细则》，将考评范围扩大

至金坛、溧阳地区，加强对执法队伍不

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考评力度。开

展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暗查，全年督

察执法队员３６４９人次，查纠７１５人次

３７６个问题。加强案件督办。对重大

案件及移送案件，明确办理时限，规范

办理要求，定期梳理遗留案件，进行现

场督办；对信访举报投诉，及时跟踪案

件办理进度，加强与当事人的沟通交

流；对立案案件，通过抽查、现场督察

以及案件回访等方式，及时掌握办理

情况，并对存在问题发出法制督察意

见书，责令纠正或整改。

　　落实专项行动。在市容市政执法

方面，开展项目化管理，每月对项目管

理路段定期巡查，联合各职能部门集

中解决难点问题；联合公安、民族宗

教、综治等部门对少数民族人员乱设

摊点影响市容的行为进行联动执法，

牵头整治河苑新家园及周边地区市容

环境，取得良好效果。在建筑垃圾执

法方面，建立狠抓产生点、消纳点、运

输路线“两点一线”的执法追溯模式，

对重点路段、重点工地实施重点盯防，

开展专项整治活动２０次，教育整改各

类违章车辆１１５６辆。在城乡规划执

法方面，对主城区在建开发地块开展

调查摸底工作，建立在建项目档案，全

年核查建设项目１５３个，建筑面积

１３５９万平方米，查处违法建设９起计

２６２７３平方米。

【城市管理服务】　２０１４年，市城管局

开发 微 信 公 众 平 台 “公 厕 查 询”

（ｃｚｃｇ１２３１９）功能，为市民群众提供便

利。开展１２３１９进社区活动，面对面

受理解决市民问题。推动行政审批下

放，将市区１５条主要道路（路段）的店

面招牌广告、条幅布幔类广告等审批

事项全部下放到区，简化市政类项目

建筑垃圾审批的条件与手续，在已经

大幅缩短审批时限的基础上，承诺件

又平均缩短１至２个工作日。全年办

理各类行政许可事项２３３０件，办结率

和满 意 率 均 为 １００％。先 后 开 通

１２３１９网站信箱、数字城管 ＱＱ、新浪

以及腾讯官方微博、微信公众账号等

网络受理平台，全年累计处理网友反

映问题１１９５个，市民满意率９８％。

【环境卫生管理】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实

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１００％。全

年处理生活垃圾１０５．４９万吨，其中焚

烧处理约７５．７２万吨，发电总量２亿

度，卫生填埋处理约２９．７７万吨；安全

处置各类危险废物１０９７吨，处理粪便

６３５６吨。开展生活垃圾运输车辆专

项整治，投入资金１６８．５万元，对１８４

辆运输车辆进行密闭化改造，将生活

垃圾运输车辆管理纳入长效综合管理

考评范围。建成高架道路清扫监管系

统，对车辆的作业次数、状态、里程和

行驶轨迹等进行实时动态监管。完善

街道、社区村委地理信息，修复错误数

据，为各区环卫信息化共享提供技术

支持。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完成包

括安全填埋场在内的ＩＳＯ９０００质量

管理、ＩＳＯ１４０００ 环 境 管 理 和 ＯＨ

ＳＡＳ１８０００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三大体

系认证工作，这是全国环卫行业中首

个同时获得三大体系认证的填埋场。

　　推进环卫重点工程。餐厨废弃物

综合处置一期和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

心续建二期工程完成项目前期手续，

分别于１１月８日和１２月２５日开工

建设。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地质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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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治理工程基本完成，新增填埋库容

１５万立方米，完成山体生态修复２．６

万平方米。飞灰稳定化处理提升工程

完成基础建设及设备安装调试，常州

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配套项目飞

灰稳定化组合处理技术被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评为科技示范工程。实施生活

垃圾转运站一期工程年度项目，新建

茶山、站北、同济桥３座转运站。其

中，茶山转运站和站北转运站已投入

使用，同济桥转运站受慢行系统建设

及古运河“申遗”影响，建设方案于８

月调整完毕，并有序组织推进。

（施宏伟）

【环卫工人意外伤害互助保障】　１

月，市总工会筹集 ３０ 万元为市区

５０００名环卫工人办理环卫工人意外

伤害互助保障，享受保障的环卫工人

最高可获２万元补助金，具体分为三

种情形：因意外造成伤残的，按照不同

伤残程度可以领取伤残保障金；因意

外事故住院治疗的，可分别领取生活

补助金和住院补助金各１５元／天，最

高可领取１８０天；因意外事故造成死

亡，或自事故发生之日起１８０天内因

同一原因死亡，其家属一次性领取身

故和丧葬补助金１．５万元。同时，为

无法上牌的垃圾收集电动车办理了第

三者责任险、环卫工人意外险和雇主

责任险。据统计，每年常州环卫工人

因在高架或马路上作业而发生的车祸

约１０起，小擦小碰等则更多。

【市环卫行业工作研究会职工培训基

地建成】　该培训基地位于天宁区彩

虹城生活垃圾转运站二楼，设有多媒

体教室、阅览室、陈列室３００多平方

米，旨在为常州环卫工人的职业道德、

专业技能和安全意识等教育培训提供

一个固定的场所，为提升环卫工人的

整体素质建立良好的平台。１月１６

日，基地举行开班第一课，内容是环卫

职工安全培训，各辖区环卫部门和环

卫作业企业的领导、安全管理员、班组

长以及环卫工人代表们参加培训。

（李兆娟）

【餐厨废弃物管理】　２０１４年，市城管

部门处理餐厨废弃物２．４３万吨，日均

６６．５２吨，签约企业的申报率、收集

率、台账建立率、无害化处理率均为

１００％。开展市区联合整治１２次、联

合考评检查１２次，出动执法队员２７２

人次、车辆９３台次，检查签约单位

１５５家，开出行政指导建议书和执法

事项提示书各１４份，行政指导约谈２

家，教育整改３５家，纠正违章４１起。

（施宏伟）

【餐厨废弃物综合处置一期工程开工】

　１１月８日，常州市餐厨废弃物综合

处置一期工程项目在武进区雪堰镇开

工建设。该工程总投资１．３７亿元，占

地４０．７亩，预计２０１５年６月建成投

产。建设内容包括餐厨废弃物预处

理、厌氧消化及脱水、沼渣综合利用、

沼气净化及利用、废弃油脂及提炼等。

项目建成后，日处理餐厨废弃物将达

２４０吨，其中食物残余２００吨／天、废

弃动植物油脂４０吨／天，将从源头解

决地沟油回餐桌的问题，保障常州市

的食品安全。

　　该项目采用国内最先进的设备和

处理工艺，在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

用、环保措施等方面都达到国内先进

水平。餐厨垃圾经预处理后可回收塑

料、金属等资源，沼液通过厌氧消化系

统可回收沼气用来发电再利用，地沟

油提纯及净化处理后可作化工原料，

剩余的沼渣通过堆肥工艺转化成肥料。

【常州市飞灰稳定化处理成全国样板

工程】　６月２０日，由常州市环境卫

生综合厂和同济大学共同承担的常州

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配套项目飞

灰稳定化组合处理技术通过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科技示范工程验收。

　　飞灰是指在垃圾焚烧发电厂烟气

净化系统收集而得的微细颗粒物，富

含高浓度重金属和二英，被世界各

国列为危险废物，需要特殊处理。常

州市环境卫生综合厂飞灰化学稳定处

理工程总投资５９２．６万元，建筑面积

７５６平方米，建有２条生产线，日处理

飞灰３２吨，整个处理过程都在密封状

态下进行，不会产生二次污染。２０１２

年至２０１４年年底，市环境卫生综合厂

处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２万多吨，保

证了光大环保能源（常州）有限公司的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日产日清。每吨飞

灰处理的综合处置成本约６７０元／吨，

与主流的安全填埋处置相比节约支出

４００元／吨以上。稳定化处理后，飞灰

用专用运输车送至生活垃圾填埋场填

埋，不仅能有效控制飞灰污染，还大大

节约了危险废物填埋场的库容。

（李兆娟）

【城市管理宣传】　２０１４年，市城管局

实现宣传载体的广覆盖和宣传内容的

全方位。在《常州日报》《常州晚报》、

中国常州网、常州电台、常州电视台等

媒体上发布各类新闻信息１２９３条。

在《常州日报》开辟《城市管理问计于

民》专栏，在新闻广播电台ＦＭ１０３．４

开设《城管在线》和《城管先锋》栏目，

与化龙巷、中吴网、中国常州网等本地

网站合作，开辟《城管在线》专栏，２４

小时在线为网民解疑答惑。常州城管

微信公众平台形成微动态、微资讯、微

能量、微图说、微播报、微提醒、微互

动、微现场、微问计９个固定栏目，组

织６期线上互动，并开启公厕导航、办

事指南两项特色功能。

　　调动广大群众主动关心城市管理

工作的积极性，以特色活动为抓手，进

一步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开展“百姓

体验城管”活动，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参

与、体验、感受城管，参与者达５０００人

次。在全市城管系统征集“金点子”，

以亲民的动漫形象、通俗的微电影和

动画，引导市民了解城管职能、理解城

管工作。开展地铁围挡广告的征集筛

选工作，征集并应用作品１８幅。积极

参加《政风热线》，局主要领导现场接

受电话咨询，一周受理有效问题８个，

均已移交相关单位进行整改，答复率

１００％。 （施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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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 管 理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建筑业各项

经济指标平稳增长，完成总产值１４９０

亿元，增长１１．８％。按主项资质等级

分，一级、二级、三级企业分别完成产

值１０１３亿元、２５３亿元、２３亿元，占总

产值的６８％、１７％、１５％。按主项资

质序列分，总承包企业和专业承包企

业分别完成施工产值８９４亿元、５９６

亿元，占全市建筑业总产值的６０％和

４０％，与上年相比增长 －１４．２％ 和

２２９％。

　　常州建筑市场有建筑业企业

１２２４家，技术经济人员８９８６人。年

内，全市开展建筑业企业信用考评工

作，６６０家建筑业申请信用考评，考评

６５１家，３６家企业考评等级优秀，其中

施工总承包企业２０家、专业承包１０

家、劳务分包企业２家、市外施工企业

４家；２３４家企业考评等级良好；３８１

家企业考评等级合格。

　　全市全年办理工程施工许可

１１７５项，建筑面积２０８６．５１万平方

米，工程造价３８８．０５亿元，其中市区

（钟楼、天宁，下同）２１０项，建筑面积

４３７．８７万平方米，造价８７．９４亿元；

全市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９１３项，

建筑面积（实测）１９５７．８１万平方米，

工程造价（施工许可）４６７．５３亿元，其

中市区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２１１

项，建筑面积（实测）４７７．３６万平方

米，工程造价（施工许可）９４．８９亿元，

全市施工许可数量、竣工验收备案数

与上 年 相 比 分 别 下 降 ２６．０６％、

１８．２％，建筑面积下降１０．８４％，工程

造价增加３０．１７％。

【市施工图联合审查中心成立】　２０１４

年，市城乡建设局牵头设立常州市行

政服务中心施工图联合审查分中心。

中心为市行政服务中心的派出机构，

隶属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场所

设在常州市新天地花苑１１—２号，有

市城乡建设局（市图审中心）、经信委、

卫生局、安监局、民防局、气象局、消防

支队７部门参与，实行一门受理、联合

审查、同步审批、统一收费。７个部门

的办事须知、表格下载、政策法规、项

目信息等最新内容都在施工图联合审

查管理信息平台网站上公布，为建设

单位提供查阅、下载资料等服务，建设

单位可在第一时间了解项目审查情

况、下载审查结果。

【招投标概况】　２０１４年，全市办理建

设工程项目发包登记４９８项，投资总

额６６９．９４亿元，项目发包登记面积

１３３８．４２万平方米。发包工程项目

１６２０个标段，发包价４０９．３６亿元。

其中，直接发包工程项目６３２个标段，

发包价７７．２４亿元；招投标发包工程

项目９８８个标段，中标价３３２．１２亿

元。通过招投标降低造价４９．１９亿

元，降１２．９％。市区（不含武进）共办

理建设工程项目发包登记２１０项，项

目发包登记面积５１８．０７万平方米，投

资总额３１０．６３亿元。发包项目共计

７１４个标段，发包面积８２８．７２万平方

米，发包价２００．９９亿元。其中，直接

发包工程项目１９５个标段，发包面积

２０９．３９万平方米，发包价２６．０５亿

元；招标发包工程项目５１９个标段，发

包面 积 ６１９．３３ 万 平 方 米，中 标 价

１７４．９４亿元。通过招投标降低造价

３２．０４亿元，降低１５．４８％。７月，“常

州招标办”微信服务平台上线运行，设

有招标公告、中标公示、通知通告、法

律法规、办事指南、施工单位、代理单

位、监理单位等信息查询及在线办公

等１４个栏目。

【非国有资金项目发包方式调整】　４

月，市城乡建设局调整非国有资金项

目发包方式。非国有资金投资建设的

商品房项目是否招标由发包人自行决

定；改革和简化除一些特殊项目外的

其他非国有资金投资项目招投标监管

和手续办理，其招标方式和招标组织

形式备案、招标文件备案、招标情况书

面报告提交、合同备案等事项可一次

性集中办理。

【年度投标保证金制度调整】　４月，

市城乡建设局对年度投标保证金制度

进行调整和完善。调整年度投标保证

金标准。总承包企业的年度投标保证

金标准由２００万元／年调整为８０万

元／年；专业承包企业的年度投标保证

金标准由１００万元／年调整为４０万

元／年，企业有多项资质的，视资质情

况，按就高原则缴纳一项，不需每项分

别缴纳。调整实行年度投标保证金制

度的企业范围。长期在常州施工、信

用分在７５分以上的外地企业在申请

年度投标保证金时，也可申请在市建

设工程交易中心交纳年度投标保证

金，标准为８０万元／年。年度投标保

证金缴纳后，在常州市行政区域范围



内适用，各级招投标管理机构及建设

工程交易中心不得要求企业重复缴纳。

砼实体抽检　（城乡建设局　供稿）

【国有资金投资工程招投标】　１１月，

市城乡建设局制定《关于进一步规范

国有资金投资工程招投标活动的若干

规定》，要求在国有资金投资项目招投

标活动中，施工招标全部采用电子化

招投标，并积极推行监理、勘察、设计

等咨询服务和材料设备的电子化招标

工作。加强标前、标中、标后的招投标

全过程管理，加大总承包模式推动力

度，严格控制平行发包范围，探索建立

中标价、结算价和计价原则闭合管理

体系。推行经济、技术、信用“三合一”

综合评估法，将其覆盖全市（含辖市

区）房建、安装、装饰等施工类工程招

标，科学使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探索运用合理价随机确定中标人法。

科学合理编制最高投标限价，施工、材

料设备招标均应设定最高投标限价，

引入对最高投标限价的第三方审核机

制。要求暂估价和暂定金额应当合理

设定并依法进行公开招标，其合计金

额一般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

２０％。

【造价管理】　２０１４年，市城乡建设局

以健全工程造价形成机制、完善造价

计价依据、提升造价公共服务水平、加

强工程造价计价行为和造价咨询市场

监管为重点，着力转变职能，积极稳妥

推进各项造价管理工作。贯彻２０１３

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各

专业工程计算规范和省２０１４版各专

业工程计价定额，发行新版计价依据，

组织学习培训，制定贯彻实施细则等，

实现计价依据版本升级。继续分上下

半年发布人工工资指导价，维护建设

主体特别是民工队伍的合法权益。开

展绿色建筑造价分析与计价定额课题

研究，从造价、投入角度促进绿色建筑

的推广。按照省新版信用考评办法，

组织开展覆盖全行业的造价咨询企业

信用评价工作。组织开展近４０００人

参与的造价员资格证书验证工作；开

展造价员资格考试工作，全市有３４７５

人报考。继续调整、充实材料价格测

报布点，制定出台建设工程材料指导

价格测报动态评价制度；《常州工程造

价信息》定时出刊１２期，每期发行超

４０００份，刊物连续第六次被评为全国

工程造价管理类优秀期刊。

【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市

报建建筑工程受监率１００％，受监工

程２４７８项，监督面积２８５７．１３万平方

米，其中年内新受监工程３１４项，监督

面积５０１．７５万平方米；竣工２２６项，

面积５３８．６５万平方米；出具监督报告

２２６份。受监市政项目１１４项，投资

９６．６亿，其中新受监市政项目８２项，

投资４８．８亿。７７项工程被评为金龙

杯常州市级优质工程，其中市区２９

项；２１项被评为省扬子杯优质工程，

其中市区１１项。９个项目通过江苏

省建筑业新技术示范工程评审。５００

千伏江苏溧阳变电站获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常州实现

鲁班奖“五连冠”。

　　年内，市质量监督管理全面推行

以“巡查为手段、执法为特征”的监督

模式，将原有的６个验收监督环节缩

减至３个，加大过程监督检查的频率，

对以往验收监督难以发现的问题，做

到“早发现、早处理”。强化基础、主体

及装饰工程的过程质量巡查，对质量

投诉反映较为集中的共性质量问题及

高发的质量通病加大检查力度。

　　实施“三次告知”制度，改进建设

项目竣工验收工作。在建设项目开工

前、质量监督交底时和建设项目竣工

后，及时告知建设单位工程竣工验收

的条件，提醒其他有关部门专项验收

的条件，并提前向建设单位告知竣工

验收备案的有关要求。对通过竣工验

收的项目，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出具《建

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针对新建住宅特别是保障性安居

工程的质量监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住宅工程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治理工

作，重点治理渗漏、裂缝以及水暖、节

能等方面影响使用功能的质量常见问

题，重点做好绿色混凝土的推广和预

拌砂浆品质提升工作，着力构建监管

长效机制。从源头到现场，对主要材

料实施全过程闭合监管。抓好主要建

筑材料的登记管理工作，结合登记信

息及施工现场情况，对工地材料进行

现场检查和处罚，对不合格材料启动

市场清出机制，相关信息通过网络及

时动态公布。

　　突出巡查重点，提升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质量。对于路网完善、城市交

通提升等重点工程，突出重点服务；对

检查井、人行道、路面等有关质量通

病，突出通病防治，保持高频巡查；对

现场管理较薄弱项目或普通性的质量

问题，突出薄弱预控，强化分类监管，

提高抽、巡查频率。

【指纹见证取样送检管理】　１１月１

日起，常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

正式实行指纹见证取样送检管理。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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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建设）单位配备足够的见证人员，

负责取样和送检的现场见证工作。见

证人员对送检样品的代表性和真实性

负责。样品送检时，见证人员必须对

检测样品全程见证，并至检测机构进

行指纹确认。各检测机构必须使用指

纹识别系统进行样品委托。未进行指

纹见证送检的样品，检测机构将在检

测报告上盖“无见证检测”章，无见证

送检的检测报告不得作为质量保证资

料和竣工验收资料。

操作塔吊演示　（城乡建设局　供稿）

【建筑业安全监督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

市建筑业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方针，以提高建筑安全生产管

理水平、遏制重大特大事故为目标，以

落实安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为

主线，坚守建筑安全生产红线，深化安

全诚信体系建设，狠抓建筑安全隐患

排查专项治理，积极推进安全标准化

工作，创新安全教育新载体，不断提升

安全生产管理实效，全市未发生较大

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年初，市建设管理部门下发《２０１４

年常州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目标管理

考核评分细则》，与各辖市区的建设局

签订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

对各项具体工作任务分别量化，增加

重要指标的考核权重，强化安全生产

属地化层级管理的措施。在日常监督

中，各级安监部门狠抓重大危险源管

理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重点时段和

季节性安全生产大检查，加大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力度。相继开展第七个建

筑安全“春风行动”、“双百日”扬尘防

控集中整治、安全生产综合大督查、建

筑起重机械脚手架等坍塌事故专项整

治“回头看”等专项行动。开展各类专

项行动８次，参加稽查行动３０次，组

织专项行动“回头看”３次。严格按照

“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陪

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要求，

全面彻底排查治理安全隐患，坚决查

处、纠正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违规违章

行为，确保受监工程安全生产可控有

序。全市有５００多台塔吊安装预警系

统，省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项

目均安装了扬尘实时监控系统。年

内，常州市成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

展的建筑起重机械一体化管理模式的

试点城市。

　　围绕推进建筑施工安全标准化工

作，市城乡建设部门参与主编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出版的《江苏省建筑施

工安全文明标准化图集》，印发《常州

市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与检查指导

手册》，与市总工会合作出版《建筑施

工伤亡事故分析———六大伤害警示

录》，鼓励和引导企业积极创建标准化

文明示范工地和绿色施工示范工程。

年内，６３个项目成为第一批省级标准

化文明示范工地；５个项目通过第三

批全国绿色施工示范工程复查，优良

率８０％；２个工程被评为国家级ＡＡＡ

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６月２７日，市

建筑施工安全体验中心正式开馆，为

全省建筑行业首家，成为安全教育新

载体。

【建筑行业行政执法】　２０１４年，市建

筑行业执法部门检查各类工程项目

７３６个，处罚案件５８件，处罚金额

５３４．６４万元。受理投诉、举报４９件，

办复率１００％。全年无投诉，无行政

复议、行政诉讼案件。结合《常州市保

障青奥会环境质量临时管控方案》要

求，对全市在建工地扬尘治理进行拉

网式专项检查，查处案件５起。市城

乡建设局联合市技术监督部门、常州

市墙体材料和散装水泥管理办公室等

单位开展多次工程安全、质量联合检

查。创新行政执法，由全过程说理向

行政指导延伸，全年对３个工程项目

开展行政指导工程工作。服务全市重

点工程建设，联合市轨道交通发展有

限公司和公用管线单位开展轨道工程

管线保护执法检查行动２次。

（孙伯琦）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５月１９

日，市政府出台《常州市建设项目审批

全流程再造工作方案（试行）》，进一步

推动常州市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常州市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再造体现

了“全覆盖、大整合、高效能”三大特

点。科学合理设置建设项目审批流

程，将涉及建设项目审批的部门服务、

中介技术服务、公告公示、专家论证评

审、项目单位修改材料等各类环节纳

入审批流程，统一整合成立项、用地审

批、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

收５个阶段，并在各阶段内实施分类

优化；实施由牵头部门组织、相关部门

参与的“一窗受理、抄告相关、同步审

批、限时办结”的部门间并联审批工作

机制，推动阶段内建设项目审批、服

务、中介事项的同步办理、并联办理。

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再造突破原来单

一靠压缩单位审批部门审批时间来提

升审批效能的做法，大幅压缩建设项

目从立项到开工、竣工的审批周期，促

进项目的加速推进、加快建设。

　　市政府还同步制定出台《关于进

一步提升建设项目审批效能的实施意

见》，简化、合并、移交一批审批事项，

并推出容缺受理、形式审查、免审目录

３项创新举措，进一步规范备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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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减涉企收费２项工作。

（孙伯琦　吴　芳）

【建设行政审批事项集中办理】　２０１４

年，市城乡建设局负责实施的行政审

批事项全面向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

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全部向“三合一”政

务平台集中，确保进驻市政务服务中

心的审批事项到位，对窗口首席代表

授权到位；进一步简化审批环节，优化

服务流程，提高办事效率。进驻事项

全部在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办理，接

受“三合一”政务平台网上电子监察和

法制监督，办理的事项名称、办事程

序、申报材料、法律依据、承诺时限、收

费标准及流程环节等都录入“三合一”

政务平台，同时在政务服务中心外网

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最大程度

地压缩自由裁量权，确保审批行为公

开、透明、规范、高效。至年底，市城乡

建设局窗口办理的即办件事项增加到

１９项，压缩承诺件办理时限，９０％以

上的事项可不出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结。

【房屋征收】　２０１４年，市征收管理部

门主动联系各区房屋征收部门，积极

参与补偿方案论证工作，对１５个征收

项目的补偿方案进行论证，对１２个征

收补偿方案和１７个征收决定进行备

案，保证补偿基准价格、安置房价格、

安置房源的落实、相关奖励标准的制

定，既符合项目实际操作，又兼顾项目

之间、各区之间的平衡。８月，举办房

屋征收工作人员业务培训，主要内容

有房屋征收补偿政策、房屋征收评估

操作与实务解读、房屋征收工作廉政

教育等，对通过考核的人员发放上岗

证。根据《常州市市区征地房屋拆迁

补偿安置办法》规定，市征收管理部门

就拟定新的征地房屋拆迁重置价、安

置房建安价和成本价等标准赴武进、

新北两区进行调研，组织房屋评估机

构根据征地拆迁实际补偿水平，参照

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相关

标准进行调整。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２０１４年，常

州市开展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示范城市

创建和绿色建筑行动，并于年内被列

为江苏省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示范城

市，获１５００万元补助。全年启动９个

建筑节能项目，完成计划改造目标的

５０％，节约标煤３０００吨。同步开展既

有建筑节能改造相关政策、技术标准

及科研等配套能力建设。全年共建成

６个省级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

区、３１个绿色建筑标识项目，在示范

区内实施一批高标准绿色建筑项目。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列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项目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申报类别

１ 武进绿色建筑研发中心维绿大厦 江苏武进绿恒置业有限公司 科技示范项目

２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园绿色照明节能改造示范工程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３ 智慧地下综合管网数据全生命周期制作与管理平台 常州市测绘院 软科学研究项目

４ 绿色低碳可持续墙体材料及其配套自保温体系应用技术

研究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

软科学研究项目

５ 建筑垃圾在预拌砂浆中的资源化利用研究 江苏尼高科技有限公司 软科学研究项目

６ 中心支撑钢框架抗地震倒塌安全性研究 常州工学院 软科学研究项目

７ 轻质夹芯板承重、节能及装饰一体化性能的研究 常州工学院 软科学研究项目

８ 碳纤维布加固重组竹梁受弯承载力的试验研究 常州工学院 软科学研究项目

９ 平原水乡城市暴雨内涝预警和防范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 常州市排水管理处 软科学研究项目

１０ 中国散白蚁危害区饵剂系统诱食物质的适用性和优化研究 常州市白蚁防治中心

１１ 纯电动公交车换电站优化设计及其经济运行策略研究 江苏理工学院

【房地产开发管理】　２０１４年，市城乡

建设局出台《关于制定房地产开发项

目建设条件意见书的程序规定》，对中

吴大道北侧、长江中路东侧地块等８０

个拟上市的经营性用地出具房地产开

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办理大明蓝

山湖苑二期等１００个项目的公建配套

建设计划表，落实区外配套建设资金

１．１亿元、市政安置房配建资金０．７

亿元；完成世纪华城三期等第三批５７

个项目的交付使用备案；对星雨华府

等８个项目发放电子项目手册，对鼎

都景园等１２０个项目的电子项目手册

填报情况进行验核。发放《住宅质量

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６．８万套，

其中住宅６万套、非住宅０．８万套。

（孙伯琦）

住房和房地产管理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市房管局按照全

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目标任务和全

市重点工程的要求，全力推进住房保

障和房产管理事业发展。全年新开工

各类保障性住房２２４４７套（户），建成

各类保障性住房２４０１８套（户），在全

省率先做到中心城区中低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应保尽保。

【住房保障覆盖面扩大】　２０１４年，常

州市及时调整全市市区住房保障政

策，继续放宽收入门槛。廉租住房申

请家庭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由１４５０

元（含）以下调整为１５４０元（含）以下，

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家庭的人均月可支

配收入由２３００元（含）以下调整为

３０８０元（含）以下，经济适用住房申请

家庭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由２８００元

（含）以下调整为３０８０元（含）以下。

全年新增廉租住房租金补贴家庭１１７

户，实物配租家庭９５户；新增经济适

用住房货币补贴家庭２０４户；新增公

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家庭７２５户，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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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８日，省委书记罗志军、市委书记阎立、市长费高云看望蓝天新苑住房

保障家庭　（房管局　供稿）

新闸花苑安置小区竣工交付　（钟楼区政府办　供稿）

金补贴家庭５８户。

【公廉并轨实施细则出台】　８月１８

日，市房管局、财政局和发改委联合印

发《关于常州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和

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知》，明确市区

范围内的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

轨运行后统称为公共租赁住房，在保

障方式、租金制定、申请分配、房源筹

集和资金使用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

　　公廉并轨对保障对象没有原则上

的影响，其受理保障的方式、受理地点

和租金交缴的标准不变，只是在租赁

合同上有所变化。原来的廉租房租赁

合同和公租房租赁合同统一为公租房

租赁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公租房的

租金标准按照准市场租金交纳，房管

部门则根据保障家庭的收入情况进行

补贴。低保户、特困户月租金仍按每

平方米１元收取，其他低收入家庭按

每平方米３．５元收取。其与市场租金

之间的差额部分由政府补贴。

【房地产市场】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房地

产市场整体呈现下行调整态势，全市

商品 住 宅 销 售 面 积 比 上 年 下 降

３．８７％，成交均价下降１１．５３％，新增

供应下降２７．９５％，商品住宅存量去

化期１８个月。前三季度市场较为低

迷，第四季度全市商品住宅市场成交

量价开始企稳回升。

　　商品住宅销售有所下降。全年全

市商品住宅登记销售面积６９０．３１万

平方米，下降３．８７％，其中市区商品

住宅登记销售面积５５１．３７万平方米，

下降６．４４％。前三季度市场成交较

为低迷，从四季度开始，受央行放松限

贷和降息的提振，市场成交有所回升。

　　商品住宅成交均价有所下降。年

内，全市商品住宅成交均价６０４７元／

平方米，下降１１．５３％，其中市区商品

住宅成交均价６３４９元／平方米，下降

１０．３９％。上半年因特价房营销比重

增大，市场均价快速下降；三季度，市

场价格出现企稳迹象；四季度，随着销

量的回升和改善型住房成交的增加，

市场均价开始出现小幅回升。

　　二手住宅成交触底回升。２０１４

年，市 区 二 手 住 宅 登 记 销 售 面 积

１４７．７８万平方米，下降１４％，成交均

价５２７０元／平方米，增５％。一、二季

度，市 区 二 手 房 成 交 量 分 别 下 降

４４％、４％，三季度则增１１．０９％，四季

度增６２．３１％。

【产权产籍管理】　２０１４年，市区（不

含武进区）发放各类权证１６万本，涉

及面积３１５９．３万平方米。办理房产

登记１３．９ 万件，其中转移登记 ６．４

万件、抵押登记６．２万件、其他登记

１．３万件。市区（不含武进区）完成测

绘面积１６７３．７万平方米，其中商品

房实测 ８７２．５ 万平方米、厂房实测

２９３．２万平方米、自建房实测４．５万

平方米、分户变更测绘１１．８万平方

米、商品房预测绘４９１．７万平方米。

完成资料立卷归档１４．１万卷，接收

新北区房产档案４．３万卷、戚墅堰区

房产档案０．６万卷，接待档案信息查

询、利用 １０．９ 万人次，协助住房保

障、民政核查９．１万人次，协助司法机

关清案调查１．４万 余人次。为行动

不便的老、弱、病、残群众上门办理权

属登记服务１１０次。

【物业管理】　２０１４年，市房管局深入

推进物业管理考评工作，重点从小区

管理、矛盾调处、业主满意度等６个方

面对全市５区２３个镇街道进行考评；

对政务网络平台、来电来信来访所反

映的物业矛盾纠纷相对突出的小区进

行检查，全年检查住宅小区２６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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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考评和得分情况公布于《常州日

报》和市房管局。

和谐社区　（戚墅堰区政府办　供稿）

　　完善相关部门综合执法进小区工

作，让有执法权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

介入小区管理。在原有基础上专门设

计公示牌式样，统一执法公示牌格式，

张贴悬挂于小区显著位置。

　　在全省率先组建物业管理委员

会。２０１３年９月在怀德苑小区试点

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由街道办事处

（镇人民政府）、社区居（村）民委员会、

社区服务机构、建设单位、业主代表等

５—１１人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代行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职责，有效弥

补当前业主委员会缺位的问题。到

２０１４年底，常州市住宅小区共成立物

业管理委员会９７家，通过物业管理委

员会对小区事务实行全面公开、透明

操作，让业主更充分地享受知情权、选

举权、监督权。

　　严把物业企业资质审批关。对申

请资质升级的企业，除按规定具备场

所、人员和制度等方面的条件外，增加

对所接管项目评价机制；对于人员和

办公场所不到位的新办企业，要求严

格整改到位后才办理。至年底，审批

三级资质３４家、三级暂定资质３９家，

有１９家企业因条件不符合而退件；３

家三级资质企业晋升为二级企业，２

家二级资质企业晋升为一级企业，新

增外来物业企业１２家。

【房屋安全鉴定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市

完成非住宅安全鉴审定２６０户，完成

非住宅房屋安全鉴审定建筑面积

１６０．３万平方米。完成住宅装饰装修

结构安全审定９５１６户，完成住宅安全

鉴定３８户，配合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完成房屋技术状态评定１６户。

完成房屋安全司法鉴定９宗。加大行

政执法巡查力度，及时制止纠正违规

拆改房屋主体结构的不当行为，发放

涉嫌违改房屋结构整改告知函１２３份。

【白蚁防治】　２０１４年，全市签订新建

房屋白蚁预防合同２７４项，建筑面积

７５３万平方米；发放竣工报告３０４项，

建筑面积９９３万平方米。继续实施白

蚁灭治工作新举措，提升白蚁灭治效

率，消除白蚁危害１００７项。扎实开展

白蚁预防工程质量回访，共计１００２

项。严格按照世界银行氯丹灭蚁灵替

代示范项目江苏省项目办公室部署，

组织人员对地下型饵站系统进行检查

维护工作，累计维护饵站１７５７０个。

稳步推进老住宅区公共绿地白蚁综合

治理工程，根据《白蚁危害严重老住宅

区公共绿地白蚁综合治理实施方案》

要求，定期对整体工程维护情况进行

检查，并完成一期工程质量验收，未发

现一例白蚁活动，达到预期综合治理

目标。扩大白蚁灭治优惠群体范围，

在原有残疾人、特困户、低保户等特殊

群体的基础上，为实物配租家庭提供

无偿灭治服务，实施范围为市区（天

宁、钟楼、戚墅堰）实物配租家庭，凸显

白蚁防治公益性。开展《常州地区城

市绿地散白蚁危害及治理》课题研究，

通过研究常州地区危害最严重的散白

蚁的取食群体大小与活动范围，确定

散白蚁的活动范围群体和大小，以预

测散白蚁的潜在危害能力，为散白蚁

的预防和防治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经过２年研究，顺利通过全国白蚁防

治专业委员会评审验收。

【公房解危工程全面竣工】　至２０１４

年年底，全市有直管公房２４６４户，面

积８．２６万平方米，主要分布在老城

区，大部分是建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砖木和砖混结构，老化现象严重。

２０１３年起，市房管局在以往每年修缮

的基础上，开展对直管公房的全面解

危。在市、区房管部门逐户现场排查、

勘察基础上，根据安全第一、缓急有序

的原则，确定维修计划，制定维修方

案，各区房管局具体负责实施。１１月

１８日，２０１４年直管公房解危工程全面

竣工，完成公房维修１１３户３２００平方

米。 （徐超怡）

住房公积金管理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运营稳健，各主要业务指标全部

超额完成预定目标，其中年度新增缴

存资金、提供廉租房建设补充资金等

指标创历史新高，住房公积金通过发

放住房贷款、发放住房购建修资金、对

贷款家庭贴费补息等方式进一步支持

职工住房消费，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余额在全市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中

占２６％。

　　制度覆盖面不断扩大。年度新增

开户职工连续四年超过１０万人，达

１０．１８ 万 人，完 成 全 年 计 划 的

１２７．３％；新增开户单位２６２２家，完成

全年计划的１７４．８％。至年底，全市

累计有２．３３万家单位９４．９万名职工

开户建缴住房公积金。全年归集住房

公积金突破７０亿元大关，达７０．５５亿

元 （含 结 息），完 成 全 年 计 划 的

１００．７９％，增长１３．７４％；累计归集资

金突破４００亿元大关，达４０９．６亿元。

全年提取住房公积金４２．５３亿元，增

长１２．７５％，提取率６０．２８％，累计提

取２２３．４亿元；年末归集余额１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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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１７．７１％，支持住房消费力

度增强。全年发放政策性住房低息贷

款５９．９０亿元，增长１２．９５％，其中发

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１．６３万户

４８．９１亿元，放贷金额完成全年计划

的１２２．２８％，减少２．６１％；当年回收

个人 住 房 贷 款 ２３．０９ 亿 元，增 长

１０．４８％；个人住房贷款余额１７９．０７

亿元，增长１６．８５％。累计发放个人

住房贷款３３０．５５亿元。发放公转商

补息贷款３７４７户１０．３８亿元，放贷金

额增长２９６．１８％；公转商补息贷款余

额１８．６８亿元，累计发放２５．４５亿元。

当年上缴廉租房建设补充资金首次突

破３亿元，达３．０５亿元，累计上缴廉

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１０．８７亿元；发

放保障房项目贷款６３８０万元，保障房

项目贷款余额８２３０万元。全年实现

增值收益３．５８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

１０７．８３％，增长２７．４％，当年增值收

益率 ２．０７％。年 末，资 产 优 质 率

１００％，居全省第一；个贷率９６．１７％，

居全省第四。

２０１４年度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和网上业务培训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供稿）

　　进一步降低融资负担。全年通过

对公转商补息贷款、低收入家庭住房

公积金贷款贴息、２０１４年以前贷款家

庭担保贴费等方式支出共１８３７．２５万

元，受益家庭２万余户；取消住房公积

金贷款担保费，为１０月９日以后发放

贷款的３０００多户家庭退费近５００万

元，为１０月２７日之后的５４９５户贷款

家庭减免担保费支出９００余万元。进

一步提升信息化服务效能。新的住房

公积金信息系统上线，取消所有业务

办理的复印材料，并先后与６家银行

开通直联结算业务，实现职工现金类

业务在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一站式完

成。推广单位网上业务，单位网上办

理业务达到７种，对窗口单位业务分

流达６８％。

　　年内，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金坛

分中心被评为省级青年文明号，武进

分中心被评为江苏省巾帼文明示范

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被评为江

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窗口单位和

服务行业优质服务先进单位。

【百亿公积金助住房消费】　２０１４年，

全市住房公积金用于支持职工购建房

屋、偿还贷款、支持保障房建设等涉房

资金达９７．６亿元。其中，向２万多户

家庭发放个人住房贷款５９．２９亿元

（含公转商补息贷款），职工提取住房

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款或偿还放贷资

金３４．６２亿元，上缴廉租房建设补充

资金３．０５亿元，发放保障房建设项目

贷款０．６４亿元。全市通过住房公积

金贷款购房的家庭中，平均购房面积

１０９平方米，首次购房的家庭占９２％，

非常州市户籍的新市民家庭占４４％。

【公转商补息贷款政策调整】　５月１９

日，常州市调整并在市区（含武进区）

实施公转商补息贷款新政策：最高可

贷款额度由之前的５０万元增加至６０

万元，缴贷倍数从１０倍放宽至２０倍；

申请条件由商贷首套房且住房公积金

不超过二套房放宽至商贷首套房；住

房公积金贴息额度由原来银行８５折

利率贴息提高至基准利率贴息。政策

调整后，当年公转商补息贷款月均申

请金额由０．６３亿元增加至４．０９亿

元，全年申请达４３３８户１２．４７亿元，

申请金额是同期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

的２８％，其中享受到６０万最高额度

的有１６１３户，受益面占到公转商贷款

总数的３７％，由此多申请到贷款资金

２．０６亿元。公转商补息贷款新政既

有效解决了住房公积金资金紧张与满

足职工贷款申请的矛盾，又带动商业

银行信贷资金促进全市住房销售

３０．６３亿元，成交面积５０．２９万平方米。

【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调整】　２０１４

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根据中国

人民银行有关存贷款利率调整的文件

规定，自１１月２２日起同步调整住房

公积金存贷利率。上年结转的个人住

房公积金存款利率由２．６％调整为

２．３５％，下调０．２５个百分点；当年归

集的个人住房公积金存款利率保持不

变，仍为０．３５％。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５年（含）以下由４％调整为３．７５％，５

年以上由４．５％调整为４．２５％，均下

调０．２５个百分点。

【住房公积金贷款担保费取消】　１０

月９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

人民银行联合下发《关于发展住房公

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通知》，其中

第六条降低贷款中间费用明确：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担保以所购房屋

抵押为主，取消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保险、公证、新房评估和强制性机

构担保等收费项目，减轻贷款职工负

担。全市从１０月２７日开始，停止收

取住房公积金贷款担保费用，并对１０

月９日之后发放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包括公转商贷款、组合贷款）进行退

费。截至１２月底，共有约８５００多户

家庭受益政策，平均每户减少担保费

用１６６０元。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　根据

《关于开展常州市２０１４年度住房公积

金缴存基数调整和单位缴存核查的通

知》要求，至８月２０日，全市有１．５１

万家单位５６．０１万人参加住房公积金

基数调整，参调单位数和人数分别比

１７１建筑与房地产



上年度增长１０．４８％和５．７２％，参调

率分别为９２．０７％和９７．５４％，其中有

１．０７万家单位４２．６２万人调高基数，

分别占参调单位和职工的７０．７７％和

７６．０９％。在本次调整中，市区（含武

进）的缴存基数下限调整为１６６０元，

金坛和溧阳为１４４０元，比上年分别增

长１２．１６％和１２．５％；全市缴存基数

上限统一为１５６２０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０５％。缴 存 比 例 仍 为 １０％ －

１２％。基数调整后，全市住房公积金

月应缴额达到５．８５亿元，比调整前增

加５４０８．５３万元，增长１０．２０％，其中

市区月应缴额达３．７７亿元，比调整前

增加 ３６３２．１８ 万元，增长 １０．６７％。

全市人均住房公积金月应缴额达到

９８８元，比上年度增长６．４７％。

住房公积金窗口服务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供稿）

　　与往年相比，２０１４年的基数调整

有两个特点：一是采取定比方式确定

缴存基数的上下限，即上下限分别增

长１２％；二是改往年基数调整时同步

进行的单位年度验审为网上进行缴存

信息核查，核查内容包括单位名称、注

册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组织机

构代码等基本信息，以及单位联系地

址、电话和经办人手机等联系信息。

【新一代住房公积金信息系统启用】　

１月１日，常州市新一代住房公积金

信息系统上线运行。新系统结合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实际工作情况，按照

行政管理、人事管理、业务操作、客服

管理等功能需求，划分为归集、提取、

贷款、财务、稽核、计划、资金、档案、短

信、综合、柜面、客服、行政、人事、标准

化、决策分析１６项功能模块。新系统

不仅实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内部业

务流转的在线审批和无纸化办公，而

且通过采取影像采集技术取消复印材

料、开通银行直联业务，实现职工现金

提取在住房公积金窗口一站式办结。

同时，系统新增与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民政部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等外联单位共享信息的端

口，以解决与外联单位信息共享、材料

核实等难题。

【住房公积金银行直联结算业务开通】

　１月１３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首笔银行直联提取业务办理成功；１

月２６日，首笔直联放贷业务完成。直

联结算业务包括直联提取和直联放贷

两项业务。直联提取业务就是通过职

工申请将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与银行

卡绑定，在提取住房公积金时，把所提

取的资金直接打入银行卡中，提取流

程直接在中心服务窗口一次性办结，

省去职工到银行柜面的二次排队。直

联放贷业务就是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的发放、偿还由中心信息系统直

接发送操作完成，改变了以往由受托

银行手工录入银行系统完成的模式，

方便中心实时掌握资金动向，便于及

时与受托银行进行对账。截至１２月

３１日，中心先后与建设、中国、工商、

农业、江苏、江南６家银行开通直联结

算业务。全年通过银行直联结算业务

共办理提取、放贷、还贷业务１５．６５万

笔，直联支付资金２７．０７亿元。

【住房公积金网上服务厅提升单位业

务功能】　２０１４年，住房公积金网上

服务厅年登录总量１３３万人次。住房

公积金单位网上业务在提供业务政策

查询、业务表单下载、住房公积金缴存

基数调整等１４项功能的基础上，新增

网上补缴功能。集中进行网上业务的

宣传和培训，开展培训２０多场。新增

开通网上业务单位３０５７家，全市开通

网上业务单位累计９６０２家，覆盖职工

４７．９７万人，分别占全市缴存单位和

职工的５０．１３％和７８．６５％。在基数

调整中，通过网上直接办理的职工

３４．５３ 万 人，占 参 调 职 工 总 数 的

６１．６５％。单位新增开户、封存、启封、

转移和个人补欠缴等主要业务网上办

理率６８．１７％。

【住房公积金服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

　２０１４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健

全服务制度。对服务组织、服务场所、

服务人员、投诉处理和服务检查等方

面进行规定；根据住房公积金业务管

理服务标准化建设要求，对归集、贷

款、提取和服务操作规范进行细化，制

定１３２条操作流程。改进服务环境。

８月，新北办事处服务大厅改造后投

入使用，增加服务面积２１７平方米，新

增银行配套服务窗口６个。推进住房

公积金服务窗口、网上服务厅、热线电

话和短信平台四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建

设。在服务窗口环境改善、网上服务

厅功能提升、热线电话扩容后，扩大住

房公积金短信平台的使用范围，全年

发送电子对账单、贷款逾期提醒等短

信２．３７万条，新增服务满意度短信随

访功能，发送服务满意度调查短信

２３００多条，综合满意率９４．３６％。

（朱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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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保 护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立足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和城乡一体

的总体布局，把握调结构、减污染和补

生态三个关键，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

明示范市建设。编制、印发《２０１４年

全市生态文明在行动工作方案》和市

各有关部门的目标任务书，将考核结

果纳入市综合考核，对重点目标、工程

项目完成不理想的实行“一票否决”，

并启动问责机制。全面启动生态绿城

建设，建设市民感受到的、共建共享的

生态文明，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综

合考核连续三年名列全省第二。

　　推进环境综合治理。持续加强大

气污染防治力度，制订出台《常州市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明确

１２０８项大气污染治理任务。推进水

污染综合治理，加大饮用水安全保障

投入，加快集中污水处理厂和配套管

网建设，积极推进面源污染治理和重

点断面达标整治，持续改善水环境质

量。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完成３０家关

停污染企业遗留场地调查和武进区２

项土壤修复工程，全面实施新北区３

家土壤修复工程；完成主要产粮区土

壤重金属污染调查，组织开展耕地、饮

用水源保护区、涉重企业周边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完成土壤污染防治环境

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建成土壤污染数

据库。完成全市年度重金属落后产能

淘汰和污染治理项目，重金属减排工

作通过环保部、省环保厅考核。推进

铅蓄电池企业环保整治，促进行业转

型升级，全面提升企业工艺装备和污

染防治水平。加强核与辐射管理，在

严格审批的同时，实施现场检查２４５

次（家），核与辐射环评执行率、许可证

发证率和“三同时”（设计、施工、投产

使用）验收率、年度评估率、信息录入

率、信访处理率和结案率均为１００％。

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整治，共检查企业

４３９厂次，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２１

起；上线运行市危险废物管理平台，危

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转移计划批准

均在网络平台办理，同时实行电子联

单制度；开展进口废物专项检查，建立

与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信息共

享机制。完成３８６家生产化学品企业

调查，编制并组织实施全市污泥处置

能力建设３年行动计划，金坛市医疗

废物处置项目建成投运。

　　继续利用网络、电视等各类媒体

及户外电子显示屏等各类载体，广泛

深入宣传生态文明建设。组织首届环

保公益广告大赛、共建生态绿城征文

大赛、网友走进环保、污水处理厂开放

日等多项活动，开展生态文明大宣讲

３０余次，引导公众践行绿色生活、共

建美丽常州。 （冯胜健）

【空气环境】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区环境

空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

粒物（ＰＭ１０）、一氧化碳、臭氧、细颗粒

物（ＰＭ２．５）６项主要污染指标的年平

均浓度分别为３６微克／立方米、４０微

克／立方米、１０４微克／立方米、１．７毫

克／立方米、１７１微克／立方米和６７微

克／立方米。其中，二氧化硫年平均浓

度、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一氧化碳

２４小时平均第９５百分位数均符合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ＧＢ３０９５－

２０１２）二级标准，超标污染物为细颗粒

物（ＰＭ２．５）、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和

臭氧，超标倍数分别为０．９１倍、０．４９

倍和０．０７倍。

　　与上年相比，二氧化硫年平均浓

度下降１２．２％，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

下降１６．７％，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

年平均浓度上升２．０％，一氧化碳２４

小时平均第９５百分位数下降１９％，

臭氧日最大８小时滑动平均值的第

９０百分位数上升 １４％，细颗 粒 物

（ＰＭ２．５）年平均浓度下降６．９％。空

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空气污染指数

小于或等于１００）的天数为２３１天，占

全年有效监测天数的６３．８％，首要污

染物为细颗粒物。根据全年降水监测

结果分析，降水ｐＨ 值范围为３．７６—

５．７３；ｐＨ值年平均值为４．９３，比上年

（平均值５．０７）酸性增强；酸雨出现频

率４２．４％，比上年上升１．１个百分点。

【水环境】　２０１４年，市环保部门对市

区２６条河流４７个断面实施监测，总

体水质比上年有所恶化。以ｐＨ 值、

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

氨氮、石油类、挥发酚、汞、铅９项指标

统计，１５个断面符合Ⅲ类及以上水体

要求，占３１．９％，比上年下降６．４个

百分点；２１个断面符合Ⅳ类水体要

求，占４４．７％，比上年上升８．５个百

分点；１１个断面符合Ⅴ类水体要求，

占２３．４％，比上年上升２．１个百分

点；没有断面劣于Ⅴ类水体要求，比上



尧塘浜清水工程整治　（环保局　供稿）

延政路—２６３省道生态绿道建设工程　（环保局　供稿）

年降低４．２个百分点。符合相应水域

功能区划要求的有 ２６ 个断面，占

５５．３％，比上年下降６．４个百分点。

　　各污染水体主要表现为有机污

染，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挥发酚、溶

解氧等。从地域分布看，长江、澡港

河、新孟河等主要水域通道水质较好，

但部分河流，如舜河、郯村河、永安河

等水体污染仍比较严重。

　　西太湖水质与上年相比有所好

转，４个测点水质仍不达标，主要超标

指标为总磷。与上年相比，总氮改善

幅度较大，所有测点的总氮全部达标；

虽然各测点总磷仍超标，但总磷浓度

均较上年有所下降。西太湖处于轻度

富营养化状态，与上年持平。

【声环境】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区区域环

境噪声昼间平均值为５２．６分贝（Ａ），

符合标准要求，比上年稍好；市区区域

环境噪声夜间平均值为５３．９分贝

（Ａ），噪声情况较好。从声源情况看，

主要噪声源为生活噪声，占总数的

６５．６％；其次为交通噪声，占总数的

１７．８％；其余占１６．６％。

　　市区交通干线噪声昼间平均值为

６７．８分贝（Ａ），车流量平均值为１３７１

辆／小时，平均路宽３７．３米，与上年相

比，交通干线噪声昼间平均值、车流量

平均值均变化不大。２０１３年市区交

通干线噪声夜间平均值为５８．１分贝

（Ａ），车流量平均值为３２８辆／小时，

平均路宽３７．３米（交通干线噪声夜间

监测为五年一次，每个五年计划的第

三年监测）。

　　居民文教混合区、商业中心工业

居民混合区、工业区、交通干线两侧区

昼、夜间噪声均达标，达标率１００％，

继续保持良好。 （薛银刚）

【生态绿城建设】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将

生态绿城建设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启动实施生态绿城三年建设行动计

划，大力推进以“增核、扩绿、连网”为

主要内容的生态绿城建设，到２０１６

年，把常州建成为生态格局安全、环境

品质优良、景观空间多样、“处处皆绿，

人人可享”的宜居城市。“增核”，指增

加城市生态核心区保护建设力度，包

括生态源保护建设工程和郊野公园建

设工程；“扩绿”，指扩大公园绿地、街

旁绿地服务范围覆盖率及生态工业园

区、生态镇、生态村社区等生态细胞的

覆盖面，包括城镇公园绿地建设工程

和生态细胞创建工程；“连网”，指通过

水、陆复合廊道和生态绿道的建设，实

现各生态节点的连接，满足物种迁徙

的自然需要及居民日常游憩的需求，

包括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和生态绿道建

设工程。７月，《常州“生态绿城”建设

行动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获常州市规

划审议鉴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市建设

生态文明示范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

印发《常州市“生态绿城”建设引导》

《常州市“生态绿城”建设———生态红

线、生态廊道标识系统建设导则》和

《常州市“生态绿城”建设———生态绿

道系统建设导则》，作为各项建设任务

的配套标准和技术指南。

　　年内，全市重点实施生态源保护

建设工程１２项、郊野公园建设工程５

项、城镇公园绿地建设工程２５项、生

态细胞创建项目１００项、生态廊道建

设工程８项、生态绿道建设工程３７

项，完成１７６项生态绿城建设项目，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的９４．１％，累计“增

核”９６００亩，“扩绿”１．７万亩，“连网”

４００公里。常州国家高新区、武进国

家高新区和武进经济开发区建设国家

生态工业示范园区通过环保部、商务

部、科技部联合组织的考核验收。新

北区罗溪镇、三井街道、龙虎塘街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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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墅堰区潞城街道建设国家级生态镇

（街道）、钟楼区永红街道环境优美街

道提升为国家级生态街道通过考核验

收。５１个生态村、７个生态文明示范

村、１９个绿色社区、１１个绿色学校建

设项目均有序完成。

（周健飞 吴 芳）

世界环境日暨江边污水处理厂开放日活动　（环保局　供稿）

【大气污染防治】　２０１４年，市政府制

定印发《常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实施方案》，明确大气污染治理任务

１２０８ 项，完 成 １１５２ 项，完 成 率

９５．４％。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２３１

天，优良率６３．８％，比上年增加 １７

天。全年市区ＰＭ２．５平均浓度６７微

克／立方米，下降６．５３％。

　　严格建设项目准入门槛。新上项

目实施煤炭减量替代和大气污染物现

役源两倍削减量替代，建成区禁止新

建燃煤锅炉。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超

额完成省“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计划

任务。着力优化能源结构。全市完成

市区４０６平方公里禁燃区范围内１９３

台燃煤锅炉、窑炉清洁能源替代或淘

汰，拆除１２７４台懒汉炉。完成禁燃区

以外４０１台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替代或

淘汰任务。起草《常州市绿色建筑行

动实施意见》，共建设省级建筑节能和

绿色建筑示范区６个，绿色建筑标识

项目３１个。狠抓工业污染治理。完

成全市１１家火（热）电企业、５家水泥

企业和３６家钢铁、铁合金、轧钢企业

提标改造。完成４２家企业挥发性有

机物整治工作。加强机动车污染防

治。公共交通分担率达２８．７％，全市

累计淘汰报废老旧机动车２４３２４辆。

印发《常州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

施意见》，全市上牌新能源汽车６００多

辆，社会汽车运营企业累计安装充电

桩１３９个。开展扬尘综合整治。出台

《常州市建筑施工扬尘控制实施细则》

等规定。５０家钢铁、水泥、火电企业

堆场基本完成整治，混凝土搅拌站和

港口码头整治工作积极推进，部分混

凝土搅拌站完成全密闭改造。建成区

道路机械化清扫率６６．７７％。１０月１

日起，各加油站（点）全面供应国ＩＶ

车用柴油。１２月２０日起，限行范围

进一步扩大至武进区，３５平方公里城

市核心区实施黄标车全天禁行。机动

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发放率达９５％

以上。 （王荣俊）

【水污染综合治理】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

进一步加大水污染综合治理，列入

《２０１４年全市生态文明在行动方案》

的水环境整治项目６３６项，完成６０８

项，在建 ２４ 项，前期 ４ 项，完成率

９５．６％。长江魏村、西石桥、大溪水

库、沙河水库等４个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符合三类水标准，水质达标率

１００％。竺山湖未发生大规模蓝藻水

华，三条入湖河道武进港、漕桥河、太

蟢运河水质均达到四类水要求。全市

１５个太湖流域考核断面有７个达标，

达标断面较上年增加２个。３５个现

代化考核断面有２３个达标，达标断面

较上年增加１个。

　　强化饮用水源地保护，新北区长

江魏村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内６家

企业除永新港码头全面停产外，其余

均已动迁完毕；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

和管 网 建 设，新 增 城 市 污 水 管 网

１５９．９公里。全市淘汰落后产能印染

５０００万米、纺织１５００万米、化纤０．５

万吨，完成３２家工业企业污水接管和

１６４家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推行种植

业清洁生产，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

全市推广商品有机肥２．１万吨、种植

绿肥３．３万亩，新增面源氮磷流失生

态拦截系统２０７．０７万平方米，建成环

湖循环、有机农业工程１５个；加强畜

禽养殖场整治，建成畜禽粪便集中处

理中心２处，完成畜禽养殖场整治工

程３８个，建成生态发酵床３．３３万平

方米；开展水产养殖治理，全市开工建

设池塘循环水养殖工程１６５０亩。建

成农田防渗渠２５０公里，完成６个工

业企业节水示范项目。强化太湖应急

防控。年内，竺山湖全年累计打捞蓝

藻１００７９８吨，常州市连续第七年实现

安全度夏目标。完成２０条河道６个

河塘整治，继续加强２００６年以来完成

整治的１９６条清水工程河道的长效管

理。 （高亚峰）

【环境预警体系建设】　２０１４年，市环

保局全面提升环境管理科学化水平，

最大限度地防范突发环境事件发生。

环境风险信息预警体系自２０１３年投

运以来，及时消除环境安全隐患１００６

起，有效构筑了全市环境安全屏障，增

强了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能力。

　　持续推进重点排污企业规范化管

理。以排污许可为核心完善污染物排

放监督管理机制，重点对化工、印染、

钢铁、水泥、涉重污染行业开展规范化

整治，实施治理设施全流程标识化管

理，完善污染源监控信息库，提高环保

技防监控水平，有效规范企业环境行

为。市排污许可证管理系统２０１２年

网上运行以来，占全市污染物排放总

量９８％以上的１５００多家重点企业完

成治理设施规范化整治，并纳入排污

许可证管理体系。

　　加快监测监控设施建设。建立全

市污染源自动监控统一平台，已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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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监控企业５４７家，共计点位１３７３

个，实现２４小时联网监控。采用一次

规划、分期实施的方式，推进建设流域

性水质自动站和区域性的大气自动

站，逐步形成覆盖全市的环境质量监

测网络。市、区两级环保部门推广使

用统一共享的排污许可证和建设项目

管理系统，全市环保系统“环保通”移

动执法平台完成升级改造，进一步规

范了现场执法流程，实现了市、区之间

的执法信息双向共享。

　　开发运行环境风险信息预警平

台。该平台整合了重点污染源自动监

控、环境质量自动监控、环境信访信息

和建设项目管理信息等系统，配套出

台相关管理制度，对超过阈值的环境

信息进行四级分类预警和处置，实现

对城市各类环境信息进行全天候、全

方位、全要素监控，以及对环境风险识

别、预警、响应、处置、终止和后评估的

全过程管理。

　　全面提升污染应急管控能力。为

保障南京青奥会环境质量，常州市制

订《常州市保障青奥会环境质量临时

管控方案》，明确青奥会期间实施２２

项临时管控措施。青奥会期间全市空

气质量明显改善。自４月１日起，正

式启动太湖应急度夏工作。严格流域

污染源应急处置，定期开展蓝藻巡测

和“湖泛”巡查，每天及时跟踪分析全

市河 流 水 质 变 化 情 况，打 捞 蓝 藻

１００７９８吨。２０１４年夏天，竺山湖未出

现大规模水华，顺利完成太湖应急度

夏工作。 （苗　甫）

【执法监管】　２０１４年，市环保局共检

查企业２６２５厂次，立案查处１６８起环

境违法行为，建议处罚７２１万元，开展

环境执法后督察１８４厂次，全市解缴

排污费１．４７亿元。

　　开展专项督查。围绕大气污染防

治、涉重金属重点行业和医药制造行

业企业环境问题整治，以及重点污染

源环境治理，全面开展整治违法排污

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按

照《常州市保障青奥会环境质量临时

管控方案》，对保障大气环境质量、水

环境质量、环境安全等管控措施落实

情况，开展青奥会环境质量保障专项

检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执法抽

查，重点检查钢铁、水泥、印染、化工、

热电等重点排污企业的大气污染防治

措施落实情况，以及淘汰落后产能、燃

煤锅炉等情况，共检查４２９厂次，对检

查中发现的８起环境违法行为立案调

查，对发现的８７个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不落实、９１个整改进展缓慢等问题，

提交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

督促相关辖市区及部门加快落实防治

措施。

　　加强技防能力建设。建成市、区

两级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全市５４７

家污染源安装自动监控设备，联网点

位 １３７３ 个，数 据 传 输 有 效 率

８２．７２％，全市国控污染源自动监控设

备运行正常率９７．８２％。升级改版

“环保通”移动执法平台，丰富企业信

息库，进一步规范执法流程，并实现市

级和辖市区执法记录双向共享。

　　加强应急管理。应急人员实行

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全年妥善处置突发

环境事件８起。滨江经济开发区化学

工业园、武进武澄工业园、金坛盐化

区、金坛培丰化工园区、溧阳南渡新材

料工业集中区５个化工园区风险等级

评估报告与滨江经济开发区化学工业

园有毒有害气体环境风险预警体系试

点项目通过省级评审。推进重点企业

环境安全管理，完成重点环境风险单

位环境应急预案省级备案９６家、市级

备案８５家、县区级备案４３９家、重大

环境风险源企业环境安全达标整治

２４家。推进环境应急保障体系建设，

依托江苏上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成

立专业的环境应急处置队伍，并列入

首批省级环境应急处置队伍，金坛市、

溧阳市、武进区的应急物资储备库挂

牌，并分别设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

置队伍。 （杨 颖）

【环境监测】　２０１４年，市环境监测中

心按照省、市年度监测方案，全面完成

地表水、环境空气、土壤、噪声、生物生

态等监测工作。全年获得环境质量监

测数据２８５万个，其中手工监测数据

约３３万个、自动监测数据２５２余万

个。 （薛银刚）

【污染减排】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做好年

度减排计划项目全面现场核查工作。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全市１７家企业落

后及过剩产能均完成淘汰或化解任

务。１００多家企业完成强制性清洁生

产审核任务。６５家国控重点污染源

企业中６３家已实行第三方运行管理，

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正

常运行率以及监督性监测率、比对监

测率、监督性监测结果公布率均符合

要求。根据环保部、省环保厅上半年

核查核算结果，全市化学需氧量、氨

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比

上年下降 ２．２％、３．３５％、１．４５％ 和

１６．４４％，超额完成年度削减目标，且

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

三项已提前完成“十二五”总量削减目

标任务。 （丁洪泽）

水 利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突出新沟河

延伸拓浚、城市防洪、中小河流治理三

大重点，推进农水、供水、治水、管水

“四水”联动，在防汛防旱、水利工程建

设、水利规划、水利管理方面取得新进

展，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得

到完善。《常州市水文管理办法》颁布

实施，创建国家节水城市顺利通过现

场考核验收。全年实施５大类６０项

水利水务工作建设，累计完成投入２３

亿元，继续保持高位投入的态势。省

以上对水利支持力度明显加大，全年

省级以上下达常州市资金计划突破７

亿元，金坛市、新北区成功列入国家第

六批重点县项目，实现重点县建设的

再次全覆盖。

　　重大治水项目稳中有进。概算投

资２５．８５亿元的太湖水环境治理新沟

河武进段正式施工，扭转了流域治理

工程多年没有大项目的局面，水利建

设首次呈现出流域治太、区域治理、市

区清水、农村水利“大中小”工程齐头

并进的良好态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

全面展开，列入“为民办实事”年度工

作的圩堤达标工作全面完成，城市防

洪建设取得突破，常州中心城区和溧

阳市溧城镇防洪大包围工程基本建成。

　　改革创新管理稳中有进。新北区

列入江苏省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

革试点区，在确保河塘管护全面覆盖

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泵闸站、圩堤和农

村水利配套设施一体化管护。继溧阳

后，金坛水利投资公司进入实质性运

作。农村水利工程长效管护有新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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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水利综合执法试点进一步深化，在

２０１３年与公安、检察等部门构建联合

机制的基础上，年内加强了与环保部

门的联动，出台水利、环保联合执法机

制，查处力度进一步加大，效能切实提

升。新沟河遥观南枢纽工程率先推行

项目建设代建制，骨干河道“河长制”

和农村水利工程“四位一体”管护加快

推进。市级防汛决策系统软件平台、

武进水务一体化信息平台基本建成，

并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

澡港枢纽放航　（水利局　供稿）

　　年内，金坛愚池湾、溧阳南山竹海

通过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创建验收。１２

月，经省水利厅评选，金坛市直溪镇、

溧阳市戴埠镇、武进区雪堰镇、武进区

横山桥镇、新北区薛家镇和金坛市、溧

阳市、武进区、新北区的５４个村庄获

首批省级“水美乡村”命名，命名数位

于苏南五市前列。全国移民后期扶持

业务培训班在常州举行。

【水利建设】　２０１４年，太湖流域治理

骨干工程顺利完成年度目标。全力以

赴做好矛盾协调及服务保障工作，武

进段年内新征土地全部落实，河道及

南北枢两座枢纽闸站工程建设稳步推

进，全年投资７．６４亿元，完成计划任

务１１２％。中小河流治理推进有力，

１３条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总体进展

９５％以上。城市防洪工程建设取得突

破。常州中心城区和溧阳市溧城镇防

洪大包围节点工程基本建成。其中，

常州市区初步确定有１８座大小枢纽

和站闸参与调度，排涝流量３７４立方

米每秒；溧阳城市防洪包围圈扩大增

至１２０．１９平方公里，达到５０年一遇

防洪标准。在推进大包围节点建设同

时，认真抓好澡港河、丁塘河等城市外

排河道综合整治和机厂河枢纽等其他

片区防洪节点建设，基本达到进度要

求。武进区蟢湖应急备用水源工程、

武南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试运行，溧

阳市中心水厂主体工程基本建成。农

村水利建设持续开展。完成圩堤达标

建设３６６公里，新建改造泵站２９６座，

新建防渗渠道３２２公里，完成建筑物

３７２５座，疏浚县乡级河道７９条、村庄

河塘１７４６座、村组河道１７７条，改造

塘坝６１座，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２４．６２

平方公里。

【防汛防旱】　２０１４年常州汛情呈现

两大特点：阴雨天数异常偏多，全市６

月２０日入梅，７月１８日出梅，梅雨期

２８天，雨日１６天；降水量较常年偏

多，全市面平均梅雨量为２９７．６毫米，

是历年平均值的１．２８倍。太湖及全

市河、湖、库水位总体较上年偏高，但

汛情变化平稳。梅雨期３次强降雨造

成城区个别小区受涝，部分道路和新

建小区车库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出梅

后，９月２２—２３日，全市受２０１４年第

１６号台风外围影响，出现５—７级大

风，溧阳南山景区遭受强降雨引发山

洪，全市组织３０００余人转移避险，

２０００余艘船只回港避风。总体上看，

与２０００年以来同期相比，２０１４年洪

涝灾害损失整体偏低。围绕全市安全

度汛，２月，市防汛防旱指挥部（简称

“防指”）统一部署，及时组织汛前检

查，修订完善各类防汛防旱工作预案，

调整充实市防指成员单位，将国家专

业抢险救灾部队———驻常武警水电第

五支队纳入市防指成员单位，投资

２８００万元完成市防汛物资储运中心

仓储设施扩容提升。会同常州军分

区、市武警支队、驻常武警水电第五支

队等军地单位开展２０１４年防汛抢险

联合演练。对主城区１７处积水点实

施系统改造。７月４日晚至５日强降

雨过程中，市防指与各区及直管单位

加强协作，运北片城市防洪大包围节

点工程首次封闭运行８．５小时，组织

排涝测流，最高流量每秒１３５立方米，

有效保障了城区安全。

【水资源管理】　２０１４年，常州基本确

立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市政

府下发《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的实施意见》《关于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考核办法》，全市水资源开发

利用控制红线、用水效率控制红线、水

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指标全面确立。

举全市之力做好国家节水型城市迎检

准备，１１月１７—１８日顺利通过国家

考核。依托节水型城市建设，完成５

个城区老小区居民用水器具改造，全

年完成省级节水载体创建２０个，建设

市级节水型学校４２家，完成节水技改

项目３４项，形成年节水能力１０４８万

立方米。水资源管理基础工作得到加

强。认真开展水资源综合规划与水资

源保护规划编制，金坛市省级水生态

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方案通过省水利厅

和市政府批复。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水

资源管理专项执法活动，全面梳理市

区范围内的取水许可和收费资料、企

业取用水资料，完成高速铁路沿线地

下水封井禁采专项普查和市区浅层地

下水无证取水专项治理，全面推广取

水单位按月抄表，水资源管理信息化

在线率稳定在９５％以上。

【水利管理】　２０１４年，常州水利改革

创新实现良好开局，７项水利改革事

项纳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年

度工作要点并启动实施。“河长制”和

河道、闸站、圩堤、田间渠系工程“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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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农村河道管护机制基本落实，明

确武宜运河、武南河、澡港河为市级示

范河道，建立骨干河道河长分区、分

片、分段的管护机制。市、县、乡三级

河道“河长制”全面覆盖。

　　依法行政力度不断加大。强化和

规范涉水建设项目管理。出台取水许

可验收简易程序，对凤凰新城水工程

试行水工程规划同意书制度。市水利

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监督站与常州市

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全面实现工

程质量检测系统联网，并首次下发指

导意见，明确全市水利工程质量监督

的范围和分工及主要依据、基本程序。

执法力度明显加大，全年立案查处各

类水事违法案件２７起，拆除违法建筑

１．１６万平方米，清除违法种植面积

６００余亩。

　　工程运行管理更趋规范。金坛愚

池湾、溧阳南山竹海成功创建成国家

级水利风景区。金坛新浮水库、武进

太湖堤闸工程管理处顺利通过省级水

管单位复验。金坛市、新北区成功列

入国家第六批重点县项目。

【常州划定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三

条红线”】　６月，市政府发布《关于实

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意

见》，全面明确全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三条红线”目标。确立水资

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到２０３０年全市

用水总量控制在３１亿立方米以内。

确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到２０３０年全

市用水效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确立

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到２０３０年，

全市主要污染物入河湖总量控制在水

功能区纳污能力范围之内，城市污水

处理厂尾水利用率达到５０％，水功能

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９５％以上。为

实现上述红线目标，实施意见还进一

步明确了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２０年水资源管

理的阶段性目标。年底，市政府成立

常州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

核工作联席会议，对各辖市区政府落

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情况进行

考核。

【新沟河延伸拓浚武进遥观南枢纽工

程完成代建单位招投标】　７月，太湖

水环境综合治理新沟河延伸拓浚武进

遥观南枢纽工程公开招标选择代建单

位的开评标工作顺利完成。上海东华

工程咨询公司在５家竞标单位中中

标，正式成为南枢纽代建单位，该项目

也成为江苏省自２０１３年底发布《江苏

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代建制试行办

法》以来，第一个实践代建制的项目。

项目代建制是工程建设方式的创新，

在工程实施中代建单位将代行项目法

人基本职能，组织项目和子项目的招

标管理、采购管理、监理管理、施工管

理、工程款支付管理、竣工结算和竣工

验收管理等。遥观南枢纽位于京杭运

河以南的武进港上，是太湖水环境综

合治理新沟河延伸拓浚工程的重要节

点之一，主要建筑物包括泵站、节制闸

和船闸各一座，投资约１．３亿元，计划

工期两年。

【常州市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通过现

场考核验收】　１１月，常州市国家节

水型城市创建通过由国家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联合组成的现场

考核组的考核验收。２０１１年，常州市

全面启动节水型城市建设工作，２０１２

年获省级“节水型城市”称号。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年，市财政累计投入节水专项资

金０．５３亿元，全市成功创建省级节水

型企业（单位）９３家、省级节水型小区

２３个，在常州的高校全部创成省级节

水型高校。通过大力实施节水技改项

目，形成２亿立方米的年节水能力，建

立了一流的城市供水保障体系，市区

供水管网漏损率下降至１１．５％，满足

了国家标准考核要求。

【常州城市防洪大包围首次成功调度】

　７月４日晚至５日，常州遭受入梅

以来最大降雨过程，受强降雨影响，全

市河湖水位持续上涨。大运河常州站

５日７时５０分达到警戒水位４．３０

米。根据气象预测，后期仍有降雨，且

河道水位有明显上涨趋势。为缓解防

洪排涝压力，５日１０时３０分，市防指

按照《常州市运北片城市防洪大包围

节点工程运行调度方案（试行）》，向省

防指所报的关闭新闸防洪控制工程请

示得到同意。随后市防指发布调度指

令启用运北片城市防洪大包围，并在

各类媒体发布禁航公告、通知和安全

提醒。１０时５１分，新闸防洪控制工

程关闭到位；１３时３５分，大包围各节

点相继关闸挡水；１４时２０分起，老澡

港河枢纽、串新河枢纽、南运河枢纽、

北塘河枢纽机组陆续开启；２３时３０

分，常州站水位从高峰时４．７２米（１５

点２０分）回落至４．１６米且呈继续下

降趋势；６日上午７时，雨止转好，大

包围解除封闭。调度过程中，沿江三

闸共计排水２４９１万立方米，向太湖排

水１２１６万立方米，８．５小时内基本排

除了城区河道涝水，防洪大包围工程

初步发挥作用。

【金坛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方案获批】

　９月，金坛市获批成为省级水生态

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县，试点期为２０１４

至２０１７年。试点将通过实施优化水

资源配置、完善防洪除涝格局、水污染

防治等工程，构建起“一核、一带、三

片、多点”（以长荡湖水源保护和生态

修复为核心，丹金溧漕河生态保护带，

西部水源涵养片、中部生态城区片、东

南清水廊道片，以及城乡水生态修复

点和水文化景点为依托）的水生态文

明总体格局。重点建设水管理、水生

态、水环境、水资源、防洪排涝、水文化

与水景观６个方面３７项工程，总投资

２４亿元。 （张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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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完成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６６．１亿元，较上年增

６５％。公 路 总 里 程 ８９０６ 公 里，增

０．７％；三级航道里程１０２．２公里，增

２９．２％。完成道路客运量６．７７亿人

次、旅客周转量４１．９４亿人公里，分别

增１．７％、０．５％；完成道路货运量１．１

亿吨、货物周转量１１１．２亿吨公里，分

别增１１．２８％、１１．０５％。完成水路货

运量０．２亿吨、周转量３９．６３亿吨公

里，分别增４．６％、９．７％。完成城市

客运量５．２４亿人次，降１１．３％。完

成机场旅客吞吐量１８６．１万人次，增

２１．９％。实现港口吞吐量９２７３万吨，

其中长江港３３１４万吨、集装箱１９．３

万标箱、外贸吞吐量５５６．６万吨，分别

增８．０５％、２９．５％、４．２３％。

　　规划科研。２０１４年，市交通局完

成《加快建设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课

题研究，加快修编《常州港港口总体规

划》，开展德胜河整治、常泰过江通道

等重大项目研究。４个新申报科研项

目通过省交通厅立项，在研科研项目

１１个。２个项目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７个项目被评为全省交通运输行

业质量管理优秀成果，混凝土自锚式

悬索桥吊索少循环分级张拉施工工法

被评为省级工法。常州市公共交通集

团公司成为国家标准委员会命名的城

市公交服务标准试点单位，《公交车驾

驶员工作规范》通过省质监局审查，指

导研发的新型城市公交车获国家６项

实用新型设计专利。制定出台《交通

运输系统信息化工作规则》，加强信息

资源整合和综合利用，建成跨行业跨

区域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行业监管应

用平台和决策辅助支撑平台以及“掌

上通”第三方应用程序。年内，“掌上

公交”日均点击量超２０万人次；整合

服务热线资源，９６１９６热线一号对外，

并加入全国１２３２８交通服务监督平

台，全年受理各类服务电话３３７．７万个。

　　设施建设。常溧高速公路建设完

成路基、桥梁工程，沪蓉高速公路青龙

互通工程和１０４国道溧阳段建成投

用，１２２省道常州东段新建、２３８省道

改扩建和金武路快速化改造、延政路

西延等地方干线公路建设加快推进。

京杭运河常州东西段航道工程通过交

工验收，丹金溧漕河溧阳段完成６２％

的工程量，芜申运河溧阳先导段基本

建成，芜申运河蒋店至南渡段开工建

设。加快推进录安洲港区建设，常州

内河港金坛港区金城作业区基本完成

水工结构和部分堆场道路建设。京沪

铁路奔牛站改扩建工程基本完工，常

州客运汽车东站建成投用，北站客运

枢纽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产业发展。全市完成６条客运班

线的公司化改造，客运班线公司化经

营率提高到８３．９％；新开通超长途接

驳运输线路１０条、公交化短途班线１

条、旅游直达专线６条；中高级营运客

车比例提高到９３．４％，大型特种营运

货车比例４０％。常州机场实现国际

口岸开放，开通香港、韩国首尔航班，

新增过夜飞机１架，存量航线客座率

提高到８０％。江苏亚邦医药物流中

心有限公司被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评为５Ａ级物流企业，江苏亚邦物流

公路港、江苏安邦物流有限公司甩挂

运输、常州奔牛港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公铁水联运、常州联运有限公司城市

配送等示范项目加快推进；机场“空空

联运”转关通道成功运行；城市配送业

务加快发展。内河船型标准化工程拆

解船舶１７艘，全市运营船舶总吨位较

上年增５．２％。

　　运输保障。全市完成干线公路大

中修２０．５公里，建成省级文明样板县

道２０．５公里、市级文明乡村道５８６公

里，国 省 干 线 公 路 路 况 综 合 指 数

９５．３，县道优良率９１．２２％，乡村道好

路率９８％，主干线航道通畅率９８％。

新建、改建农村公路３４９公里、农村公

路桥梁１０８座，建设城乡客运候车亭

８８个，开通常州至宜兴、溧阳至宜兴

毗邻公交。建立公交优先发展联席会

议和乘客委员会制度，听取各级政府、

相关部门以及广大群众对公交发展的

意见、建议，提升公交发展水平和服务

质量。

　　行业治理。市交通局加强平安工

地、优质工程的创建力度，在建工程质

量和安全形势总体受控。公路、民航

和铁路机构职能实现整合。年内，许

可项目下放７项，取消１项，合并１１

项。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三级联网

工程完成市级系统建设。加强执法队

伍建设，执法人员参培率１００％，执法

考试合格率９６．５％；全面开展“规范

执法、严格执法、阳光执法、智能执法、

文明执法”专项行动，对３万余起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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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实施处罚，运输市

场秩序进一步好转，全系统未发生行

政复议撤销和行政诉讼败诉情况。加

大“平安交通”创建力度，营运车辆动

态监管中心建成投用，加快建设水上

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全系统未发生重

特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１２３９５水上

搜救电话全年有效接警５２９起，搜救

成功率１００％。

　　绿色交通。全面推进绿色循环低

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水上砼运泵一

体化工法及资源综合利用在绿色航道

中的应用项目与常州智慧公交运营管

理信息化系统项目入选全省交通运输

行业绿色循环低碳示范项目，前者还

入选全国交通运输行业首批绿色循环

低碳示范项目。全市新增清洁能源营

运客车８０辆、公交车１５０辆，新增新

能源营运客车３５０辆、公交车１４０辆，

其中溧阳实现城市公交和出租车

１００％使用清洁能源的目标；市区清洁

能源和新能源公交车占比３５．１％，４

条新能源公交线路投入运营。新培育

绿色汽修企业３家，全市绿色汽修企

业累计１５家。加强交通运输领域的

生态环境保护、大气污染防治以及行

业能耗监测调查考核工作，常州被列

入交通运输部低碳交通能耗调查监测

试点城市。 （李　霞）

公 路

【概　述】　２０１４年末，全市公路里程

８９０６．４６３公里。按行政等级分，国道

２０８．９９公里，其中国家级高速公路

１２３．７４１公里；省道５４８．０４４公里，其

中省级高速公路１４３．７６公里；县道

１３０９．８３５公里；乡道２４６２．１０８公里；

村道４３７７．４９１公里。按技术等级分，

等级公路里程８８５５．８１公里，其中高

速 公 路 ２６７．５０３ 公 里、一 级 公 路

９８１．３８９公里、二级公路１２５６．９７８公

里、三级公路１２８６．４５３公里、四级公

路 ５０６３．４９３ 公 里、等 外 公 路 里 程

５０．６４７公里。按路面类型分，沥青混

凝土路面２７３０．８２９公里，水泥混凝土

路面６０９４．３７９公里，简易铺装路面

３０．６０８公里，未铺装路面５０．６４７公

里。公路密度为２０３．７１公里／百平方

公里。

　　全市桥梁数为２７９９座１８６．５７公

里。按跨径分，特大桥１５座，大桥

２９５座，中桥９３７座，小桥１５５２座。

按使用年限分，永久性桥梁２７９９座，

其中危桥１３７座（均为农村公路桥

梁）。

【公路建设和养护】　２０１４年，全市干

线公路和农村公路建设分别完成投资

６．６５亿元、５．３亿元。创建市级惠民

客运类、安保达标类、提档升级类和红

色文化型、花博艺术型、农家风情型乡

村道样板路５８６公里。建成乡村公路

管养及安保工程示范镇１个，５个乡

镇农村公路管养规范机构创建成省级

达标机构，完成交通运输部车辆购置

税资金县道安保工程６６公里，其中武

进区县道管养质量名列全省第一。完

成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县道公路网规划研

究成果的市级评审，本轮县道网规划

里程１５７０公里，里程数比上轮增加

１９％。全年投入小修保养和大中修工

程经费１．０５亿元，完成１０４国道、２３９

省道、３４０省道等路段养护大中修工

程。普通国省干 线 公 路 路 况 指 数

ＭＱＩ（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ｉ

ｏｒ）值达９４。加快推进养护机械化进

程，一级公路机械化清扫率１００％，小

修作业机械化率９０％。２０１２年启动

的为时三年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年活

动 结 束，县 道 路 况 指 数 ＭＱＩ 值

９１．９５，优良路率９１．２２％，乡村道好

路率７７．５％。

【高速公路】　２０１４年，全市完成高速

公路建设投资９．１７亿元。建成沪蓉

高速公路常州青龙互通工程。常溧高

速公路完成投资７．５亿元，占概算投

资７５％，年内完成征地拆迁、路面底

基层、桥梁主体工程，路面基层完成主

线５０％。年内，溧广、溧高、常宜高速

公路通过开工许可审查。

【１０４国道溧阳西段改扩建工程建成

通车】　４月２９日，１０４国道溧阳西段

改扩建二期工程１２公里通过验收，标

志着１０４国道溧阳西段改扩建工程全

线建成通车。该工程总投资７７９１６万

元，全长３１．４８３公里，双向四车道一

级公路，设计行车速度１００公里／小

时，该线段从南渡集镇外围绕行，既发

挥了干线公路的功能，又减少了集镇

段交叉通行干扰。

【常州汽车客运东站建成投用】　９月

１５日，常州汽车客运东站正式投运。

常州汽车客运东站位于武进区横山桥

镇，紧邻２３２省道及沪蓉高速，距常州

市客运中心１３公里，为二级客运站，

占地约２．１万平方米，总投资约５０００

万元。汽车东站共有４６条班线２５６

个班次进站配载，主要发往无锡、上

海、盐城、大丰、淮南、海宁、南宁、毕节

等方向。同时还开通衔接总站和武进

站的站际车，在芙蓉、横林等周边镇开

行到东站的短途接驳班车。

【沪蓉高速公路青龙互通项目建成通

车】　９月２６日，历时２年的沪蓉高

０８１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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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青龙互通项目建成通车并于零

时起正式运营。项目投资２．９２亿元，

设置匝道８个、收费站１处，收费车道

为５进９出，顺接青洋路高架北延段，

实现与城市外环的无缝对接，中华恐

龙园区域和常州东北片区的交通状况

得到改善。

【路政管理】　２０１４年，常州路政部门

开展路政巡查规范年活动，路政、养护

联勤联动，建立定包案领导、定责任部

门、定结案期限、包走访调查、包说服

调解、包措施落实的工作机制，提升巡

查质量和处治效率。年内，辖市区路

政大队全部通过省级规范达标验收。

继续巩固完善交通、公安、高速公路路

政等部门超限治理联动执法机制，实

施违法信息抄告制度。全年清除路面

障碍物６９４１立方米、活动非公路标志

１７９５块、摊点４０３９个，查处超限车辆

２８６２辆次，辖市区公路平均超限率

１．９９％。

【溧阳不停车检测系统建成投用】　１２

月，１０４国道溧阳段不停车超限检测

系统建成，全市重要国省干线公路实

现检测系统全覆盖。该系统具备动态

称重、车辆抓拍识别、语音提示、超限

车辆ＬＥＤ显示、视频监控、车速检测、

自动报警、信息处理和统计分析等功

能，可以对行驶公路的车辆进行预检

分析，改变往日执法人员路面拦车、设

卡、检测等传统车辆超限超载治理方

式，降低安全风险和执法成本。

【湟里收费站治超卡口建成投用】　１２

月，２３９省道湟里收费站卡口建成投

用。收费站利用停车收费的过程，对

有过违法记录的车辆进行稽查，实现

通行费逃费、超限车辆稽查的两大功

能。治超卡口的投用，能够减少投入

超限运输治理的人力和物力，消除在

公路上传统人工拦截方式下对过往车

辆通行造成的影响，实现对超限车辆

的精确打击，提高公路使用效率。

（顾佳舒）

【交通运政管理】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运

管部门办理行政许可类事项２４５７件、

服务类事项７７５２３件；新办理道路运

输证５０８６本，注销道路运输证２１３５

本；办理从业资格证５７９２本，其中维

修２８９本。开展全市道路运政执法专

项整改活动以及执法人员技能达标、

《江苏省违法行为累积记分办法》试点

和标准化运政管理基层站所创建、“六

打六治”（打击矿山企业无证开采、超

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行为，整治图

纸造假、图实不符问题；打击破坏损害

油气管道行为，整治管道周边乱建乱

挖乱钻问题；打击危化品非法运输行

为，整治无证经营、充装、运输，非法改

装、认证，违法挂靠、外包，违规装载等

问题；打击无资质施工行为，整治层层

转包、违法分包问题；打击客车客船非

法营运行为，整治无证经营、超范围经

营、挂靠经营及超速、超员、疲劳驾驶

和长途客车夜间违规行驶等问题；打

击“三合一”“多合一”场所违法生产经

营行为，整治违规住人、消防设施缺失

损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堵塞封闭等

问题）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等工作。全

市查处各类运输违章５３３９起，其中通

过远程监控取证查处各类运输违章

３４２起。对所有案件查处进行全过程

录音录像，非法营运、违禁危险品运输

等重大违章查处全部采用说理式文

书。全年行政复议零撤销，行政诉讼

零败诉。 （刘振兴）

【城市公共交通】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区

有公交运营车辆２５５８辆、运营线路

２６１条（含支线），运营线路长４２８１．１

公里，全年运营里程１．４２亿公里，实

现客运量３．５７亿人次。新辟公交线

路１４条，优化调整３４条，３００米和

５００米半径公交站点覆盖率在全国

３１９个城市中均位居第四，公交分担

率２８．３％。６月，在天宁经济开发区

开通１条微循环公交线路，解决园区

企业员工出行难的问题；９月，首批４

条定制公交路线开通，方便殷村职业

教育园区、常州建设高职校教职工上

下班。

　　推进公交刷卡互通互联建设。市

区公交刷卡优惠乘车２．１９亿人次，刷

卡乘车率６１．３５％；１０月，金坛继溧阳

之后在统一标准体系下实现公交刷卡

乘车，常州率先在省内实现大市范围

内公交刷卡互联互通。加快建设礼河

公交枢纽站等公交站场和３００个公交

站棚。启动“移动４Ｇ进公交”项目，

通过４Ｇ转 ＷＩＦＩ技术，将移动４Ｇ网

络覆盖每辆公交车，首批覆盖常武地

区１５６条公交线路１５００余辆公交车。

ＷＰ８版掌上公交软件和短信查询系

统成功上线运行。实施全国首批公交

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成立汽车维修

公司，全面实施运修分离模式。常州

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被评为全国交通

运输绿色循环低碳建设贡献企业、全

省交通运输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常州

智慧公交运营管理信息化系统入选江

苏省交通运输行业第二批绿色循环低

碳示范项目。

【公交综合标准化服务试点项目】　４

月，常州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承担的

常州市城市公交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

被评为全国首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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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也是江苏省公

交行业唯一的试点项目。根据项目试

点方案，常州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在

管理体系建设、信息化建设、安全服务

建设和员工培训等方面开展工作，并

建立服务基础标准、服务保障标准和

服务提供标准３个体系，进一步加强

公司服务标准体系的完善和落地。项

目将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组织验收。

（井洋洋）

首条新能源公交线路投入运营　（交通局　供稿）

【常州开通首条微循环公交】　６月４

日，为解决园区企业员工出行难问题，

首条微循环公交线路在天宁经济开发

区开通。该线路长约５公里，服务时

间为７：３０—１８：００，始发站为永宁公

交枢纽站，每天发车１６个班次，线路

沿途设置５个站点，途经５家企业，受

益企业员工约１０００人。

【５条新能源公交线路投入运营】　１２

月１６日，３１辆油电混合动力车型新

能源公交车在Ｂ１２线路上投入运营，

成为常州公交首条全部由新能源公交

车组成的线路。随后，Ｂ１１、Ｂ１３、Ｂ２２、

Ｂ２３线路也相继投入１３０辆新能源

车。新能源车具有低速纯电动、加速

助力、制动能量回收等特点，有良好的

经济性、舒适性、可靠性。

【常州至宜兴毗邻公交开通】　６月，

常州公交６８路与宜兴公交２２５路在

常州市武进区漕桥镇实现无缝对接，

促进跨区域同城化发展。市民在市区

乘坐常州公交６８路到漕桥镇，换乘宜

兴公交２２５路即可到达宜兴市区。９

月３０日，溧阳公交１０路与宜兴公交

新辟的３９０路在宜兴市徐舍镇丰台村

实现对接。市民可以在溧阳市区乘坐

公交１０路到终点站，步行至宜兴市徐

舍镇丰台村，换乘宜兴公交３９０路到

达宜兴市区。

【全省首条新能源县际客车班线投入

运营】　１２月３０日，常州市首条新能

源客车班线湖塘至金坛县际客运班线

正式投运，投入新能源公交型客车６

辆，其中２辆机动。该班线日发１２

班，单程５５公里，全程８０—９０分钟，

车上安装北斗３Ｇ视频定位装置，对

车辆班次正点、安全行车、到站停靠、

服务质量等实施全程即时监控，同时

安装视频影音系统，为乘客提供舒适、

便捷的服务。

【出租 汽 车 行 业 管 理】　２０１４ 年，

９６１９６累计受理出租汽车电话召车

２８３万起，成功率７６．３％。举办第五

届“的士节”活动；在出租车内放置《文

化的士》刊物；推出出租汽车爱心接力

服务，向老、弱、病、残等特殊人群提供

优质服务。深入开展出租汽车行业和

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市区出租汽车

驾驶员社保参保率９０％以上。常州

市运输管理处被交通运输部评为全国

出租汽车行业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

先进集体，并被中华总工会授予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

【出租汽车爱心接力服务】　１１月１０

日，常州市运输管理处在常州客运中

心出租汽车上客区设立的爱心服务站

启动，并联合市区各出租汽车公司开

展出租汽车爱心接力服务。该服务主

要面向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等

特殊群体，在乘坐出租汽车高峰时段，

由专人把需要帮助的乘客引导到站内

休息候车，为他们提供免费行李搬运、

开水供应、优先乘车等服务，并发放一

张填有车号和乘车时间的爱心接力服

务卡。乘客对驾驶员的服务表示满

意，可将爱心接力服务卡传递给驾驶

员；若对驾驶员的服务不满意，乘客可

以终止传递。出租汽车驾驶员收到爱

心接力服务卡后，及时上交到所在的

出租汽车公司，并最终传递回运管部

门，作为年度出租汽车公司及驾驶员

评优选佳的依据之一。

【汽车维修】　２０１４年，全市机动车维

修总 量 ３２５．７ 万 辆 次，比 上 年 增

５．２％；维修总产值２２５１８８万元，增

７．３％。常州成立汽车维修技术鉴定

专家委员会、汽车维修技术咨询专家

团，通过免费热线电话４００６１１３１１３为

车主提供技术咨询、价格信息、维修诊

断等服务，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年

内，专家团受理咨询电话７３７３个，行

业投诉下降２２％。进一步推行２４小

时维修救援服务，通过９６１９６热线累

计为车主提供维修救援服务２２１次。

新增“江苏快修”品牌企业６家，其中

连锁企业３家，全市获“江苏快修”品

牌称号的企业达４２家。完善维修企

业质量信誉考评机制，全市评选出信

誉企业１１７家，其中３Ａ级３０家、２Ａ

级５４家、Ａ级３３家。开展汽车维修

满意 度 第 三 方 调 查，平 均 满 意 度

９７．５％。全面加强维修从业人员考核

培训，成功举办第十二届职工职业节

能竞赛汽车大客车检测与维修技能比

赛。强化对机动车二级维护作业的信

息化监管，全年完成综合性能检测

１６２７７８辆次。

【营运车辆综合性能检测区域放开】　

７月１日起，常州全面放开营运车辆

综合性能检测区域。道路运输经营者

可在全市范围内自由选择具备资质的

维修企业与检测机构进行维护和综合

性能检测，适用对象为在用普通货运

车辆、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车辆暂

不放开。新增营运车辆（含过户转籍）

首次检测及逾期未检测车辆仍需到车

籍所在辖市区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外

省市营运车辆需委托常州检测机构检

测的，仍按原规定由检测机构凭车籍

地管理部门委托手续受理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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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培训】　２０１４年，全市完成机

动车驾驶员培训量１７．１万人，比上年

增１７％。全市积极推进驾驶员培训

智能化软硬件系统升级改造，提升行

业信息化管理服务水平，同时建立公

安、交通协作互动机制，加大对驾驶员

培训市场监督检查力度。全面实行驾

驶员培训机构培训质量和服务水平考

核排名制度，根据培训质量和服务水

平两大指标，对全市４４所小型汽车驾

驶培训机构进行排名，并通过常州市

运输管理处网站对外公布。开展驾驶

员培训行业服务质量第三方测评和信

誉驾校、星级教练员评定工作，全年有

９名教练员考核不合格。《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机构资格条件》《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新国标

得到全面宣传贯彻。驾驶员培训行业

节能减排进一步深化，全市“油改气”

（汽油改装成天然气）教练车达１３００

辆，占车辆总数的４７％；驾驶模拟器

数量增至１６４台。加强从业人员管

理，举办各类从业人员考试９７期，考

试合格５５０３人，合格率９２％。启动

从业资格证换证工作，全年完成从业

资格 证 换 证 ２２２０３ 人、诚 信 考 核

３２１１３人、从业人员继续教育２５７９５

人。 （刘振兴）

铁 路

【铁路民航事务管理中心成立】　２０１４

年，地方铁路事务管理中心和民航事

务管理中心完成机构整合，成立铁路

民航事务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协调铁

路建设日常事务，协调常州机场内外

涉空事务、机场生产经营安全和开发

建设，推进常州机场航班营运发展。

【奔牛站改扩建工程建成投用】　２０１４

年，奔牛站改扩建工程建成投用。该

工程于２０１３年９月开工建设，采用与

既有京沪铁路保持一致的技术标准、

设备选型，累计完成投资４９２２．３万

元。改造后的奔牛站新建到发线线路

１条，有效长１０５０米，原５、７道到发

线有效长延长至１０５０米。 （沙　娴）

【上海铁路局常州站概述】　截至１２

月３１日，上海铁路局常州站（简称“常

州火车站”）完成运输收入１３．３３亿

元，为年计划９９％，增６．７％。常州火

车站加强客运市场营销，深入挖掘运

输市场潜力，提高运输组织效率，实现

运输经营效益的稳定增长。加强客流

的统计和分析，结合常州站实际情况

合理编制运输方案，发挥互联网、代售

点预售期的优势，采用增开有效临时

客车、发售优惠车票、扩大共用能力等

形式，满足短途客流的需求，完成各个

节假日运输任务。开展“强化堵漏保

收、维护站车秩序”专项整治活动，严

格进出站口管理，加大查堵力度。加

强主辅合作，积极拓展新货源、新客

户，努力实现车站整体效益的提升。

２０１４年，常州火车站被评为全国文明

单位。

　　安全生产。坚持规范管理、强化

基础、盯控关键、狠抓落实的安全工作

思路，以安全管理新机制、标准化建设

为有效载体，扎实推进安全风险管理，

严控作业过程，确保安全稳定。深化

实施安全管理新机制，修订完善《常州

站安全质量考核奖励实施细则》等一

系列文件，各级参控人员严格履职，加

强安全关键盯控，开展各类安全专项

活动，相继完成上海亚洲相互协作与

信任措施会议、南京青奥会、北京亚太

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等各个重点时期的

运输安全保卫工作，安全生产可控度

明显提高。把班组建设作为强化安全

基础的重点，建立完善日常管理机制，

推行新版班组综合管理电子台帐，开

展标准化班组创建和岗位星级管理，

班组管理得以进一步规范。至１２月

３１日，常州站实现安全生产１６６７天。

　　服务质量提升。常州站把安全出

行、方便出行、温馨出行作为长期目

标，从春运开始，倡导微笑、热情、主动

服务，定期开展服务质量监察，妥善处

置投诉信息。将旅客满意、货主满意

与文明创建活动有机结合，定期开展

服务质量检查，整治设施设备及服务

质量上存在的问题，同时组织召开旅

客货主座谈会，充分听取建议与想法，

完善服务举措，提高旅客货主满意度。

严查售票“七不准”（不准私自携带现

金、提包、银行卡、手机等进入工作岗

位；不准利用当班之机提前制票、抢

票、囤积、私留车票；不准代买代卖车

票；不准违反实名制售票规定，私自凭

报号出票；不准违反规定办理互联网

售票及电话订票取票手续；不准违规

办理退票、改签；不准向旅客强行发售

指定车次车票）、私带旅客进站上车、

商户违规经营等路风问题，妥善处置

１２３０６反馈的投诉信息，对苗头性和

倾向性问题及时召开客运服务质量分

析会，采取有力措施，杜绝影响路风事

件的发生。

２０１４年上海铁路局常州直属站运输任务、技术指标完成一览表

运输收入

（万元）

旅客发送

（万人）

装　车

（辆）

卸　车

（辆）

中　时

（小时）

停　时

（小时）

保有量

（辆）

年度计划 １３４７００．０ １２９７．０ ３７２３０．０ ／ ６．３ １８．５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实绩 １３３３３２．７ １３３３．０ ２９７３４．０ １２０１１３．０ ５．７ １７．６ ４２１．０

２０１３年实绩 １２４９３３．４ １２１８．２ ３６４７１．０ １４３２３５．０ ５．８ １７．８ ４６８．０

增减数 ８３９９．３ １１４．８ －６７３７．０ －２３１２２．０ －０．１ －０．２ －４７．０

增减（％） ６．７％ ９．４％ －１８．５％ －１６．１％ －１．７％ －１．１％ －１０．０％

完成年计划进度数 －１３６７．３ ３６．０ －７４９６．０ ／ －０．６ －０．９ －７９．０

完成年计划进度（％） ９９．０％ １０２．８％ ７９．９％ ／ １１０．５％ １０５．１％ １１８．８％

　注：２０１３年６月，货运中心成立，行包（原中铁快运常州经营部）回归车站后，货运收入各项指标也一并划归货运中心，即

本表中的数据不含货运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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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金溧漕河生态航道　（交通局　供稿）

苏南运河常州段三级航道整治工程通过交工验收　（交通局　供稿）

上海铁路局常州直属站领导人

站　　　长　施善新

党 委 书 记　宫 辉

（张镇添）

【上海铁路局南京货运中心常州经营

部概述】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９日，铁路货

运组织改革，经中国铁路总公司批复，

上海铁路局成立徐州、南京等９个货

运中心，常州经营部为南京货运中心

下设经营部，按照车间管理。常州经

营部设有新闸镇、奔牛、常州、戚墅堰

４个货运营业站，管辖线路全长２９公

里；有货场７个，总面积６７万平方米；

仓库１１座，总面积２．７万平方米；货

场货物装卸线２７条；专用线单位１４

家。常州经营部有各类大型机械２４

台（最大起重能力４０吨）、电瓶及内燃

叉车４０台，办理普通货物、鲜活货物、

超限货物的运输以及国际联运、军事

运输、水铁联运。主要负责区域货运

市场营销，客户需求受理及相关业务

管理，货运、装卸作业组织和安全管

理，门到门接取送达等工作。

　　２０１４年，经营部完成运输总收入

５５１４７．８万元，完成年度计划的８５％，

比上年减５．７％。完成货物发送１２９

万吨，完成年度计划的７２．９％，比上

年 减 ２３％。 完 成 集 装 箱 发 送

２６５１３ＴＥＵ（国际标准箱单位），比上

年减９．７％。 （刘爱玲）

航 道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三级航道

网整治工程完成投资１０．３７亿元，完

成年度计划的１３４．７％。有序推进常

宜线、戴埠河２项养护专项工程和苏

南运河、丹金溧漕河、薛埠河、中河等

７项日常养护项目，新建、修复护岸

２３６０米，疏浚水下土方３１．４万立方

米，完成投资１１６３．５万元。全市航道

部门累计巡航２．８２万公里，航政艇巡

航６３６天，参加巡航人员３０２２人次。

查处航道违章并结案１００起，罚款

７．６１万元，收取赔补偿费８３０万元，

完成扫床１６８１公里，拔除航道（工程

遗漏）暗桩４４根，捞起水上漂浮、水中

半沉浮等废弃物约６８处，拆除渔网簖

１６处、危险碍航桥梁１１座、违章吊机

码头１座、违章房屋３处６０平方米，

签订安全生产告知承诺书４９份。开

展社会疏浚船舶专项整治活动，查勘

卸泥地点４３次，对违章卸泥和排放泥

浆的１４起违章及时查处。维护航标

６９次，完成１６座航标的一体化改造，

并对全市航标完成防雷专项测试，航

标正常率９９％。丹金船闸全年累计

过 闸 船 舶 ７９１２ 艘，征 收 过 闸 费

１３３．８６万元，安装水上ＥＴＣ（电子不

停船收费系统）９９艘。３月３１日，常

州市地方海事局金坛（溧阳）船舶检验

工作站在金坛正式成立，负责金坛、溧

阳地区船厂管理和船舶检验工作。工

作站实施受理、检验、发证一站式管理

服务，船舶检验部门派遣骨干验船师

驻工作站办理船舶建造和营运检验业

务，节约辖区船企往返金坛、溧阳至常

州路程时间。

【苏南运河常州段三级航道整治工程

通过验收】　１２月２１日，苏南运河常

州段三级航道整治工程通过验收。本

次交工段落为常州西段（０Ｋ＋０００～

１２Ｋ＋２７６）长１２．２７６公里，常州东段

横林段（４３Ｋ＋０９４～４８Ｋ＋８２９）长

５．７３５公里，共计１８．０１１公里，桥梁

工程奔牛人行桥一座。苏南运河常州

段全长２３．０５２公里，按三级航道标准

实施，工程内容包括航道整治工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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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工程、护岸工程、锚地及信息化、标

志标牌、其他附属工程等，工程总概算

１６．８５亿元。工程于２００９年９月开

工建设，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基本建成。

（方　芳）

天目湖风景区２０１４年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地方海事局　供稿）

【水上交通安全监管】　２０１４年，常州

市通航里程１０８８．０１公里，有等级航

道２９１．１２公里，辖区主干线航道每天

船舶流量３０００艘以上。全市有水运

从业人员４６８３名、船舶３１８３艘９０万

总吨；有水运企业４６家，其中危险品

运输企业４家、涉水旅游企业７个；有

危险品船舶２２６艘、汽渡船４艘。全

面开展“平安水域”创建工作。全市全

年水上交通事故起数、经济损失由

２０１３年的５１起、６５．８万元下降至

２０１４年的３０起、４１．５万元，辖区未发

生一起人员伤亡或重大损失的上报等

级事故；７个水上风景旅游区年均接

待量８９万人次，保持安全无事故。全

年检查船舶１８．８１万艘，处理违章船

舶２．１８万艘，违章率１１．６％，比上年

降４．９％，其中超载船舶１６３３艘次。

发生水上治安事件３起，未发生一起

群体性事件。接处警９６５起，成功救

助船舶１４艘、人员７人，挽回经济损

失５９３万元，水上搜救成功率１００％，

被江 苏 省 水 上 搜 救 中 心 表 彰 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江苏省水上搜救先进

集体，社会满意度和船民满意率均为

９８％。

【船舶检验及签证服务】　２０１４年，常

州市地方海事局完成钢质船建造检验

１９２艘７．６万总吨３．３万千瓦、营运

船舶检验２７４９艘８９．７万总吨４２．４

万千瓦、玻璃钢船建造检验５０３艘、船

用产品检验３３６件，审查图纸２２１套。

全年海巡艇累计出航５０６６艘次，上航

２４４０４ 人 次，船 舶 签 证 １７２４０７ 起

１７３１６９艘２３４８．９万千瓦３９３４．３万

总吨。受理各类船舶登记１８６５艘次，

整理归档船舶档案２６００份，核发船舶

登记证书１８６５本，规范发放船舶识别

号４８２７个；核发各类船员证书５０６

人，办理船员换证１１５人，整理船员技

术档案６９３份，其中二类以上船员在

册数２８７４人，占总数的６０．９％。

（殷　笋）

【内河船型标准化拆解】　１０月１０

日，市交通局船型标准化领导小组办

公室会同海事部门相关人员赴武进九

里船厂组织开展７艘拆解船舶的现场

勘验并发出开工通知书，标志着常州

内河船型标准化船舶拆解改造正式启

动。根据《江苏省内河船型标准化工

作指南》，申请提前拆解淘汰或提升改

造的船舶，均可根据总吨位、船龄、用

途等因素享受补贴。常州市确定５０

艘船舶列入“十二五”期内河船型标准

化拆解计划，２０１４年，全市拆解船舶

１７艘，超额完成全年内河船型标准化

拆解任务，其中常州市最大的拆解船

舶“华航平顺”集装箱船舶成功拆解完

成，补贴金额１９２．１３２万元。

（刘振兴）

港 口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港完成货物

吞 吐 量 ９２７３ 万 吨，比 上 年 减 少

６．９５％。其中，内河港口完成货物吞

吐量５９５９万吨，减少１３．６％；沿江港

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３３１４ 万 吨，增

８．１％。集装箱吞吐量完成１９．３万标

准箱，增２９．５％。新发放港口经营许

可证３０份，持证率８１％。完成货物

港务费征收８９３万元，增１７．４％。港

口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未发生重大安

全事故。年内，完成金坛港区金城作

业区水工结构物、部分堆场和５０％装

卸设备定制，常州港录安洲港区４号

泊位暨夹江码头二期工程项目取得岸

线批复并完成项目立项，常州内河港

金坛港区金城作业区开工建设。

【常州内河港金坛港区金城作业区开

工建设】　１月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

约４．７６亿元，年内完成投资１４２４０万

元。该项目位于丹金溧漕河东岸金坛

市金城镇工业集中区内，共建设泊位

１５个，其中１０００吨级件杂货泊位２

个、５００吨级件杂货泊位３个、１０００吨

级散货泊位２个、５００吨级散货泊位５

个、１０００吨级多用途泊位３个，设计

通过能力５６２万吨／年。 （史香君）

机 场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机场通过由

海关总署（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公

安部、质检总局、民航局、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参谋部组成的国家口岸验收组

验收，实现口岸开放。相继开通香港、

首尔航班。继续加大与航空公司的协

调力度，优化航班结构，新增一架过夜

飞机，开通宜昌、大连等新航线，加密

深圳、北京、成都等中心城市航线。至

年底，机场通航国内外城市２０多个，

每周航班３８０余架次。年内，起降飞

机２．２４ 万架次，实现旅客吞 吐 量

１８６．１万人次、行货邮吞吐量２．６万

吨，分别比上年增１５．９７％、２１．９％和

２１．８８％。３月２８日，机场单日旅客

吞吐量突破６０００人次大关，创常州机

场开航以来单日旅客吞吐量历史新高。

　　机场硬件设施不断完善。丹阳城

市候机楼和首家常州市区城市候机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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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运行；航站楼国际区工程通过行

业验收；出租车蓄车区改造后启用，可

容纳３００辆出租车停靠；全新精装后

的国内头等舱休息室正式启用，面积

约２６７平方米，设有休息座位８６个。

１月１２日，机场双向盲降及起飞线甚

高频设备顺利通过飞行校验。１２月

２４日，机场通过空防安全评估检查。

全年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实现第２９

个安全生产年。

常州机场正式启用市区城市候机楼　（常州机场　供稿）

【常州机场正式启用市区城市候机楼】

　８月２６日，常州首家市区城市候机

楼启用。市区城市候机楼位于通江南

路２６０号常州民航服务中心一楼大

厅，具备航班信息实时查询、售票、办

理登机牌、办理航空保险等功能。市

民可在办理登机牌后，乘坐机场班车

直达机场候机楼并通过机场专享安检

通道，快速便捷地进入隔离区候机，同

时可通过机场专享行李托运值机柜台

托运行李。

【常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航班】　９

月２５日，常州机场开通首个国际（地

区）航班常州至香港航线，每周两班。

首批乘客１５１人，由中国东方航空江

苏有限公司空客 Ａ３２０执飞，航班号

为 ＭＵ２９２９／ＭＵ２９３０。

　　１１月２０日，常州开通至韩国首

尔航班，每周两班。首批乘客１４９人，

由中国东方航空江苏有限公司空客

Ａ３２０ 执 飞，航 班 号 ＭＵ２９１５／

ＭＵ２９１６。

　　１１月２１日，韩国真航空Ｂ７３８飞

机开通首尔—常州航班，首班旅客

１３７名，航班号为ＬＪ８５５／ＬＪ８５６，真航

空成为常州机场口岸开放后加盟常州

航空市场的首个外籍航空公司。

（吕　翠）

物 流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物流运输

企业完成公路货运量１０８０４万吨、公

路货物周转量１１２０９２５万吨公里，分

别比上年增１２．３１％和１２．４８％。物

流园区和中心布局进一步完善。凌家

塘物流中心投入运营；江苏亚邦物流

公路港、江苏安邦物流有限公司甩挂

运输、常州奔牛港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公铁水路联运项目加快推进；苏宁云

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基地项目在

钟楼区新闸镇开工建设，总投资额

４．７亿元；服务于淘常州同城配送的

城市物流配送点达３５０个。全市新增

省级货运质量信誉企业、站场５家，新

增“江苏快货”品牌线路３０条。完善

物流企业联系制度，开展《常州市物流

业发展对策研究》等课题调研。货运

行业节能减排积极推进。全市新增甩

挂运输牵引车４３辆、挂车４７辆，ＬＮＧ

货车总量４４５辆，货运专特车辆比例

继续稳定在４０％，其中常州政成物流

有限公司和常州立信运输有限公司的

甩挂运输示范项目牵引车与挂车比例

１∶１．８，里程利用率９５％以上。

【亚邦物流被评为全国５Ａ级物流企

业】　８月，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物流企业综合评估委员会审定的第

１８批Ａ级物流企业名单中，江苏亚邦

医药物流中心有限公司成为本批次

１８家５Ａ级物流企业之一，是常州第

一家获５Ａ级物流资质的企业。该公

司是省内第一家现代医药物流企业，

由江苏亚邦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江苏

亚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益

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投资

组建，自２００６年投资建设以来，已发

展为江苏最大的综合物流园之一，园

区建有药品交易大楼、物流交易大楼、

标准化物流仓库、标准化药品仓库、办

公大楼和职工公寓、停车场、加油站等

配套辅助设施以及电子商务、物流配

送等网络信息系统。

【首条“空空联运”转关通道成功运行】

　４月２５日，由常州海关、常州机场

物流公司共同搭建的首条“空空联运”

转关通道成功运行。中国国际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１８２６次航班搭载着６００

公斤首批出口货物，在完成报关手续

后从常州机场顺利飞往北京首都国际

机场，并于第二天从北京飞往美国纽

约和爱尔兰都柏林。“空空联运”通道

是通过转关方式将支线机场和干线机

场对接，利用干线机场国际航班多的

优势，将出口货物通过空运联运方式

直转至干线机场出口，或将进口货物

通过空运联运方式转至支线机场进

口，从而实现一次报关、一次查验、一

次放行，达到快速高效、手续简化和节

约物流成本的目的。截至２０１４年底，

该通道完成空空中转业务２６票７４５５

公斤。 （李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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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基础建设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依托移

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和广电网络

公司持续加大通信基础设施投入，累

计投入１６亿元，全力普及光纤入户、

无线网络和功能性服务设施建设。年

末，全市城域网出口带宽１２００Ｇ，固定

电话１４５万户，比上年降２．５％；移动

电话用户 ４９１．３ 万，其中 ３Ｇ 用户

１４２．１万户，４Ｇ用户突破６０万户；移

动互联网用户５６５万，增２２．９％；固

定宽带用户１６０万户，增１４．１％，其

中 光 纤 宽 带 用 户 ７８．５ 万 户，增

５０．７％；家庭平均接入带宽９．１Ｍ，增

３０％，其中城镇家庭平均接入带宽

９．９Ｍ，农村家庭平均接入带宽８Ｍ；数

字电视用户１１２．４９万，交互式网络电

视用户 ５１．５ 万，分 别 降 ５．９％、增

１８．５％。

　　年内，常州市有６个项目入选省

信息基础设施示范试点，其中ｉＣｈａｎｇ

ｚｈｏｕ－ｃｍｃｃ常州政府免费 ＷＩＦＩ工程

被评为示范项目，无线武进免费 ＷＩＦＩ

上网工程、常州松涛苑（一期）信息基

础设施集约建设工程、４Ｇ无线产业园

试点工程、三网融合创新基地、三网融

合示范园（区）５个项目被评为试点

项目。

　　８—９月，市经信委对全市８０多

家党政机关、人民团体、重点行业及有

关单位开展网络安全检查工作。９月

２４—２６日，开展全市信息安全员岗位

专业培训，７０个部门和单位的信息安

全员参加。１１月２２—２８日，常州１８

支队伍５６名选手参加省第三届信息

安全技能竞赛，获企业组和学生组２

个冠军、党政机关组和学生组２个二

等奖，另获三等奖５个，市经信委获优

秀组织奖。 （戴国俊）

【常州发布住宅区光纤到户国家标准

实施细则】　１０月１１日，市经信委、

发改委、规划局、城乡建设局及房管局

联合出台《〈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

到 户 通 信 设 施 工 程 设 计 规 范〉

（ＧＢ５０４８６－２０１２）常州市实施细则》，

在全省率先发布光纤到户地方规范实

施标准，实现“宽带中国”光纤到户政

策的落地，解决光纤到户“最后一公

里”问题。按照细则，常州市将通过技

术标准要求，保障通信运营商在住宅

区内的平等接入权和业主的自主选择

权。细则实施后，住宅小区内的光纤

到户基础设施统一由开发商投资建

设；电信、移动、联通等通信运营商在

小区交付后负责把各自的光纤接到小

区机房并预留端口，居民自主选定运

营商后，接入相应端口。细则在全面

落实国标的基础上，根据常州实际，对

行政区域内新建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

光纤到户信息配套设施的设计规范进

行细化完善，其中部分条款高于国标，

并增加了公共通信机房统一管理所需

配套设施建设内容。常州市相关部门

在住宅区和住宅建筑的规划设计、建

筑设计、审图、验收等环节，将以该细

则为规范依据，严格执行并实现长效

管理。至年底，已有６８个新建住宅小

区纳入到共建共享政府监督执行范

围。 （戴国俊 吴　芳）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概述】　２０１４年，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分公司（简称“常州电信”）下

辖金坛、溧阳２个分公司以及天宁、钟

楼、武进、武东、武西、新北６个营销中

心，向客户同时提供各类基于有线和

无线网络应用的业务和服务。其中，

移动业务收入２０亿元，总用户规模突

破４００万户。常州电信４Ｇ网络覆盖

面积近３５０平方公里，主要覆盖常武、

金坛和溧阳城区地域，对重点镇重点

区域也完成网络覆盖。精品区域内网

络覆盖率超过９９％。

【常州电信引入民资参与光纤到户试

点】　２０１４年，常州电信为解决市场

需求与建设能力不足的矛盾，选择溧

阳戴埠镇西街作为首批引入民资光纤

到户建设试点。该项目采用ＢＴＯ即

“建设、转让、经营”融资方式，由企业

投资建设，建成后转移给运营商，由运

营商负责经营管理，双方实行利润分

成。全年１８个民资投入者投入９１．６

万元，建设分纤箱７３３个，新增端口

５４３２个，迁改用户２１４５户，总收入

５９．５万元。 （吴　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

州分公司概述】　２０１４年，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简称“常州移动”）下辖金坛、溧阳２

个分公司和城区、武进、新北３个营销

中心，为客户提供语音业务、增值业务

及互联网、集团数据、ＩＰ电话等各类

通信业务服务，全年实现运营收入３４

亿元。常州移动在全市率先提供４Ｇ

网络，全年建设４Ｇ宏站近３０００个，



常州移动和常州公交集团“移动４Ｇ进公交”项目签约　（常州移动　供稿）

室分近１２００个，覆盖总面积约３０００

平方公里，已覆盖常武城区和金坛、溧

阳城区及全部镇区，用户３５０万，网络

平均下载速度达每秒４０ＭＢ。同时依

托４Ｇ高速网络，积极助力常州整体

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公司实施的全市

医保联网和药店远程监控项目实现药

店监控、医保刷卡、薪资查询等功能；

开发的智慧旅游客源分析及假日旅游

指挥平台，覆盖全市各大核心景区，实

现客源分析、监控与智能调度一体化

综合管理；推进国税 ＥＴＯ、４Ｇ 警务

通、执法通工作手机在各行业的应用。

年内，常州移动承建的“平安常州”公

共安全技术防范视频监控综合运用系

统获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创

新产品特等奖和中国通信与信息化应

用优秀成果奖金奖。

（柏　桦　李彩虹）

４月８日，ＡＰＥＣ智慧城市创新与技术合作论坛在常州召开　（经信委　供稿）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常州市

分公司概述】　２０１４年，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简称

“常州联通”）完成主营收入５．３亿元。

全年完成ＥＢＩＴＤＡ（未计利息、税项、

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２．１９亿元，比

上年增１８．８％。

　　稳步推进“宽带中国光网城市”建

设，扩大光网覆盖，推动带宽提速，加

大宽带渗透，融合交互式电视等应用。

至年末，常州联通光缆长３．７５万皮长

公里，光纤长２８万芯公里，平均光纤

入户１１．１％，４Ｍ 及以上固定宽带的

用户比例７０％；４Ｇ、３Ｇ、２Ｇ基站总数

分别为２６０个、１８６３个、１１５６个，３Ｇ／

２Ｇ基站比６０％，３Ｇ网络城区和农村

的平均覆盖率分别为９７％、９０％，宽

带接入端口１９．８万个。对重点校园、

厂站建立 ＷＩＦＩ站点，通过规模部署

运营 级 ＷＩＦＩ网 络，实 现 ３Ｇ 网 与

ＷＩＦＩ的灵活访问。

　　聚焦“智慧城市”等重点主题以及

政务、校园、物流等重点行业，发展信

息化应用，以整体解决方案为切入，助

力信息化水平提升。开发的建设工程

现场管理人员手机考勤系统、新北城

管移动办公系统投入应用，有效实现

对一线工作人员的绩效管理和异地管

控。支持教育部门打造基础教育信息

化示范市、智慧校园示范学校。教育

管理信息化系统覆盖多所中小学和幼

儿园；校园一卡通为多所学校的师生

实现手机刷卡在校内食堂、超市消费、

门禁识别和考勤等方面的服务；“互动

宝宝”实现幼儿园家长、老师、学生之

间的实时互动；“班班通”业务先后在

多所中小学中试行提供电子课堂、电

子书包、电子备课应用，满足８０％以

上中小学市场电子化教材、教辅的使

用需求。打造覆盖本地揽收、干线运

输、园区服务、落地配送、货品销售等

物流环节的信息化应用产品，物流Ｅ

通、车管 Ｅ通、物流配送宝、外勤管

家、零担物流、综合配货等系统相继投

入应用。与市公交公司合作发布“掌

上公交”系统，依托稳定可靠的综合通

信网络、云计算资源，为用户提供实时

公交汽车进出站情况。助力建设智慧

法院，构建支撑法院信息化的高效、快

速、通畅的信息网络平台，促进审判流

程的规范和优化，增进审判的公开和

透明度。 （刘　坚）

智慧城市建设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智慧城市

建设稳步推进，城市规划设计、建设运

行、管理服务、社会生活、产业经济等

各个领域正逐步向智慧化迈进。以

８８１ 信息化建设



智慧社区逐步普及　（经信委　供稿）

ＴＤ－ＬＴＥ为代表的第四代移动通信

实现商业运营，全市用户数量突破５０

万。城乡社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助力

社区减负，实现台帐电子化管理。在

农贸市场试点银行闪付结算，方便市

民生活消费。５月１６日，《常州市促

进信息消费的实施方案》发布，推进全

市信息消费。常州市农村信息综合管

理平台深化推广工程被列为省信息化

重大示范工程，居民出行公交导引平

台被列为省促进信息消费示范平台，

智慧社区消费服务平台和基于互联网

技术的植物工厂开发及示范被列为试

点平台。

【政府免费 犠犐犉犐上网工程建设】　５

月１６日，政府免费 ＷＩＦＩ上网二期工

程通过专家验收，向市民开放服务。

二期工程新增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二人民医院、南大街公共广场、万达

广场公共区域、红梅公园、青枫公园、

新北公园、人民公园８个公共场所。

至年底，全市累计在１５个公共场所提

供政府免费上网服务，成功登录１３３

万人次，使用网络流量４４．１１Ｔ，平均

每人次使用流量３４．８Ｍ。

【“一卡通”便民】　１月６日，常州市

市民卡建设有限公司实现国有控股，

常州投资集团、交通产业集团分别持

股２６％、２５％，注册资金３０００万元。

９月，金坛城市公交刷卡服务开通，常

州市民卡作为统一载体打通市区、金

坛、溧阳公交刷卡支付环节，市民出行

不用携带多张公交卡。至年底，累计

发行市民卡９５万张、龙城通卡７０万

张。市民卡具有信息存储、信息查询、

交易支付等基本功能，通过分期分批

实现一卡通用，方便居民使用。

（于　波）

【政府信息化工程】　２０１４年，全市共

有２１个部门６１个信息化工程项目通

过论证和审核，总投资概算１．１６亿

元。常 州 市 智 慧 城 乡 规 划 工 程

（２０１４）、常州市政府门户网站群、常州

市社区综合信息管理平台二期、常州

市重点建设项目信息共享、网上审批

系统等项目建成。推进龙城网上办税

服务厅建设，实现网上认证、网上报

税、网上递交三大功能；“常州掌上地

税”移动办税平台提供发票查验、税款

计算等２０多个功能。规划网上电子

报批服务平台上线运行，实现全业务、

全流程的规划网上报批，缩减审批用

时１／６以上。全省首家手机“村务通”

平台在金坛市唐王村启用，将村务、党

务、财务工作和项目发展、农业生产、

计生政策等信息实时发送到居民的手

机上，打通农村信息化最后１００米。

全市政务信息化走向互联互通、集成

应用、融合发展的更高层次，政务协

同、信息公开、公共服务的智能化水平

显著提升。 （仲雅芬　于　波）

【一批公共服务平台上线】　５月，“常

州人才”手机版上线，集成最新求职信

息，支持多种条件搜索、快速查询与浏

览，为企业搜索人才、发布招聘信息提

供渠道。５月２８日，“常州网”２．０版

手机客户端上线，集本地资讯速览、便

民服务查询、互动报料等功能为一体。

８月，常州市地下空间数据采集系统

运行，地下服务设施、停车场、商场、可

开发空间在系统地图上一目了然；以

居民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区

域卫生信息平台初步建成，全市１５家

二级以上医院、８８家基层医疗机构以

及部分民营医院接入该平台。虚拟养

老“一键通”开通，通过快捷按钮拨号，

即可与１１０、１２０、１２３４９及亲属进行联

系，年内为１．５万户老年人安装智能

拨号设备。

【常州市区域卫生信息系统二期工程

通过验收】　８月３０日，常州市区域

卫生信息系统二期工程通过专家验

收。该工程于２０１１年启动，市级财政

投入３０００万元。已建成卫生数据中

心和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中心，建

立覆盖全市的卫生信息专网，实施卫

生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和接口系统建

设；在此基础上，完善社区卫生信息服

务系统，整合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建设

基本药品管理、决策支持、绩效考核、

新农合、医疗协同和市民健康服务网

等系统，实现区域范围内卫生信息的

数据交换、资源共享、业务协同和管理

统一。 （于　波）

两 化 融 合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围绕工业

转型升级，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

融合，加强信息技术在工业经济各领

域的普遍应用。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利

用信息技术开展设计、生产、管理、创

新和电子商务活动的比例达６０％，企

业成套设备和整机产品信息化率

４０％。７月，常州科教城被认定为国

家两化深度融合试验区。１１月，武进

经济开发区、武进区纺织工业园分别

被认定为省两化融合示范区、省两化

融合试验区。至年底，全市拥有国家

级两化深度融合试验区１个，省级两

化融合服务产业示范园３个，省级两

化融合示范区４个、试验区２个。

　　开展企业贯标试点工作，规范相

关企业两化融合过程，形成可持续创

９８１信息化建设



新型能力。南车戚机公司等３家企业

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贯标试点，中天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６家企业列入市

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全市

新增两化融合省级示范企业５家、试

点企业３７家，累计２９家、１７３家，超

额完成“十企示范、百企试点、千企应

用”任务。

国产云计算产业园开园　（经信委　供稿）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智慧能源展示厅　（经信委　供稿）

　　开展智慧企业培育工作。常州腾

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等１０家

企业被评为２０１４年度常州市智慧企

业，江苏峨嵋动力机械有限公司等２０

家企业被评为２０１４年度常州市初级

智慧企业。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限公

司和江苏正昌集团有限公司获省两化

融合诊断项目支持，扶持奖励金额

５００万元。

　　创新两化融合服务模式。市经信

委与省经信委联合主办２０１４两化融

合创新推进大会（江苏站），与苏商发

展促进会合作举办江苏省互联网融合

创新大讲堂（常州站），分别指导ｅ－

ｗｏｒｋｓ数字化企业网和鼎捷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举办２０１４常州制造业ＣＩＯ

（首席信息官）沙龙和企业战略抉择与

战术选择培训等大型活动。全年开展

两化融合专题培训１０余场，受众企业

２０００余家。推进企业加快ＣＩＯ制度

建设，让更多的企业信息化管理者进

入决策层，使其成为推进企业发展的

决定性力量之一，３人当选全国优秀

ＣＩＯ。 （王瑞恒）

电 子 商 务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电子商务交

易额１１５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５．３％。

其中，Ｂ２Ｂ（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ｂｕｓｉｎｅｓｓ：指

企业对企业通过电子商务的方式进行

交易）交易额９７０亿元，占比８４．３％；

网络零售额１８０亿元，增３８．５％。电

子商务交易额超亿元企业６家，电子

商务收入超５００万元企业３５家；规模

以上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近８０００万

件，增长４０％，业务收入１２．４亿元；

电子商务直接从业人员超过１２万人。

本土Ｂ２Ｃ（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指企业对消费者通过电子商务的方式

进行交易）电子商务平台淘常州吸引

６０００余家本地商户和中小企业入驻，

全年交易额５．７亿元，增长５０％。区

域物流电子商务平台易呼通通过整合

全市１８００多家物流公司，推出货运

宝，全年开票营业收入３．３亿元。

　　３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

部同意常州创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

市。５月３０日，《常州市电子商务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常州电子商

务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出台。年内，

市电子商务协会先后组织开展会员代

表大会暨交流会、常州电子商务精品

巡回分享会、“点亮淘宝路，龙城电商

行”大型公益活动、常州市电子商务系

列培训等近３０场免费的交流学习活

动，成功举办１０期关于Ｂ２Ｂ、Ｂ２Ｃ的

培训。全市有２家企业重点电子商务

平台类项目和４１家企业电子商务平

台普及类项目获省企业电子商务拓市

项目扶持。

（于　波　王瑞恒　韩东燕　魏　卓）

【中国（常州）电子商务应用发展年会】

　９月２６日在武进举行。会议以“实

体经 济 借 势 电 商”为 主 题，围 绕

“Ｂ２Ｂ２．０激活实体电商”“贸易商转型

Ｂ２Ｂ交易平台”“实体企业的二次创

业”等议题展开探讨。慧聪网、科通芯

城、我的钢铁网、亿邦动力网、艾瑞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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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等一批国内电商行业知名专家和来

自全国各地领军企业的代表１０００余

人参会。 （于　波　韩东燕）

区域性电商平台淘常州自建小黄蜂物流配送　（商务局　供稿）

【淘常州】　至２０１４年底，淘常州平台

交易额５．７亿元，有注册用户１００万

人，拥有完善的系统平台、采购、仓储、

自有物流配送和售后服务体系，并有

专业的７２４小时呼叫中心和客服团

队。自建小黄蜂同城物流配送体系，

组建送货车队１００余辆，设常州市配

送中转点２８个，建成覆盖常州市五区

二市的现代物流配送中心和配送团

队。５月，淘常州首批覆盖中心城区

的３３０家自提点投入运营。自提点大

多是小区便利店、小超市等市民身边

的实体店，通过加盟淘常州网购平台，

整合线下资源，建立定位周边、随处消

费、放心收货的一站式智慧社区生活

服务平台。６月，淘常州获知名风投

盛大资本Ａ轮１．５亿元融资。

【“楼口便利犾狅狌犽狅狌犮狅犿”品牌店】　８

月，常州买东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

办 Ｏ２Ｏ 电 子 商 务 平 台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ｏＯｆｆｌｉｎｅ，线上线下电子商务）“楼

口便利ｌｏｕｋｏｕ．ｃｏｍ”品牌店（简称“楼

口”），由上海楼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负责运营。“楼口”签约的客户主要是

社区便利店，商品涉及食品与营养品、

母婴用品与玩具、体育与健身器材、计

算机、手机及其他数码产品、家电、汽

车配件、服装与鞋类、奢侈品、家居与

家庭用品、化妆品与其他个人护理用

品等。便利店通过楼口 Ａｐｐ获取周

边订单，极速配送，在２９分钟内完成

从下单到送货上门的流程。（吴　芳）

网 络 媒 介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加强互联

网规范性管理，完善网络文明、网络问

政、网络文化建设等规定，将依法管

网、依法治网细化成则。人民网、新华

网、凤凰网、大公网、联合早报网在首

页推荐常州专题２０多个，转载、刊发

常州报道近万篇。５月，“小水滴”网

络文明志愿者管理平台开通，培训注

册网络文明志愿者２８００余名。７月，

“＠微常州”主微博开通订阅服务，订

阅量超过５０００人，通过服务平台接口

为５６万粉丝实现智能回复。全年围

绕文明城市建设和南京青奥会，组织

开展“文明常州迎青奥、常人尚德树新

风”“手拉手，迎青奥———文明传播网

络接力”“小水滴，大力量———网络文

明志愿者在行动”“文明红黑榜”等网

络文化活动３０多个。 （杨　谦）

【中国常州政府门户网站】　２０１４年，

常州市政府门户网首期整合２６家政

府部 门 子 站，占 规 划 子 站 总 数 的

４３％，实现站群内信息互联互通与共

享。加强智慧门户建设，全面整合个

人信息、企业信息、公共信息３大类

４０多个查询、申报等系统，建成常州

智慧门户信息交互综合查询服务平

台，在市政府门户网站上为公众提供

一站式查询解决方案。加强对政府网

站的管理和维护，每天对１０万余个页

面进行扫描，及时发现并处理政府网

站出现的问题。全年市政府门户网站

所有栏目访问总量１８００万人次，日均

访问５万人次。 （李志刚）

【中国常州网】　２０１４年，中国常州网

（ｗｗｗ．ｃｚ００１．ｃｏｍ．ｃｎ）日均访问ＩＰ超

过１０万。论坛有注册人数３４万，日

均发帖量 ６０００ 帖；博客注册 人 数

３．３１万人，日均发表原创博文１９０

篇。旗下常州社区网（ｓｑ．ｃｚ００１．ｃｏｍ．

ｃｎ）有１５１个社区进驻，城区覆盖率

９４．２％（不含武进、溧阳、金坛），并实

现钟楼区所辖社区的全覆盖。

　　“常州网”２．０版手机客户端正式

上线，安装总数突破１５万次。“常州

网”微信公众号粉丝数近６万，并牵头

成立由“微常州”“常州网”“常州交警”

“常州车管所”“常州移动”５大公众账

号组成的“常州微信联盟”，全方位提

供便民服务，粉丝数总量超５０万。新

浪微博“常州网”粉丝数超６２万。

　　年内，中国常州网围绕市委、市政

府中心工作，推出《美丽常州你我共

建》《地铁梦常州情》《学习贯彻十八届

四中全会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４０多

个新闻专题，开通道德讲堂网络课堂，

举办常州市手绘画大赛、常州地铁公

益广告征集、“童心追梦”第二届常州

市未成年人网络春晚评选、运河拍客

系列摄影、全城热恋相亲会、青果巷诗

会等活动。《退休老教师孙国华省吃

俭用１９０万助学》《中国梦·常州实

践》专题分别获２０１３年度江苏省网络

新闻优秀作品二等奖、三等奖。在第

二届江苏互联网大会上，中国常州网

被评为江苏省十大最具影响力新闻

网站。

【中吴网】　２０１４年，中吴网（ｗｗｗ．

ｚｈｏｎｇ５．ｃｎ）日均访问量超１２０万人

次，会员人数超８２万人，实名认证会

员１６万人。用户数比上年增６％，页

面访问量增３５％。“中吴论坛”手机

客户端正式发布，“无线常州”手机客

户端更新至２．２０版本，“小５商城”上

线运行。

　　年内，中吴网推出《２０１４常州“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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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无管处参与南京青奥会无线电安全保障　（无管处　供稿）

会”》专题，直播会议４场；围绕全市各

项重点工作，先后推出《２０１４常州·

上海经贸合作活动周》《常州市深入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突破

２０１４—常州企业大走访》《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城市明日之光———９０

后学霸开启‘明日计划’》《美丽常州，

你我共建》《争当文明人，共建文明城》

等２２个新闻专题。推出原创《宝贝逗

秀》视频节目和《常州教育巡访》视频

互动访谈类节目。６月，组织开展“中

吴小记者”活动，通过户外实践与课堂

体验，传播健康向上的教育理念，展示

常州本地儿童风采。

【化龙巷】　常州化龙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是以电子商务及新媒体互动营销为

主要业务的互联网公司，是常州市规

模最大的从事互联网自主产品开发运

营的公司。公司主要以本地 Ｏ２Ｏ电

子商务平台服务费为主要盈利模式，

辅以策划推广、全网营销、会展营销、

新媒体服务等客户全营销模式的接

入，形成创新型区域Ｏ２Ｏ电子商务模

式。旗下化龙巷 网 站 （ｗｗｗ．ｈｕａｌ

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ｃｏｍ）有注册用户２５０万人，

是省内流量排名第一、常武地区最具

影响力的生活电子商务服务网站，为

全市居民提供电子商务、生活信息、消

费指导等实用便捷服务。 （杨　谦）

无线电管理

【频率台站管理】　２０１４年，江苏省无

线电管理局常州管理处（简称“无管

处”）加强频率资源的科学配置和台站

规范管理，执行１２．５Ｋ和频率城市复

用的指配方式，提高频谱利用率。全

年完成行政许可无线电台（站）设置、

核发电台执照审批１１件（含业余台），

收回频率５个，新设台站９０台，撤销

台站６０个，完成３２名业余爱好者换

证工作。举行业余无线电操作证 Ａ

类考试４次。

【日常监测检测和干扰查处】　２０１４

年，无管处认真执行无线电监测制度

和规范，按时完成月度监测任务，累计

监测时间１２２４６小时，其中完成频段

占用度监测６９８４小时，民用航空、水

上遇险报警、供电、铁路调度、红十字

急救中心等重点频率保护性监测

４５９０小时。加强无线电频率预指配

监测工作，完成频率预指配监测５７

组，新设台（站）预指配频率监测率

１００％。严格开展设备检测工作，检测

新设台站无线电发射设备１７５部，检

测率１００％。受理无线电干扰申诉５

起，解决５起。

【打击非法设置无线电台（站）专项治

理活动】　２０１４年，无管处在全市开

展打击非法设置无线电台（站）专项治

理活动，查处“伪基站”案件８起。与

市文广新局、市委６１０办和市公安局

协作，加强对非法广播电台的监测定

位，在常州范围内查处非法广播电台

案件３起，收缴非法设备３套。

【无线电通信保障】　２０１４年，无管处

针对全国研究生考试、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测试必修科目考试、江苏省公务

员考试、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高

考、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建造师考

试、医师资格考试、司法考试特点，完

善工作预案，加大考前各考点的电磁

环境监测，配备速度快、精度高的监测

定位设备，加强捕捉信号和定位作弊

人员的能力，查处利用无线电设备进

行作弊的行为。全年保障各类考试

１６次，在二级建造师考试中阻断作弊

信号１起。

　　圆满完成南京青奥会开闭幕式和

青奥体育公园沙滩排球馆、曲棍球馆、

橄榄球馆、小轮车场馆的无线电安全

保障任务。累计办理频率申请６项，

指配频率１６组，检测设备９５台，设备

贴标１０２台，检查核对各类无线电设

备５８０余台，累计监测时间超过９３０

小时。 （孙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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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惠民政策宣传　（财政局　供稿）

财 政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财政部门

把握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的工作总基

调，积极组织财政收入，合理安排预算

支出，着力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４３３．８８亿元，

增长 ６．１１％；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４３４．９３亿元，增长４．０７％。

　　贯彻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定增长

促进转型。全市落实各类税收优惠

２５２．４亿元，累计取消、停征、调整行

政事业性收费１０８项，减轻企业负担

７．２６亿元。围绕产业转型升级“三位

一体”（通过十大产业链建设发展新兴

产业、通过“双百”行动计划推动传统

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培育“十百

千”创新型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发

展战略，完善财政扶持政策，支持企业

技术改造、机器换人、首台套重大装备

及关键部件等重点项目实施，提高创

新能力，加快形成常州智造优势。进

一步加大服务业投入，市级财政安排

资金２．４亿元重点支持金融担保、商

务经济、旅游、文化和创意产业，推动

服务业集聚区发展。

　　支持科技创新和人才工程。市级

财政投入科技专项资金２．７亿元，支

持常州科教城、江南石墨烯研究院等

重大科研载体和创新创业平台建设，

促进重大科技项目转化。安排人才专

项资金１．３亿元，“龙城英才计划”基

金规模扩大到３．８亿元，进一步规范

股权投资基金的运作，引导人才和资

本流向新兴产业。运用担保引导资

金、“文创贷”“贷款风险池”等财政金

融工具，发挥财政扶持引导作用，引导

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放７３亿元。运

用应急专项资金、“周转贷”等，为重点

企业和高新科技企业“倒贷”（贷款的

借新还旧）资金５０亿元。发挥创投资

金市场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３５亿

元投入实体经济，助力创新型小微企

业发展。

　　加大民生投入，促进城乡协调发

展。健全“三农”稳定投入机制，落实

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全市各级财

政安排支持农业资金３５．３亿元。优

化支出结构，确保各项民生保障政策

落实、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全年投入

教育、文化体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障、

医疗卫生、养老服务、住房保障、公共

交通、社 会 事 业 等 各 类 民 生 支 出

２４９．１２亿元。

　　推进财税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

度。制定《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

代财政制度的实施意见》。扩大“营改

增”（营业税改增值税）范围，将铁路运

输和邮政业、电信业纳入试点范围，进

一步减轻企业税负。健全预算体系，

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编入２０１５年本级财政预算。推进预

算信息公开，市级总预决算、市级预算

单位部门预算信息继续公开，市级预

算单位公务接待、因公出国、公车购置

经费预算信息首次全部公开。健全预

算标准体系，完善人员编制管理、资产

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机制。



　　健全财政管理体系，加强预算绩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分地区财政收入完成情况一览表

地　区

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亿元）

比上年

增减额

（亿元）

增减率

（％）

财　政

总收入

（亿元）

比上年

增减额

（亿元）

增减率

（％）

全　市 ４３３．８８ ２５．００ ６．１１ １３３５．４５ １６６．１２ １４．２１

其中：市本级 ５５．８９ １２．３５ ２８．３７ ３１９．８３ ７４．５５ ３０．３９

金坛市 ３０．１２ ４．２３ １６．３３ １２３．５２ ２１．７０ ２１．３２

溧阳市 ５０．６２ ５．０２ １１．００ １０２．０９ －３１．７１ －２３．７０

武进区 １２９．６３ ３．７９ ３．０１ ３８２．８４ ２７．６６ ７．７９

新北区 ８９．３２ ５．８３ ６．９８ ２６８．４５ ７８．５９ ４１．３９

天宁区 ３７．９０ －３．７３ －８．９５ ６６．５２ －３．２６ －４．６７

钟楼区 ３０．５８ －２．６２ －７．９１ ５１．１９ －２．１６ －４．０４

戚墅堰区 ９．８２ ０．１４ １．４２ ２１．０１ ０．７４ ３．６５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分地区财政支出完成情况一览表

地　区
２０１４年预算

（亿元）

２０１４年实绩

（亿元）

占年度

预算

（％）

比上年

增减额

（亿元）

增长率

（％）

全　市 ４６２．９６ ４３４．９３ ９３．９５ １７．０３ ４．０７

其中：市本级 １３０．４４ １１５．４２ ８８．４８ －１．０１ －０．８７

金坛市 ３８．９０ ３７．４６ ９６．３０ ４．１５ １２．４７

溧阳市 ５８．５４ ５７．０１ ９７．３８ ４．９９ ９．６０

武进区 １３０．６０ １２４．０４ ９４．９８ ４．１５ ３．４６

新北区 ５６．１０ ５４．５９ ９７．３１ ４．３６ ８．６７

天宁区 ２０．５６ ２０．４０ ９９．２４ ０．５５ ２．７８

钟楼区 ２０．０７ １８．８８ ９４．０８ －０．７２ －３．６７

戚墅堰区 ７．７５ ７．１３ ９１．９８ ０．５５ ８．３９

效管理。年内市级财政对５００万元以

上专项资金项目实现预算绩效管理全

覆盖。加强国库收支管理和公务卡改

革力度，公务卡结算方式推广到区级。

全面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改革，完

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策体系，制订

购买公共服务指导目录，全市服务类

项目政府采购６．３亿元，资金节约率

１５．４％。完善债务管理制度，密切关

注政府性债务风险，推进政府债务清

理甄别和分类管理工作。积极推行

ＰＰＰ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吸引社

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

设，拓宽融资渠道，常溧高速公路、常

宜高速公路、天宁老年服务中心３个

项目入选首批省级ＰＰＰ项目库，总投

资４５．８４亿元。推进财政法制建设，

加强权力制约监督，建立政府专项资

金清单制度，全面清理财政行政权力

和行政审批项目。进一步扩大权责发

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编范围，将

各辖市区纳入试编范围，组织完成

２０１３年市级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中资

产负债表和收入费用表的编制及报表

附注、政府财政经济状况分析、政府财

政财务情况报告的撰写。

　　建立健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

长效机制。制定市级差旅费、会议费、

培训费、因公出国、外宾接待和会议定

点饭店等管理办法，组织开展公款大

吃大喝、违规公务接待、公款送礼等专

项检查。２０１４年，全市“三公”经费决

策较上年压缩１７％，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用压缩１７％，公务接待费压缩

１２％，公车运行经费压缩２０％。

【财政收入】　２０１４年，全市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完成４３３．８８亿元，比上年增

收２５亿元，增６．１１％。其中，税收收

入３４８．３８亿元，增收２１．２亿元，增

６．４８％；非税收入 ８５．５亿元，增收

３．８ 亿 元，增 ４．６５％。税 收 比 重

８０．２９％。受经济下行、结构性减税政

策等因素影响，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长趋缓。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

业税、个人所得税、契税五大主体税种

支撑作用明显，完成２６０．４２亿元，增

１０．１７％。

【财政支出】　２０１４年，全市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４３４．９３亿元，增支１７．０３亿

元，增４．０７％。全市各级财政部门认

真落实中央和省厉行节约相关规定，

严格控制行政运行成本，继续压缩一

般公共服务支出。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重点保障保民生促发展各项支出

优先推进，保民生促发展各项支出占

比７５％。进一步优化教育投入机制，

完善促进就业创业财税政策，提高社

会保障水平，完善公共卫生投入保障

机制，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

支持公交、机场等公共交通事业建设

发展，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大城市

环保投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进一

步完善财政资金支持重点产业和重大

项目发展的政策体系，着力引导经济

转型升级，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三位一

体”发展战略，支持科技创新和人才工

程。不断健全“三农”稳定投入机制，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预算管理】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完善预

算管理体系，建立由一般公共预算、政

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有效衔接的全口径

预算管理体系。将政府全部收支纳入

预算管理，加大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力

度。进一步完善基本支出定额标准体

系建设，制定科学合理的公用支出定

额标准体系。按照市统一部署向社会

公布政府专项资金目录清单，预算编

制中严控新增专项转移项目和规模，

清理、整合和规范专项资金。推进预

算信息公开，年内除涉密部门外，市级

部门（含下属单位）全部公开部门预

算，１０个市级试点部门进行部门决算

公开。

【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　２０１４年，常

州市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

制度改革的决定》和关于完善政府预

算体系的要求，细化并完善２０１５年市

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将地方教育

４９１ 财政　税务　审计



附加费、文化事业建设费、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防洪保安资金等政府性基金

列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市本级

政府性基金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

实际支出需要，按以收定支的原则分

基金项目编制预算。全年市本级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总额１８６．４５亿元，比

上年实绩下降１５％。预算支出安排

总额 １８７．７４ 亿 元，比 上 年 预 算 增

３０．６２％。

财政惠民政策宣传　（财政局　供稿）

【国库集中支付改革】　２０１４年，常州

进一步扩大国库集中支付资金范围，

将防洪保安资金、廉租住房租金收入、

公积金增值收益等政府性基金纳入集

中支付。完善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对

市级预算单位将预算安排资金划拨至

本单位保留账户或划拨至本单位及本

系统内其他的暂存款科目的行为开展

流程控制，制定审批流程，健全审批

手续。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改革】　２月，市

政府出台《常州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指导目录（暂行）》，该目录涵盖教育服

务、医疗卫生服务、社会服务、文化体

育服务、环境服务、城市公共交通服

务、公共设施管理服务、水利管理服务

及其他公共服务９大类９１个项目。３

月，发布制定《常州市市级政府购买公

共服务操作办法（暂行）》，在制度层面

全面启动全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

作。指导目录和操作办法出台后，原

来未纳入政府采购管理的服务项目都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纳入全市统一

管理。年内，全市服务类通过政府采

购方式采购的服务项目实际采购金额

６．３亿元，比预算资金７．４５亿元节约

１．１５亿元，节约率１５．４３％。采用直

接资助和项目申请方式购买的服务项

目预算资金计４８４８．２１万元，主要涉

及民办养老机构运行补贴、就业创业、

经贸合作、计划生育、农业科技产学研

等公共服务领域。

【行政事业性收费】　２０１４年，全市取

消行政事业性收费４项，降低收费标

准１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１０６万

元。至年底，根据财政部、省规定，全

市累计取消、停征及降低行政事业性

收费（包括政府性基金）与经营服务性

收费１０８项，每年减轻企业和社会负

担７．２５亿元，其中市本级２．５亿元。

【政府性债务管理】　２０１４年，市财政

局制定《关于市级政府性债务管理实

施意见的通知》，向市级各相关行政机

关事业单位和平台公司明确市级政府

性债务的管理模式、操作程序、风险控

制和监督管理等内容。根据省、市政

府对债务管理的要求，对市级行政事

业单位和市级投融资主体实行政府性

债务年度计划管理。加强土地储备融

资规模控制卡管理，合理确定土地储

备融资规模，规范债务数据填报工作，

推进政府债务清理甄别和分类管理

工作。

【教育经费保障】　２０１４年，全市落实

教育支出７５．２亿元。针对不同教育

类型完善财政保障政策，提高部分生

均公用经费标准，市级幼儿园生均公

用经费标准从每生每年２００元提高至

４００元，初中阶段每生每年从９４０元

提高至１０４０元。安排资金３０５０万

元，支持学前教育和社会力量办学。

多渠道筹措资金２．８１亿元，继续实施

校舍安全工程。支持教育布局调整，

教育基础建设投资行为进一步规范。

落实各类帮困助学和中等职业教育免

学费政策，惠及学生２．７万人。

【城乡社会保障】　２０１４年，全市安排

住房保障资金２．６亿元，推进以公共

租赁为主的保障房体系建设。安排资

金８．２２亿元，支持城市长效管理，提

升城市管理现代化水平。继续安排公

交、航班补贴，推进便捷交通，方便群

众出行。安排资金４．７亿元，推进老

年大学、福利院、灭火救援中心等一批

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安排资金

８０００多万元支持历史文化名城建设

和文物保护。筹集资金４３００万元支

持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和文体惠民

工程。积极筹措资金，推进智慧城市、

城区社区视频监控系统和电梯应急救

援安全保障建设等民生实事工程实施。

【医疗卫生支出保障】　２０１４年，全市

医疗卫生支出投入３２．６３亿元。安排

１６．２亿元推进医疗卫生体制综合改

革，支持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促进基本

卫生服务均等化。完善基层卫生投入

机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标准提高至

人均６２元。加快新农合与居民医保

的整合，居民医保财政补助从２９０元

提高到３５０元，城区２８万人受益。投

入资金３４９０万元，支持实施大病保险

政策。完善养老事业补贴政策，支持

社会养老机构扩大床位，提高床位补

贴和护理费补助标准，培育养老服务

队伍，支持开展送时上门等关爱老年

人服务，“三无老人”（城镇居民中无劳

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

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

或扶养能力的６０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保障标准提高至１２３０元。

【财政支持生态环境建设】　２０１４年，

市级财政预算安排生态城市建设专项

资金５８００万元，支持水污染防治、大

气治理、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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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进行绩效目标全过程管理。

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常州市级公益林

补偿标准由原来每亩８元调高到２５

元，并首次将水稻田纳入生态补偿范

围，全年落实生态补偿专项资金６０１８

万元。８月，出台《常州市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市级财政补贴实施细则》，细

化财政补贴标准，加快推进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工作，至年底，享受到市级

财政资金补贴的新能源汽车累计４６

辆，涵盖品牌包括“康迪”“比亚迪”“东

宇”“众泰”“北京”。１２月，常州落实

以奖代补，加速老旧汽车淘汰，出台老

旧机动车淘汰专项引导资金奖补办

法，对提前淘汰报废老旧机动车发放

补助。 （吴惠华）

【整合扶持资金落实“三位一体”发展

战略】　２０１４年起，常州市围绕产业

转型升级“三位一体”发展战略，完善

财政扶持政策，市区两级财政连续三

年每年整合６亿元专项资金，对列入

市“十大产业链”建设、“双百”行动计

划、“十百千”创新型企业和项目目录

的工业企业进行补助和奖励，重点支

持企业技术改造、机器换人、首台套重

大装备等重点项目实施，提升创新能

力，提振发展信心，促进转型升级。其

中，设备购置补助项目在竣工投产或

主体设备到位后，最高按实际技术设

备购置额的６％进行补助，单个项目

补助总额原则上不超过１０００万元；机

器换人示范项目中，购置设备和租赁

的，最高按设备购置额的１０％进行补

助，单个项目补助总额原则上不超过

２００万元，每年计划实施５０个机器换

人示范项目；经认定的首台套重大装

备及关键部件项目给予２０万元奖励。

至年底，全市第一批２２９个“三位一

体”工业项目获市区两级财政扶持资

金１９７７３万元，第二批补助奖励项目

正在申报认定中。（吴惠华 吴　芳）

【“三公”经费管理】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

根据已出台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有关文件精神，密集出台党政机

关因公临时出国、出国培训、外事接

待、差旅、会议、培训等经费支出制度，

构建行政事业单位公务支出制度体

系。实施常州市市级机关控制行政成

本成效考核，将党政机关行政经费管

理、公务接待、车辆驾驶员、资产以及

出差审批等制度的建设以及单位年度

行政经费、“三公”经费的控制成效全

部纳入考核范围，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全市压缩党政机关行政成本的长效机

制。确定全市３５家宾馆饭店为市会

议定点饭店，实行会议定点饭店管理。

【支农惠农】　２０１４年，全市财政不断

健全“三农”投入机制，加强支农资金

管理，全年落实支农资金３５．３亿元，

比上年增加１．７亿元，增５％，兑付各

类涉农补贴２．４３亿元，惠及农户５０

多万户。市级财政落实基础建设资金

１．７６亿元，支持全市重点水利工程建

设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支持农业转型

升级，市级财政投入资金４８２０万元，

重点支持现代高效农业生产基地设施

建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研发和生

产，以及特种水产、粮油食品、无公害

蔬菜等外向型农业项目发展。安排资

金３２５０万元支持９个中心镇的基础

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

【国有企业资产管理】　２０１４年，市委

宣传部、市财政局联合出台《常州市市

级国有文化企业重大事项管理实施暂

行办法》，加强对常州广播电视台、常

州日报社等市级国有文化企业的企业

章程制定和修改、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编制、企业重大投资、企业发行债券与

担保、企业产权、企业重大资产处置、

企业薪酬及年金、利润分配等重大事

项的管理，促进市级文化企业国有资

产的监督管理和保值增值。完善市级

事业单位所办企业财务年报审计报

送、统计分析及改制、上市、债券发行、

对外投资、担保、产权转让等重大事项

报批制度。

【产权交易】　２０１４年，常州产权交易

所（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产权交

易分中心）完成公共资源交易项目

８２９个，成交额８．４７亿元，较上年增

４５．８６％。完成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招租、处置项目 ７７８ 个，成交额

１．４５亿元，增３１．０３％。构筑粮食网

上采购、销售双通道，在网上卖粮积累

一定经验的基础上，成功举办首场粳

稻采购网络竞价会。全年完成粮食交

易项目４４个，成交金额１．６８亿元，增

２２３．０８％。

【财政预算绩效管理】　２０１４年，常州

基本实现财政拨款５００万元以上专项

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全覆盖，２０个全过

程绩效评价项目的绩效目标随部门预

算同步获批复。全面完成２０１３年度

１８个试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对科技

专项、旅游专项、环保专项等８个重点

项目实施再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反馈

给被评价部门，推进绩效评价结果实

质性应用。

【财政综合检查】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创

新财政综合检查方式，将财政综合检

查工作分为单位全面开展自查自纠、

主管部门实施重点核查和财政部门重

点核查３个阶段，首次实现财政综合

检查的全覆盖。全年重点检查环保、

文化、司法３个系统和常州工学院等

５０个企事业单位，收缴、补交和调账

处理违规资金０．９９亿元。

【常州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概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交易、融资项目２０１２项，金额

２１３亿元，其中交易项目１４８７项，金

额 ５６．１５ 亿 元，市 场 化 项 目 占

６９．４４％。建成集电子交易、电子招标

采购、综合信息发布、资金结算、金融

支持在内的产权交易和招标采购一体

化电子商务平台和涵盖询价、竞拍、招

投标３种交易方式的花木交易子平

台。增强引导基金管理水平，调查“龙

城英才计划”项目７３个，评审４０个，

通过３２个。创新转贷服务模式，与多

家金融机构合作，为３５８家企业发放

贷款３６４笔６４．１４亿元。运作知识产

权担保业务，与江苏武进信用再担保

有限公司合作，完成全市第一笔知识

产权担保业务，为企业融资１５００万

元。公司创建的国家级产权交易、政

府采购代理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通过中

期评估。公司下属的常州招投标代理

中心注册为全市首家机电产品国际招

标备案单位，年内机电产品招投标成

交额２１５．２９万美元。 （吴惠华）

国 家 税 务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国税系统组

织收入３６５．１２亿元，增１０．４３％。其

中，海关代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２７．７４亿元，增４５．３３％。国税部门直

接组织税收收入３３７．０２亿元，增收

２５．８４亿元，增８．３％。其中，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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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免 抵 调 库）２４１．５５ 亿 元，增

７．３１％；增 值 税 （不 含 免 抵 调 库）

１８６．０５亿元，增１０．０３％；企业所得税

７２．２７亿元，增１１．８６％；消费税３．８９

亿元，降６．１％；车辆购置税１９．３０亿

元，增１１．３９％。全市国税系统完成

市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９２．０７亿元，

增９．３％。

【税收征管】　２０１４年，全市国税系统

加快税收管理方式转型，创新税收管

理体制，通过压缩管理层级，重组税收

管理职能，理顺征纳权责关系，将税收

管理事项转化为纳税服务和税收执法

两个基本类别。通过成立专门的纳税

服务机构和风险应对分局，构建纳税

服务一体化、风险管理一条龙的新格

局。全年累计取 消 各 类 实 地 调 查

９８１０户次，风险应对实地检查率仅为

９．５９％，基本实现以案头检查为主、实

地检查为辅的检查方式转变。全面提

升风险管理效能，深化数据情报平台

应用，完善数据情报管理体系，通过加

强情报交换、风险分析和行业建模工

作，全年风险应对直接入库税款６．８８

亿元，抵减留抵１．８７亿元，调减亏损

１６亿元，综合成效贡献率５．２３％。

【纳税服务】　２０１４年，全市国税系统

全面贯彻税收管理改革方案，建立综

合纳税服务机构，重组服务职能，优化

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能，实现纳税服

务一体化。市国税局全年累计依法兑

现各类税收优惠政策２１６．７６亿元，占

当期收入的６４．３１％，其中小微企业

减免所得税额１５５７６．０５万元，实际受

惠面１００％。积极推进税收审批效率

的提高，审批事项进一步集中到办税

服务厅，取消审批节点４６个，４９个审

批事项通过授权或职能转移被调整到

办税服务前台，总体审批办结时限提

速超过３０％。通过提供专业化集中

式咨询服务，将纳税特服号热线和鞠

英工作室进行整合，及时解答纳税人

提问，合理引导纳税人办税，全年接听

纳税人来电１０８５６条。加快税务征收

信息化建设，通过将网上办税、掌上办

税、自助办税终端等系统与实体办税

服务厅的整合，提高自助办税系统的

配置和纳税人自主办税的比例等方

式，解决窗口业务瓶颈和堵塞问题。

至年底，全市设置 ＡＲＭ 自助办税机

６４台、台式自助办税设备２２台，覆盖

全部区县级，全市网上申报业务量占

同类业务总量的９５．４７％；网上及自

助认证发票总量１７７５８９７份，占同类

业务总量的８６．０９％。利用短信平台

做好低风险涉税提醒，降低征纳双方

成本，成功发送短信２２８万余条。

【依法治税】　２０１４年，全市国税系统

推进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理取

消３７项税收行政审批事项，形成７４

项审批事项清单并向社会公开。年

内，常州市国税局出台税收政策确定

性管理办法，组建市县两级税收政策

专家委员会负责税收政策的统筹管

理，并做好疑难复杂问题的政策确定

性解答和统一适用，全面提升税收政

策确定性管理水平。严格规范权力运

行，积极探索公职律师制度，组建由外

聘法律顾问和内部法律人才组成的市

国税局法律人才库，在解答法律咨询、

出具专业意见等方面发挥把关支撑作

用；以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综合监

督考评信息平台为依托，通过设立相

关风险防范指标，加强对各业务操作

系统的税收执法和行政、财务管理情

况的监控，构筑全过程、广覆盖、立体

化、信息化的流程监控体系。推进税

务稽查专业化管理和现代化建设，加

强税收专项检查和发票专项整治工

作，打击出口骗税和虚开等发票违法

犯罪活动，查补税金１．７１亿元。国际

税收管理取得多项新突破，单户补税

超亿元。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国税局增值税、消费税分地区完成情况表

项　目
２０１４年实绩

（万元）

２０１３年实绩

（万元）

２０１４年比２０１３年

增减额

（万元）

增减率

（％）

全市合计 ２４５４４３１ ２２９２３４４ １６２０８７ ７．０７

市区小计（不含武进区） １１５６７７９ １１３２２２５ ２４５５４ ２．１７

溧阳市 ２４７５７４ ２４０５７６ ６９９８ ２．９１

金坛市 １７９２９１ １４７８３３ ３１４５８ ２１．２８

武进区 ８７０７８７ ７７１７１０ ９９０７７ １２．８４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国税局税收完成情况表

项　目
２０１４年实绩

（万元）

２０１３年实绩

（万元）

２０１４年比２０１３年

增减额

（万元）

增减率

（％）

税收收入合计 ３６５１２４３ ３３０６４７３ ３４４７７０ １０．４３

一、考核口径收入合计 ３３７０２１７ ３１１１８５２ ２５８３６５ ８．３０

　（一）国内＂两税＂合计 ２４５４４３１ ２２９２３４４ １６２０８７ ７．０７

　　１、国内＂两税＂ １８９９４３１ １７３２３４４ １６７０８７ ９．６５

　　　国内增值税 １８６０５１２ １６９０８９８ １６９６１４ １０．０３

　　　　其中：改征增值税 ８８７７４ ６０９７３ ２７８０１ ４５．６０

　　　国内消费税 ３８９１９ ４１４４６ －２５２７ －６．１０

　　２、出口免抵调库数 ５５５０００ ５６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０．８９

　（二）企业所得税合计 ７２２７４３ ６４６１３２ ７６６１１ １１．８６

　（三）个人利息所得税 １４ ８２ －６８ －８２．９３

　（四）车辆购置税 １９３０２９ １７３２９４ １９７３５ １１．３９

二、税务部门其他罚没收入 １２２ ２０７ －８５ －４１．０６

三、废弃电器处理基金 ３５０ ２７０ ８０ ２９．６３

四、文化事业建设费 ３１５７ ３２６７ －１１０ －３．３７

五、海关代征收入 ２７７３９７ １９０８７７ ８６５２０ ４５．３３

附：出口退税 １０７２０００ １０７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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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减税效应凸显】　２０１４年，

常州“营改增”试点稳步推进，铁路运

输、邮政业、电信业相继纳入“营改增”

试点范围。至年底，全市共有“营改

增”试点纳税人１．９７万户，全年入库

改征增值税８．８８亿元，“营改增”减税

８．９６亿元，其中试点纳税人累计减税

３．４１亿元，试点纳税人对外提供应税

服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接受服

务一般纳税人减税５．５５亿元。全市

试点纳税人税负下降面９６％，小规模

纳税人全部实现减税，累计减税０．６４

亿元。企业更新设备和扩大投资的积

极性提升，全年０．６３万户试点一般纳

税人申报固定资产抵扣进项税额

８．９５亿元，折算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５２．６５亿元，比上年增１６．２８％；仅占

全市一般纳税人８．４６％的试点纳税

人，固定资产采购额占全市一般纳税

人设备采购总额的２９．８９％。

【税收宣传】　４月，常州市国税局、常

州地税局联合开展税收宣传月系列活

动，主题为“税收去哪儿了”。主办方

通过在中吴网开设网络专栏并开展网

络问卷调查、网络访谈、街头寻访等活

动提升公众依法诚信纳税意识；以税

收惠民为主题，在常州电视台《常州新

闻联播》播出系列宣传报道；与《常州

晚报》《新周刊》在常州市勤业小学等

税法教育基地联合开展小记者寻访活

动和税收主题征文活动。１０月，在国

税成立２０周年之际，常州市国税局开

展“奋进的足迹，璀璨的历程”主题宣

传活动。 （吴昀炜）

地 方 税 务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地税系统组

织各项收入５２６．０２亿元，比上年增

６．７％。其中，地方税收完成３４０．２５

亿 元，增 ６．２７％；非 税 收 入 完 成

１８５．７７亿元，增７．５％。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２５６．６２亿元，增５．５９％。

【纳税服务】　２０１４年，常州地税系统

以“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为工作主线，

突出纳税人需求导向，推出智能办税、

集约办税、阳光办税、绿色办税、诚信

办税５大类３４项具体服务措施。增

加网上税务直接办结事项，增强自助

办税机的功能，向社会公开涉税审批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地方税收分地区收入情况表

项　目
２０１４年实绩

（万元）

２０１４年比２０１３年

增减额

（万元）

增减率

（％）

２０１３年实绩

（万元）

全市合计 ３４０２５０１ ２００７７２ ６．２７ ３２０１７２９

一、市区合计 ２６８９２４４ １１２９３７ ４．３８ ２５７６３０７

　（一）常州地税局小计 １３５１５０ ２１１１６ １８．５２ １１４０３４

　　１．一分局 １７３１７８ ５１６７ ３．０８ １６８０１１

　　２．二分局 １２９３０８ ２０５２４ １８．８７ １０８７８４

　　３．三分局 ７６７ －６３９ －４５．４５ １４０６

　　４．四分局 １２７６ ４０７ ４６．８４ ８６９

　　５．五分局 ２７５８ ４２４ １８．１７ ２３３４

　　６．六分局 １０４１ ４００ ６２．４０ ６４１

　（二）武进地税局小计 ４５８３８ ７２４８ １８．７８ ３８５９０

二、金坛地税局 １４４９１ ２４０３ １９．８８ １２０８８

三、溧阳地税局 ２３７４５ １５０４ ６．７６ ２２２４１

　注：１、税收收入中包含耕契两税；２、常州地税局一分局为纳税服务局，不履行

税源管理的具体职能。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省级地方税收分地区收入情况表

项　目
２０１４年实绩

（万元）

２０１４年比２０１３年

增减额

（万元）

增减率

（％）

２０１３年实绩

（万元）

全市合计 ２１９２２４ ３２２７１ １７．２６ １８６９５３

一、市区合计 １８０９８８ ２８３６４ １８．５８ １５２６２４

　（一）常州地税局小计 １３５１５０ ２１１１６ １８．５２ １１４０３４

　　１．一分局

　　２．二分局 １２９３０８ ２０５２４ １８．８７ １０８７８４

　　３．三分局 ７６７ －６３９ －４５．４５ １４０６

　　４．四分局 １２７６ ４０７ ４６．８４ ８６９

　　５．五分局 ２７５８ ４２４ １８．１７ ２３３４

　　６．六分局 １０４１ ４００ ６２．４０ ６４１

　（二）武进地税局小计 ４５８３８ ７２４８ １８．７８ ３８５９０

二、金坛地税局 １４４９１ ２４０３ １９．８８ １２０８８

三、溧阳地税局 ２３７４５ １５０４ ６．７６ ２２２４１

　注：１、税收收入中包含耕契两税；２、常州地税局一分局为纳税服务局，不履行

税源管理的具体职能。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县市级地方税收分地区收入情况表

项　目
２０１４年实绩

（万元）

２０１４年比２０１３年

增减额

（万元）

增减率

（％）

２０１３年实绩

（万元）

全市合计 ３１８３２７７ １６８５０１ ５．５９ ３０１４７７６

一、市区合计 ２５０８２５６ ８４５７３ ３．４９ ２４２３６８３

　（一）常州地税局小计 １５７９０９２ １０９７０４ ７．４７ １４６９３８８

　　１．一分局 １７３１７８ ５１６７ ３．０８ １６８０１１

　　２．二分局 ４６９２７３ １０４９５５ ２８．８１ ３６４３１８

　　３．三分局 ２５８３７８ －５６２８９ －１７．８９ ３１４６６７

　　４．四分局 １１９７８５ ９２３３ ８．３５ １１０５５２

８９１ 财政　税务　审计



项　目
２０１４年实绩

（万元）

２０１４年比２０１３年

增减额

（万元）

增减率

（％）

２０１３年实绩

（万元）

　　５．五分局 ４６１９５５ ３９３３７ ９．３１ ４２２６１８

　　６．六分局 ９６５２３ ７３０１ ８．１８ ８９２２２

　（二）武进地税局小计 ９２９１６４ －２５１３１ －２．６３ ９５４２９５

二、金坛地税局 ２４２６５９ ４２５７５ ２１．２８ ２０００８４

三、溧阳地税局 ４３２３６２ ４１３５３ １０．５８ ３９１００９

　注：１、税收收入中包含耕契两税；２、常州地税局一分局为纳税服务局，不履行

税源管理的具体职能。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地方税收收入分税种、级次完成情况表

项　目
２０１４年实绩

（万元）

２０１４年比２０１３年

增减额

（万元）

增减率

（％）

２０１３年实绩

（万元）

各项收入合计 ５２６０２４６ ３３０３０２ ６．７０ ４９２９９４４

一、地方税收合计 ３４０２５０１ ２００７７２ ６．２７ ３２０１７２９

　（一）省级小计 ２１９２２４ ３２２７１ １７．２６ １８６９５３

　　１．营业税 ２１９２２４ ３２２７１ １７．２６ １８６９５３

　　２．企业所得税 ０ ０ ０．００ ０

　（二）市县级小计 ３１８３２７７ １６８５０１ ５．５９ ３０１４７７６

　　１．营业税 ９５５４９７ １１８１０６ １４．１０ ８３７３９１

　　２．企业所得税 ４２１３５７ －２９５３６ －６．５５ ４５０８９３

　　３．个人所得税 ６０６２９１ ８４１３９ １６．１１ ５２２１５２

　　４．资源税 １１５５８ １９５４ ２０．３５ ９６０４

　　５．城建税 ２３５５８５ ２５２９２ １２．０３ ２１０２９３

　　６．房产税 １５７４５２ ２２８７９ １７．００ １３４５７３

　　７．印花税 ５９６３９ －３５８３ －５．６７ ６３２２２

　　８．土地使用税 １７５１６４ ４９７ ０．２８ １７４６６７

　　９．土地增值税 １８５４２６ －４８９５２ －２０．８９ ２３４３７８

　　１０．车船税 ２９１９９ ２９９６ １１．４３ ２６２０３

　　１１．耕地占用税 ２５４８１ －２９３６９ －５３．５４ ５４８５０

　　１２．契税 ３２０６２８ ２４０７８ ８．１２ ２９６５５０

　（三）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含教育费附加）
２６７３３９６ １４６３７１ ５．７９ ２５２７０２５

　　１．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含两税）
２５６６２２８ １３５７９８ ５．５９ ２４３０４３０

　　２．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不含两税）
２２２０１１９ １４１０８９ ６．７９ ２０７９０３０

二、非税收入 １８５７７４５ １２９５３０ ７．５０ １７２８２１５

　　１．教育费附加 １０７１６８ １０５７３ １０．９５ ９６５９５

　　２．文化事业建设费 ８８９ －８１ －８．３５ ９７０

　　３．社会保险基金 １５５５０５８ １３７６３６ ９．７１ １４１７４２２

　　４．其他各项基金 １９４６３０ －１８５９８ －８．７２ ２１３２２８

事项，实行市区同城通办、一窗式办

结，开通特别服务咨询电话，为市民营

造便捷便利的纳税服务环境。落实国

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规范，持续改进

立体化宣传、集约化辅导、便捷化办税

等服务，全面提升纳税服务效能。围

绕房地产、建筑、制造等行业以及退税

管理、税收政策因素、重点税源企业等

开展专题税收分析，撰写完成各类分

析材料１００余篇，７篇调研信息被中

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录用。

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全年办理各类税

收优惠３８亿元，其中５５１０户小微企

业获减免３０００万元。出台《发票检举

事项快捷处理操作规定》《纳税人诉求

快速响应实施办法》，维护纳税人权

利。创新社保费征缴机制，社保费征

缴信息在地税、人社、财政三方实时共

享。推进税收征缴信息化，基于手机

平台研发的“常州掌上地税”ＡＰＰ软

件全年下载量突破６万人次，累计受

理业务１１．０８万次。

【征收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市地税系统

建立和完善３项促收增效工作机制。

建立组织收入责任分解和考核机制，

使收入任务合理分配，任务有增有减；

建立税收分析部门联动机制，突出业

务管理部门和税源管理部门税收分析

主体作用，实现税收分析各层面资源

配置合理、成果有效集成；建立税收收

入质量协同管理机制，对评价发布、分

析反馈、风险管理、检查督促、质量改

进５个关键环节的管理责任进行分工

落实。加强税种和行业管理，建立房

地产、建安税源联动控管模式，组织

２０个清算小组对全市９３家房地产企

业１２０个项目进行专项土地增值税评

估，评估清算土地增值税２．４７亿元，

查补其他税款０．４９亿元。对６１４３个

建筑业项目实施清算，补缴营业税及

附加１．９亿元。加强对个人股权转

让、拟上市企业股改、限售股解禁等事

项个人所得税的管理，增缴１７．７５亿

元。提高汇缴复审精准度，全年企业

所 得 税 入 库 ４２．１ 亿 元，占 比

１２．３８％，列全省第二位。建立健全引

导式风险应对知识体系，帮助应对人

员开展风险任务应对工作。完成风险

应对任务 ５７２３ 户，应对入库 税 款

１８．０９亿元，贡献率５．３２％，高于全省

平均值近１个百分点。

【依法治税】　２０１４年，常州地税系统

严厉打击各种涉税违法犯罪活动，配

合公安部门查获一起销售假发票的举

报案件，收缴假发票４７万份，票面金

额４７０多万元。查处违法企业３６８

户，查获非法发票１４１１份，发票违法

企业检查户数位居全省第一。结合征

９９１财政　税务　审计



“地税开放日”体验网上办税服务　（地税局　供稿）

常州地税局与常州市检察院建立工作协作联席机制　（地税局　供稿）

管改革，编写《业务操作规范》，进一步

完善岗责体系，优化部门工作流程，保

持在全市层面的统一。推行风险应对

复审复核，构建风险应对的闭环管理，

并明确由督察内审部门负责风险复审

工作，牵头各项检查、复查和复审，整

合业务检查的指标和方法，做到一次

进驻、多项并查。制定下发《税务行政

执法证据采集规范指导意见》《若干税

务违法行为理解认定参考意见》，为税

务干部在风险应对中提供指导与参

考。加强重大涉税案件审理审议，探

索和尝试新的审理方式，实现案卷全

程痕迹化管理。组建税收法律专家顾

问团，尝试对行政争议和疑难案件提

前介入和指导，预防化解基层执法风险。

【税收征管改革】　１２月，常州地税局

《关于完善和深化征管改革的实施意

见》获省地税局批准，税收征管改革进

入全面深化阶段。以风险管理为导向

是税收征管改革的重要特点。常州地

税局将纳税人可能存在不遵从税法的

风险分为低级别风险、中等风险和高

风险三个等级。改革后，由征收服务

机构采取纳税辅导、风险提示等方式

督促低级别风险纳税人及时改正，由

税源管理机构对中等风险纳税人开展

案头评审、约谈核实或实地检查，由稽

查局对高风险纳税人实施税务稽查。

同时在办税过程中实现“信息采集、税

收分析、税源监控、税务稽查”的专业

分工和独立设置，使权利运行程序公

开、环节制衡，降低执法风险和廉政风

险，更好地防范纳税人合法权益遭到

侵犯，也使各类纳税服务职能化、人性

化、便捷化。

【纳税人办税能力评价体系建设】　

２０１４年，常州地税局启用纳税人办税

能力评价体系。该体系设置基础办税

能力、遵从守法能力和配合应对能力

３方面３９项明细指标，将纳税人的实

际办税情况与纳税人评价系统中所列

的指标进行比对打分，综合评价办税

人员的办税能力。将办税人员的办税

能力分为 Ａ、Ｂ、Ｃ、Ｄ四个等级，并分

别予以激励、加强引导、强化管理、重

点监控等不同应对措施。通过使用，

税务登记信息完整率、欠税清缴率、财

务报表采集率等与办税人员主观能动

性关联度较大的指标明显提高，为企

业信用等级评定、纳税人教育培训、税

源风险管理等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刘　超　李鹏华　曹　扬）

审 计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审计机关完

成审计项目１２６个，查出违规金额

５．４９亿元、管理不规范金额１７５．５亿

元，促进增收节支６．６５亿元，促进被

审计单位建章立制１８项，移送处理事

项１６个，移送处理金额１．４１亿元。

其中，市审计局审计查出违规金额

５．０９亿元，促进增收节支３．８亿元。

常州市审计局被评为全省审计系统先

进集体。

　　全市审计系统扩大审计监督覆盖

面，丰富审计方法，强化审计监督指

导，审计监督工作取得成效。年内，审

计监督涵盖市本级和７个辖市区的建

设局、发改委、财政局等１０多个部门，

延伸调查２７家关联单位、３２个镇村、

３９９户家庭和４９个项目现场。审计

技术手段更新升级，在“三公”经费专

项审计、国土审计、地税审计、小税种

征收审计中，利用“三公”经费网上申

报系统、国土遥感和ＧＰＳ复合定位技

术、发票管理系统等审计技术手段，顺

００２ 财政　税务　审计



利完成审计任务。完成建设投资审计

管理系统的研发，该系统涵盖项目设

置、设计概算、征收与补偿、招投标等

１３个审计及系统管理功能模块，实现

对投资审计全过程监督。强化行政指

导和业务专管，出台《政府投资基建项

目委托中介机构管理办法》《政府投资

基建项目中介机构入库办法》《常州市

审计局监督指导内部审计工作考核方

案（试行）》。开展全市范围内的行政

指导工作，对常州工学院新校区建设

工程情况进行行政指导，开具行政指

导建议书一份，提出意见３条。向２６

家市级机关单位开展调查统计，初步

建立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库。

市审计局开展援疆项目现场审计　（审计局　供稿）

【财政审计】　２０１４年，市审计局审计

揭示５．４亿元预算收入和３．３亿元国

有资产收益未入库，预算列支账中有

７．７亿元３年以上结转资金挂账，１７７

个项目５５５万元３年以上政府采购尾

款未清理以及当年部分预算支出挂暂

存。发现７５户企业税收和资金申报

不实，合计７１４．７万元，涉及契税、房

产税、营业税和防洪保安资金；对８家

社会教育培训机构进行尝试性的延伸

调查，对其收入确认、支出核算方式对

税收的影响作出评价，提示地税部门

适当应对；揭示在新办企业税务登记、

工商注销户发票管理上存在的薄弱环

节并获有关方面重视、整改。按全口

径财政预算的要求，对政府基金、社保

基金、国有资本收益的收支情况进行

列示，同时分析财政运行和保障情况，

提示社保基金存在的风险。探索财政

资产负债表审计，在尚未正式编制政

府财务综合报告的情况下，市审计局

对溧阳市财政１５个资金账套进行审

计和清理，并汇总形成财政资产负债

表，以较全面的形式反映财政资产负

债情况。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制

定《常州市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关

于开展对内部管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

审计工作监督检查的通知》，３１个内

部管理单位全部执行到位，１３家单位

新修订管理制度。探索辖市区领导干

部经济责任评价体系，拟定包含７个

一级指标、２７个二级指标共５０项具

体内容的评价体系。年内，市审计局

对１３家单位的１７名领导干部开展经

济责任审计（不含金坛）。

　　重点审计“三公”经费管理使用情

况、行政审批情况和“三重一大”（即重

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

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决策情况。

在金坛市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中，市审计局将其与财政收支“上审

下”结合，重点关注上级政策落实、重

大制度建立运行、会议纪要和专项资

金等重点，查出主要问题金额７．７４亿

元，其中违规金额１．６５亿元、管理不

规范金额６．０８亿元，审计处理处罚

２．６８亿元，通过延伸审计出具移送处

理书３份，对金坛市财政局、开发区等

４部门出具审计决定书。注重整改督

促，全市审计机关回访梳理上年经济

责任审计项目整改情况，５８个需整改

问题有５７项落实整改。

【政府投资审计】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对

７个辖市区分别选择一个政府投资项

目进行审计质量核查，重点审查程序

的合规性、内容的完整性、结算的准确

性、档案的全面性等内容。强化对中

介机构管理，先后修订完善《政府投资

基建项目委托中介机构管理办法》《政

府投资基建项目中介机构入库办法》，

严格规范中介机构行为，并择优选拔

９２名专家组成政府投资审计专家库，

对中介出具的报告开展质量核查。继

续做好对政府投资工程的跟踪审计，

对常州现代传媒中心、龙城大道地道、

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机场改扩

建等１０个项目进行跟踪审计。继续

开展援疆审计，先后两次派人赴新疆

乌恰县，现场审计实验小学、特色养殖

场、乡镇卫生院等８个援建工程，审计

工程资金量６１８２万元。强化对工程

项目的审计核减。武进区审计局出具

重点工程阶段性审计报告９０份，审计

核减１．２５亿元；金坛市审计局在南洲

花园安置房、钱资湖清淤审计中，审计

核减２．５２亿元，核减率２０．２１％；戚

墅堰区审计局对戚墅堰区东方小学、

实验小学等２０多项工程开展造价审

计，整体核减率２０．５％；钟楼区审计

局完成政府投资基建工程决算项目

４４个，核 减 １６０７．２８ 万 元，核 减 率

１８．３９％；溧阳审计局对燕山新区桥梁

道路、排水管网截污控源等项目开展

结算审计，审计核减３６７８万元。继续

做好拆迁审计。市审计局对中吴大

道、轨道交通、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改

造等项目涉及的拆迁征收情况进一步

加大审计和复审力度；天宁区审计局

对劳动南路地块拆迁情况进行审计汇

总，审计金额２亿元。

【民生资金审计】　２０１４年，全市审计

机关对涉及民生的“三农”、教育、医

疗、住房、环境治理等工作开展审计。

对１６家企业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３年的１５４

个项目８８１４万元农业专项资金进行

延伸检查，发现补贴项目未实施到位、

项目检查验收把关不够严、违规套取

资金等问题，有关线索移送司法机关，

相关责任人员受到处理。在全市开展

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相关部门根据

审计建议累计出台和完善有关制度、

政策文件６个。组织开展江边污水处

理三期工程阶段性跟踪审计、“１２０”运

行情况审计、“百千万”帮扶工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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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专项审计、２０１３年度学校财务收

支审计等。配合上级审计机关开展中

国农村卫生发展项目（常州）２０１３年

度财务收支和项目执行情况审计，发

现一批设备采购无验收和未及时发放

使用等问题。天宁、钟楼、新北区审计

部门对农村合作医疗、污水处理、社会

抚养费、科教文卫等民生项目开展审计。

市审计局对轨道交通工程开展审计　（审计局　供稿）

【专项资金审计】　２０１４年，市审计局

开展对常州广电置业有限公司及广电

系统证券投资的专项审计和对民防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的专项审计，揭示内

部管理、财务收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与市监察局通过监审合作开展创意产

业发展情况专项审计调查。溧阳市审

计局参与纪委、农工办、财政和监察部

门联合组织的村级财务专项检查，对

１０个镇的１０个村进行抽查；与市财

政局联合开展“小金库”专项检查。钟

楼区审计局全面调查该区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年企业扶持资金、开发区和各街

道按政策应配套的企业扶持资金落实

情况。年内，市审计局根据审计署统

一安排，组织全市审计机关近百名审

计人员赴南京交叉开展土地出让收支

和耕地保护情况审计，历时３个月。

【内部审计】　２０１４年，全市审计机构

完成市一级单位和７个辖市区审计项

目７４５９个，其中财务收支审计７４９

个、效益审计５９个、经济责任审计

５５８个、内部控制评审１０６个、信息系

统审计７个、基本建设投资审计５２１０

个、其他审计 ７７０ 个；审计总金额

８７０１８４０．０９万元，其中完成经济责任

审计金额３１３５３５６．６６万元，增加效益

１０３４００．４５万元；提出建议意见被采

纳２５７４条，建议给予行政处分４人，

实际给予行政处分２人。完成１０个

乡镇单位和１９个民营企业审计项目

１２８６个，其中财务收支审计９０个、效

益审计４个、经济责任审计３３个、内

部控制评审４３个、信息系统审计２

个、基本建设投资审计９７１个、其他审

计７６个；审计总金额３０６６３８９．２６万

元，其 中 完 成 经 济 责 任 审 计 金 额

５８８５８．５４万元，增加效益 ３１８５６．１３

万元；提出建议意见被采纳８３６条，建

议给予行政处分１６人，实际给予行政

处分１６人。

　　年内，市审计局建立内部审计专

家库，首批选拔２９名内审人员进入专

家库，涵括注册会计师、内部审计师、

造价师、税务师等各类高端人才。新

北区重新修订出台《内部审计工作规

定》，将规定的适用范围由镇（街道）扩

大到国有直属公司和区级机关部门，

并配套下发操作规程、考核办法等文

件。天宁区审计局对１８个村委、经济

联合社进行监察审计调查，联合区监

察局对６个街道下发监察建议书。常

州市武进区礼嘉镇人民政府审计所和

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金

暑华分别被评为全国内部审计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

【“三公”经费审计】　２０１４年，为全面

检验中央”八项规定“落实成效，市审

计局对２６４家市本级党政机关及事业

单位组织开展“三公”经费和会议费专

项审计调查。调查涉及党政机关和全

额拨款事业单位２６４户，抽查单位９７

户。调查发现，２０１３年度“三公”及会

议费开支比２０１２年度减少８６９８万

元，降３０．５％。市审计局对制度不够

健全细化、部分项目的预算编制方法

和标准不够科学合理、部分单位内部

管理不规范、财经纪律执行不到位等

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１０条。

【轨道交通工程审计】　２０１４年，市审

计局积极参与轨道交通工程相关招标

文件和合同审计，起草６份配套规章

文件，完成受托审计单位招标工作，择

优确定６家联合体中标单位，对５７项

招投标及合同初稿直接进行审计，组

织中介机构对沿线房屋征收补偿和绿

化、水电、交通等迁移补偿进行全过程

跟踪审计，提出各类审计意见建议５９

条。通过审计，节约投资３８０万元，核

减投资１８３４万元。

【审计项目管理】　２０１４年，市审计局

加强对审计项目的立项、审理和公示

管理。年初，在市政府网站和审计局

网站征集项目意见，并向人大、政协及

１６家重点部门单位发函，收集项目计

划意见。在审计局内部组织有关选题

竞赛，推动项目计划合理确定。推进

和深化审计审理工作，强化项目质量

审核，规范审计文书格式，纠正审计文

书数据错误１１处，选择９个项目进行

结果公告。 （陆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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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发展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坚持稳中

求进的总基调，深入开展“重大项目突

破年”活动，稳步推进苏南现代化示范

区建设，全市经济社会保持稳定发展

态势。年内，制定出台全市发展规划

管理办法，完成产城融合发展研究报

告，编制《常州市产城融合发展规划》

和总体试点方案并上报省委、省政府。

全面启动“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制

订“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意见，通过

对２６项规划课题进行前期研究和开

通“建言常州十三五”微信公共平台等

方式，形成规划基本思路。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发布实施《常州市２０１４年

十大产业链建设推进计划》《常州市十

大产业链建设工作职责》《２０１４年十

大产业链重点建设项目计划》和《２０１４

年常州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要点》。

不断深化改革，制定重点领域改革实

施方案，明确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的改革路

径和推进计划，着重推进投融资体制

改革、简政放权、金融创新和医疗卫生

改革工作。年内，市发改委牵头推进

全市“重大项目突破年”活动，成功引

进一批重大项目，项目推进机制进一

步完善，各类项目建设基本实现年度

目标。组织实施“西进计划”和“八项

工程”，制定《市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循

环经济的实施意见》，全市转型升级工

程发展指数列全省第一，民生幸福工

程综合指数列全省第四。对口支援新

疆、青海、三峡和南北园区共建等工作

有序推进。

【星级企业】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修订全

市企业星级评比办法，评出２０１４年度

星级企业２００家，其中工业、现代服务

业、房地产和建筑业星级企业分别为

１２８家、３７家、３５家。与上年相比，星

级企业总数增加２３家；星级企业入库

税收总额１８５．５１亿元，比上年增加

２８．０１亿元。

【现代化建设】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积极

推进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苏南自

主创新示范区获国家批复，制定苏南

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督查方案，将主要

任务分解落实到相关地区和部门，强

化考核推进。制定《常州市实现现代

化指标体系２０１４年度分解方案》，分

解下达《２０１４年各辖市、区主要预期

目标》，确定年度现代化奋斗目标。年

内，常州建设“较大的市”申报方案上

报国务院，常州机场一类口岸开放并

成功开通香港和韩国国际航线，成功

申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协调推

进县域经济发展，编制《２０１４年促进

金坛、溧阳跨越发展，加快实施“四个

西进”工作目标任务》，召开促进县域

经济跨越发展工作推进会，开展专项

督查；促成区县挂钩合作，推动武进区

和金坛市、新北区和溧阳市签订挂钩

合作协议。圆满完成“西进计划”年度

各项目标任务，金坛、溧阳市发展明显

快于全市平均水平。

【服务业发展】　０１４年，全市围绕生

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民生性服

务业三大领域，推进金融服务、现代物

流、科技服务、软件和信息服务、商务

服务、旅游休闲、文化创意、电子商务，

健康服务、养老服务十大重点产业发

展，服务业总量扩大、结构优化、业态

创新、品质提升。制定辖市、区年度服

务业发展工作目标任务，分解落实服

务业十大产业牵头部门目标任务，出

台金融服务、旅游休闲、电子商务、养

老服务等产业发展意见或三年行动计

划，初步构建支撑全市服务业十大产

业发展的统计、考核和推进体系。服

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４８％，服务业投资增速２２．１％。加快

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集聚区、重

大公共服务业载体平台建设，３０个服

务业重点集聚区发展势头良好，正在

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实施常州

市服务业创新百企示范工程，培育重

点企业。年内，全市确定市级服务业

重点项目１００个，总投资１３９２亿元，

当年计划投资３５６亿元，实际完成投

资３４０亿元，完成年度计划９５．５％。

举办７期服务业重点企业总裁研修

班，２５５名服务业重点企业和分离发

展服务业重点企业的负责人参加培

训。２５家服务业重点企业列入省“十

百千”计划。加快推进企业主辅分离

（企业将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原材料采

购、产品运输、安装、包装、营销等非核

心辅助性的业务从其主营业务中分离

出来，集中力量发展主业的做法及模

式），成立全市推进企业主辅分离工作

领导小组，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

主辅分离工作的补充政策意见》。至

年底，全市完成主辅分离企业共１１０

家。 （张晓翔）

【十大产业链建设】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



围绕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

进轨道交通、汽车及零部件、太阳能光

伏、碳材料、通用航空、农机和工程机

械、新医药、新光源、智能电网、智能数

控和机器人十大产业链建设，推动工

业经济转型升级，着力构建特色鲜明、

优势突出的产业体系。至年底，全市

纳入规模以上工业十大产业链统计企

业共９５７家，完成工业总产值３５２０．２

亿元，增１３．３％，增幅高于规模以上

工业平均水平２．１个百分点；实现利

税３４８．４亿元，实现利润２２２．７亿元，

均增１９．４％。十大产业链产值规模

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

３１．４％，较上年提高２个百分点，有

１４家产业链企业在境内上市。产业

链１５０个重点项目顺利推进，全年完

成投资３０７．６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１０６．３％。

　　十大产业链企业创新取得新进

展。至年底，拥有各类科技创新平台

４００个，其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１８

个、工程中心１７个、企业技术中心

１１０个、博士后工作站３４个、院士工

作站２１个。年内，十大产业链企业创

建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３５个，全市

累计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２５个、省

级科技创新平台１８５个。１００个项目

被列入省重点技术创新项目，２３只产

品被认定为省“双新”（新技术、新产

品）项目产品，５家企业被认定为省级

科技小巨人企业，１１个产品被认定为

省首台（套）重大装备及关键部件，数

量位居全省第二。西太湖科技产业园

被科技部确认为常州国家石墨烯新材

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是全国首个

“国字头”石墨烯产业化基地；常州科

教城被工信部认定为国家级两化深度

融合试验区；武进国家高新区被省发

改委认定为首批工业机器人先进制造

业基地。出台《关于实施“三位一体”

发展战略促进工业企业转型升级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设立“三位一体”专项

资金。全市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在

十大产业链领域邀请一批专家，建立

专家库。积极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

家到常州创新创业，年内“龙城英才计

划”引进产业链发展急需人才１８２名，

其中“千人计划”７９人。

（张晓翔　詹　威）

【能源发展】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组织能

源重点规划编制，出台《常州市区加气

站布局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和《常

州市综合利用发电专项规划（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完成《新北区热电联产规

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并上报省能源

局。推进能源重点项目建设，江苏华

电戚墅堰发电有限公司扩建项目主体

工程和配套送出项目进展顺利，３号

机组主厂房地下设施、锅炉基础、烟囱

基础混凝土浇筑施工完毕，移交安装，

４号机组主厂房基础承台完成；协调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常州二期项目建

设，并参与全省煤电项目优选；继续推

进江苏大唐国际金坛燃气热电项目、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常州东部燃机项

目。控制能源消费，制订《常州市控制

能源消费总量工作方案》和《常州市煤

炭消费总量控制和目标责任管理实施

方案》。加快光伏发电应用，年内全市

获得９５兆瓦装机规模指标，光伏发电

装机容量２１０兆瓦，其中并网投产

１８１兆瓦。

【创业投资与企业债券】　２０１４年，常

州创业（股权）投资发展成效明显。新

增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机构８家，新

增资本规模１２亿元，至年底，全市有

机构７８家，资本规模１２２亿元，企业

数量和资本规模均列全省第三位。省

级创业投资集聚发展示范区运作良

好，常州科教城、常州国家高新区、常

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３家单位被认定

为省级示范区，数量列全省第二。江

苏新材料产业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获国家新兴产业引导资金５０００万

元，是全市首次获得国家新兴产业创

投计划资金支持。成功举办２０１４常

州企业成长与创新资本合作洽谈

会———黑马大赛常州赛，与创业家传

媒集团有限公司合作举办黑马文化创

意行业融资对接活动并指导市创投协

会组织开展“天使下午茶”创投项目路

演。报省发改委备案的创业投资企业

全部通过省级终检，至年底，累计获省

备案的创业投资企业３５家，资本规模

５８亿元。成功发行企业债券４只，募

资总额４０亿元，分别是募资６亿元的

“１４金坛国发债”、１１亿元的“１４常房

债”、１１亿元的“１４溧昆仑债”和１２亿

元的“１４天宁建设债”。年内全市在

公开市场累计发行企业债券２１只，募

集社会资本２９９．０８亿元。加强债券

存续期风险监管，“１１常州中小债”按

时足额偿还债券本息。

【２０１４常州企业成长与创新资本合作

洽谈会———黑马大赛常州赛】　１０月

２１—２２日在武进九洲喜来登酒店举

行，来自市内外新材料、健康医疗、电

商等产业领域的４６家参赛企业与百

余家投资机构参加。２０１４常州企业

成长与创新资本合作洽谈会（简称“创

洽会”）是常州区域创新的重要品牌，

自２００７年以来已连续举办八届。此

届创洽会与《创业家》传媒合作，联合

举办黑马大赛常州赛，胜出企业将参

加《创业家》传媒在北京举办的黑马大

赛总决赛。创洽会上，经过路演展示、

评委提问等环节后，常州市２３家参赛

企业中的常州嘉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常州二维碳素科技有限公司、常州

第六元素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宁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常州怡得

康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慈济养

老护理服务有限公司６家企业胜出，

与市外其他６家胜出企业共同参加年

底创业家传媒在北京举办的黑马大赛

总决赛。此外，还决出３０家黑马大赛

常州赛优胜奖的获奖企业，常州第六

元素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最具投

资价值奖。

【区域合作】　２０１４年，常州参加中国

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暨丝绸

之路国际博览会，签约项目９个，其中

苏陕挂钩协作项目３个、投资（经济协

作）项目５个、商品贸易项目１个，总

投资１４．９３亿元。开展挂钩扶贫项目

协作，云阳食用菌项目、秭归露源优质

良种茶生态项目实施顺利。积极开展

对口支援新疆乌恰县工作，实施援建

项目１８个，其中工程类项目１１个、非

工程类项目７个；完成投资２．０９亿

元，其中援疆资金完成５８２７万元。乌

恰县６０人到常州参加培训。稳步推

进全省南北挂钩共建园区建设，与盐

城市政府签订２０１４年度挂钩合作计

划，常州国家高新区大丰工业园在全

省南北挂钩共建园区考核评价中列第

三位。年内，市发改委被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评为全国社会扶贫先进

集体。

４０２ 综合管理



【重点项目建设】　２０１４年，市发改委

研究制定《“重大项目突破年”活动实

施方案》，建立分地区、分行业考核体

系。在新增完成工商登记的重大项目

中，超１００亿元或１０亿美元项目２

个，超５０亿元或５亿美元项目８个，

超３０亿元或３亿美元项目４个。成

功引进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众泰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２个整车项目，总

投资超过７０亿元的湖北博盈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的斯太尔发动机项目成功

落户并实现首台样机下线，新誉集团

有限公司与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合作的

飞机改装项目进展顺利，威翔航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用飞机制造项目

落户常州国家高新区。完善项目推进

机制，组织重点项目“周周会、月月推”

活动，建立联合推进重点项目长效机

制，年内共牵头召开各类座谈会、协调

会３５次，服务项目１３０多个，帮助解

决省、市重点建设项目实施中遇到的

８０多个问题和困难。至年底，各类项

目建设基本实现年度目标，１７个省重

大项目完成年度计划的９３．３％；１６６

个重点项目中的１６２个实施项目完成

年度计划的１００．５％，６４个新建项目

中开工６０个，开工率９３．５％，计划竣

工项目４９个，已竣工４０个。埃马克

（中国）机械有限公司高端数控机床一

期项目、诺贝丽斯（中国）铝制品有限

公司汽车专用铝板材一期等一批重点

项目竣工投产；地铁２号线一期工程、

常州港录安洲码头４号泊位、常泰过

江通道、金坛经济开发区至嘉泽互通

连接线工程、２６３省道常州段改扩建

工程、常州市魏村取水头部移位工程

等项目完成前期工作；完成武进区污

水处理厂生活污泥焚烧处理工程项目

申请报告的评审工作。明确重大储备

项目选择原则和认定标准，提高重大

项目储备质量，至年底全市有重大储

备项目１８８个，其中新增１２４个、阶段

转化９３个、开工建设１９个、取消７３个。

【资源争取】　２０１４年，市发改委共争

取到国家、省补助项目１２８个，补助资

金共 计 ９１１３７ 万 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１．８％。其 中，中 央 预 算 内 资 金

４９５２０万元，省级专项资金４１６１７万

元；基础设施及水环境治理项目争取

资金３４６１７万元，工业和高新技术项

目争取资金１２２２３万元，社会事业项

目争取资金２１８５万元，服务业项目争

取资金３４３０万元，能源和资源环境项

目争取资金４６１４万元，农林水利项目

争取资金２７９５５万元，其他项目争取

资金６１１３万元。年内，常州航空产业

园通用航空管制空域申请获得批准，

最大可使用面积约１７２０平方公里，最

大飞行高度３０００米。

【改革创新】　２０１４年，市发改委进一

步健全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常州

市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投资体制改

革，取消、下放１０项行政审批事项，制

订《市级行政审批目录管理办法》和

《市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牵头

开展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再造，制定实

施《常州市建设项目立项阶段审批新

流程》，工业项目审批时间压缩三分之

一以上，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时间压缩

近４０％，审批和管理分离的运行体制

基本形成。持续推进医疗改革工作，

加快市区大病保险试点；推进溧阳市、

武进区的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工作，全

面取消药品加成，同步推进医疗服务

价格调整等配套改革工作。探索新型

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改革，研究“三置

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资产所有

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

住房置换股份合作社股权、城镇社会

保障和城镇住房）工作三年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组织开展全市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中的资产所有权、土地承包经

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置换的现状摸底

调查工作。 （张晓翔）

国有资产管理

【国有企业经济运行】　２０１４年，全市

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总体平稳运行，国

有资产总量进一步增加，国有资本实

现保值增值。年末，纳入国有资产统

计范围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合称

“国有企业”）为１３０家，比上年净增加

３３家。其中，新增４７家，分别为新投

资设立１０家、上年应报未报９家、其

他２８家；减少１４家，分别为歇业１

家、隶属关系改变９家、其他４家。

　　年末，全市１３０家国有企业资产

总额２９７８．９亿元、净资产９７１．８亿

元，分别比上年增１７．６％、６．７％，其

中国有资产总量９２８．７亿元。年内，

实现营业收入１８４．８亿元，增９．８％；

实现利润２５．４亿元，增２３．３％；实际

上缴税金１５．８亿元。

　　全市１３０家国有企业中有７７家

盈利，占全部企业户数的５９．２％，实

现利润２９．１亿元，其中，常州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常州市交通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常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常州

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常州新

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常州市城市照

明工程有限公司分别实现利润３．４亿

元、２．７亿元、１．９亿元、１．２亿元、９．６

亿元、１亿元，合计１９．８亿元，占全部

企业利润总额的７８％。７家企业零利

润。亏损企业４６家，占全部企业户数

的３５．４％，亏损５．９亿元，其中，常州

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常州市公

共交通集团公司、常州软件园发展有

限公司、常州投资集团担保有限公司

分别亏损１．１亿元、０．９亿元、０．７亿

元、０．５亿元，４家企业亏损额占总亏

损额的５４．２％。６７家利润比上年增

加，累计增加利润１２．２亿元；７家利

润与上年持平；５６家利润减少，共减

少利润８．４亿元。 （江　艳）

【国有资产产权管理】　２０１４年，市国

资委加强基础管理工作，确保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推进产权登记工作，做

好国有产权管理相关数据的汇总分

析。至年底，全市有４３０户企业办理

产权登记，其中市区１８０户。对企业

国有产权交易、资产评估、产权登记企

业国有资本分布状况、产权登记企业

组织形式信息等进行汇总、分析，及时

了解国有资产动态。做好企业财务快

报和财务运行情况分析工作，扩大快

报上报范围，严格把控数据质量。重

点关注主要指标的上年同期数及月度

间波动情况，确保数据准确可靠、衔接

可比，加强对企业资产运行情况的动

态监测。

　　加强资产评估管理工作。委托有

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估，建立重大

项目专家评审制度，全年完成评估备

案项目６个，评估前净资产２２２２３６万

元，评估后净资产 ２３３５４１万元，增

５．０８％；核准项目１个，评估前净资产

２５９３９万元，评估后净资产２６５９８万

元，增２．５％。规范国有产权管理，完

５０２综合管理



成３家公司国有股权的转让工作。常

州空港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持有的常州

金鹰航空服务有限公司２０％国有股

权以６０万元转让给常州国旅旅行社

有限公司；常州塑料集团公司所持有

的常州三和塑胶有限公司６％股权以

公告价８７万元协议转让给常州凯通

塑业有限公司；东吴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国有产权协议转让至市政府，转让

完成后的东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市

政府出资、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

的国有独资公司。

　　合理调整国有资本布局。促进新

组建的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产投公司”）理顺资产关系，将

全市工业、贸易系统的所有股权、资产

等注入产投公司。将原常州特发华银

电线电缆有限公司１２％的股权从常

州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划转产投公司，

并同步引进上市公司深圳特发信息股

份有限公司为常州特发华银电线电缆

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国有企业投融资】　２０１４年，市国资

委发挥国有资本引领作用，通过国有

资本的引导和介入，实现国有资本向

金融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由

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４家国

有公司共同出资人民币３亿元组建常

州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组建常州

金融商务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

注册资本约５亿元，具体负责金融商

务区投融资、建设、开发和运营。成立

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专门负责常州滨江经济区的融资、

投资、建设和管理，注册资本１０亿元。

　　支持企业扩展业务和各投融资平

台创新城市投融资主体，扩大经营性

收入，增强投融资能力。常州市交通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常州港华燃气

有限公司、常州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

等成立相关能源公司，常州市城市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配套地铁建设成立

管片生产等企业，实现产业链的延伸。

常州市晋陵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对其子

公司常州市青果巷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增资２．１５亿元。常州市交通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对常州录安洲长江码头

有限公司以现金增资７５００万元。

　　做好企业上市服务工作。东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获省政府确认；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

方案获省国资委批准；江苏南方卫材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八达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上市正在有序推进。推进

二维碳素科技有限公司和第六元素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新三板上市。

　　帮助企业拓展融资渠道。利用发

行企业债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理财直接融资工具、中期票据、短

期融资券等各种有效的融资手段，支

持和配合常州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常州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等５家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全年融

资４４３．５亿元，完成年计划的１２８．４％。

【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９月，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全面

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

革的实施意见》，围绕推进国有企业深

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

资产监管体制三项目标和调整优化国

有经济布局结构、加快发展混合所有

制经济、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强化改革保

障措施的五大内容二十个方面，全面

推进全市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

制改革。市国资委印发《关于贯彻落

实〈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

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分工方

案》，分解重点任务，明确进度要求。

依法有效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不

断提升国资管理水平。根据常州市国

资发展战略和国企现状，制订出台《常

州市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管理暂行办

法》，对常州市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管理

的依据、原则、内容、范围、决策程序、

对外投资损失的责任追究等作了规范。

【国有资产考核评价】　２０１４年，市国

资委加强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力

度。根据企业上年度经营者经营业绩

考核责任书、年度合并财务决算报表

及审计报告，会同有关部门分别对常

州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常州

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８家出

资企业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完成情

况进行全面审核，确定各出资企业负

责人２０１３年业绩考核薪酬方案。认

真做好企业上年度工资总额和本年度

工资分配方案的审批工作，对市区４６

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２０１３年的工

资总额和２０１４年工资分配方案分别

进行审批。２０１３年度常州市国有及

国有控股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

６０６２２元，高于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国有企业党建工作】　截至２０１４年

末，市国资委党委下属企业党组织共

３７个，党员３４００名，常州溢达服装有

限公司、常州市服装一厂有限公司党

组织顺利完成换届改选。深入开展企

业学习型党组织创建活动，重点抓好

企业党组织理论中心组的学习。举办

市国资委２０１４年入党积极分子培训

班，１７家企业的７３名入党积极分子

参加培训。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继续做好

“四好”（政治素质好、经营业绩好、团

结协作好、作风形象好）班子创建活

动。深化干部教育培训，与西安交通

大学联合举办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和

企业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组织２４名

企业领导人员赴英国剑桥大学开展高

层次培训，全面提高企业领导人员的

综合素质和决策水平。加强企业人才

队伍建设，对企业经营性后备干部和

储备性后备干部进行推荐，５名企业

领导人员被推荐为市级经营性后备干

部，３７人被企业推荐为经营管理储备

性人才。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制

定《市国资委机关公务员平时绩效考

核工作实施方案》，健全公务员考核评

价机制。

【国有企业信访维稳】　２０１４年，常州

市积极做好国有企业信访维稳工作。

全年处理人民来信６０件，市长热线转

办单２０件，接待上访职工３０批次，召

开协调会议２５次，处理信访复查事项

８件，信访复核事项６件。妥善解决

原常州华高公司、原常州石油化工厂

等企业的群访信访事项。针对涉及面

广，影响大，持续时间长的国企职教幼

教退休教师待遇落实问题，市国资委

结合常州实际制定风险评估报告书，

并会同市教育、财政、人社等部门联合

下发《关于妥善解决国有企业职教幼

教退休教师待遇问题的实施意见》，对

３００多名通过审核人员的待遇补差费

用进行测算，并进行公示，同时做好涉

及人员的信访接待工作。

（袁　菲　季龙琪）

【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概述】　

６０２ 综合管理



２０１３年底，常州工贸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整合原机电、化轻、纺织、服装、

塑料、丝绸等国资公司（集团），重组为

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产

投集团”）。２０１４年，产投集团完善组

织架构，妥善处置遗留问题，引进和培

养人才，以注册资本金整合到位为抓

手梳理和优化资产结构，探索产业投

资并初步形成适应投资发展的内部机

制。发挥、利用国有资本的引导作用，

推进全市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成为发挥政策

性产业投融资功能的新平台。

　　２０１４年，产投集团完成工商变

更，重新制定公司章程，组建新的董事

会、监事会和公司领导班子，增设投资

发展部。年内，产投集团注册资本从

１亿元增加到５．５２亿元。盘活存量

资产，加强资金回笼，积极对小、散、零

星资产进行变现，增加集团资产流动

性。对所有参股企业派出董事监事，

参与重大事项的决策，及时掌握企业

经营情况，规范国有股权收益。对直

接管理和控制的企业制订财务管理、

内部控制、资金预决算制度，加强日常

管控。

　　推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完成

“运河五号创意街区”常州市知名商标

认定申报。前后北岸项目部做好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检查工作。完成

前后北岸历史文化街区景观提升改

造。配合完成常州方志馆、苏东坡纪

念馆建馆项目并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对纪念馆进行日常运行管理。

利用吕宫府完成常州手工坊特色工艺

品展示馆布馆并对外开放。

　　推动产业投资发展。产投集团走

访重点企业和产业园区，探索公司主

要投资方向和方式。在具体项目操作

的过程中多方借鉴有关机构的成熟工

作流程和尽职调研方法，掌握国有资

金投资的法律法规和产业投资的重点

及产业政策方 向。产 投 集 团 出 资

５０００万元参与设立常州科技小额贷

款公司，出资１０００万元投资常州龙腾

太阳能热电设备有限公司。积极参与

中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碳纤维项目的

资金募集、江南金融租赁公司的组建。

　　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年内，

产投集团共接待各类来信、来访、来电

４２０２人次，其中集访事件６８批２１３１

人次。配合市国资委妥善处理国有企

业职教幼教退休教师待遇政策的落实

工作。发挥恒安托管中心作用。至年

底，托管中心共托管单位１１１家，涉及

各类对象总人数２３９８３人，保管各类

人员档案、公积金和养老保险手册

３３８５５份。全年接待来访人员１６００

余人次，各项诉求都得到妥善处置。

（贡永峰）

物 价 管 理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物价系统完

善落实全年价格调控目标责任管理，

监测引导价格舆情，积极整顿价格秩

序，切实落实稳价任务。围绕企业诉

求和政府关注，开展减负助企专项行

动，清理出台涉企收费“三目录三清

单”。开展重点领域收费治理，为地方

经济发展提供价费保障支持。完成县

级公立医院医药价格综合改革，积极

稳妥实施环境资源价格改革。提升平

价商店管理质量，深化价格惠民药店

建设内涵，丰富价格信息服务形式，积

极推行物业收费公示，有效回应社会

诉求。全年全市ＣＰＩ（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涨幅２．２％，低于全年预期调控

目标。暂停和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５

项，减轻企业负担８５００万元；通过成

本监审核减调价申请中的不合理成本

列支４．８亿元；平价商店让利惠民约

３３００万元，价格惠民药店让利优惠逾

１４００万元；受理价格举报１３６８件，查

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和案件８６件，实

现经济制裁３２０万余元；完成各类价

格鉴证业务 ８０００ 起，鉴证总 金 额

３７．２２亿元。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ＣＰＩ变动情况表

月份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平均

ＣＰＩ １０２．８ １０１．８ １０２．２ １０１．２ １０２．２ １０２．１ １０１．９ １０２．４ １０２．３ １０２．５ １０２．３ １０２．２ １０２．２

涨幅（％） ２．８ １．８ ２．２ １．２ ２．２ ２．１ １．９ ２．４ ２．３ ２．５ ２．３ ２．２ ２．２

【价格收费改革】　２０１４年，全市物价

部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价格改

革，不断简政放权、优化政策。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市物价

局积极参与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再造、

行政事业性收费清理、中介机构清理

等活动。全面清理价格权力事项，并

相继放开房地产中介服务、专利代理

服务、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和医

院制剂等一批价格权限。

　　完成县级公立医院医药价格综合

改革。年内，在金坛市试点的基础上，

溧阳市、武进区分别实施县级公立医

院医药价格综合改革。创新出台医疗

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采取自报与

核报、自查与互查、现场查与综合审相

结合的方法，对护理、手术治疗类项目

指导价格与医疗机构费用控制等指标

实行动态管理并试行价格联动，发挥

价格职能在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中

的关键作用。

　　深化资源环境价格改革。稳妥实

施两项天然气价格改革，在稳定出租

车运价中调高车用天然气价格。在全

省首推住宅小区排水设施建设统一规

划、统一建设、统一维护管理，制定配

套性建设养护收费标准。研究制定城

市施工工地扬尘排污、重金属污染物、

氮氧化物排放等价费政策。合理制定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用电价格和服务

收费标准，促进节能环保。

【收费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市物价部门

围绕企业诉求和政府关注，积极为常

州经济发展提供价费保障支持。

　　开展重点领域收费治理。取消、

调整和减免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

目。取消涉及公安、教育、经济和信息

化、人力资源、国土资源、卫生、旅游、

统计、测绘、档案１０个系统的１３项收

费；转经营服务性收费１０项，主要涉

及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和科协４个系

统６项收费；降低收费标准１项；对所

７０２综合管理



有出境货物、运输工具、集装箱及其他

法定检验检疫物免收出入境检验检疫

费一年；对出口货物免收货物原产证

书费一年。通过收费许可证年审，对

涉建审批的各种收费进行系统清理，

并对收费总额较大的单位进行成本

监审。

　　开展减负助企专项行动。对全市

３０个重点项目和８０家重点企业，实

行收费网上观察，通过跟踪调查涉建

收费情况、围绕价费瓶颈争取调价政

策、主动协调企业价格矛盾等工作，提

高服务的实效性和企业的认可度。

　　为企业量身定制付费清单。实施

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在严格规范

收费“三个目录”的基础上，创新形成

涉建审批、涉房审批和涉建审批中介

服务收费三个清单，并配套实行嵌入

式、点对点、推荐式服务。通过清理取

消市县两级目录外收费、严格执行下

限收费标准等措施，全年为全市企业

减轻负担近８亿元。

【市场价格调控】　２０１４年，全市价格

总水平涨幅２．２％，低于年度预期调

控目标。

　　完善落实责任管理。年初，市物

价局对价格调控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下达价格调控目标责任，分解重点任

务。每月一次分析比较并提示通报各

地区“菜篮子”价格指数，促进齐抓共

管和综合治理。

　　监测引导价格舆情。主动跟踪市

场重要商品的价格、供应和社会反应，

强化测报密度和深度，全年上报分析

材料约７００篇，被国务院办公厅录用

３条、省政府录用２５条。依托“常州

价格通”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各类媒体

发布权威价格信息，科学引导社会价

格预期。

　　整顿价格秩序。实施市场价格行

为规范年专项整治，开展汽车销售维

修、价格诚信单位回访等专项市场检

查，推进明码实价和明码标价专项工

作，果断有效处置美发美容行业涉嫌

串通涨价等突发事件，营造价格诚信

氛围。

【成本调查监审】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新

增武进区、溧阳市两地规模农产品成

本（简称“农本”）调查点，落实农本汇

总分析三级互审制度并出台常州市物

价局慰问农调户制度。市物价局在完

成农资、存粮、稻麦预测等常规任务的

同时，抓住春耕、夏收、秋收等农忙节

点和生猪价格涨跌，开展各类动态农

本专题调查。

　　继续做好成本监审服务。市物价

局全年上报调价总成本１３．４亿元，核

减４．８亿元。联合市减轻企业负担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交通运输局和财

政局，开展常州市物流企业成本及社

会负担相关调研，向上级提出相关政

策建议。围绕市重点工程（项目）或政

府购买公共服务成本领域，提供成本

调查或监审服务，参与１５个小项的公

共服务购买成本评审活动。受市排水

管理处委托，开展污泥处置成本监审。

参与疏导天然气价格、供热企业等价

费矛盾的处理。

【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　２０１４年，

全市物价部门受理各类价格举报

１３６８件，比上年上升２４％，办结１３５６

件，上升２４％，办结率９９％。全年查

处价格违法案件８６件，清退多收消费

者价款８万元，没收违法所得１５５万

元，罚款１５７万元。

　　常州市物价部门加强日常监管，

规范价格秩序，先后开展菜市场明码

标价、减负助企１１０工程专题服务和

检查，并对宾馆酒店、汽车销售与维

修、物业和停车收费等进行专项检查，

解决涉及民情民意的一系列热点难点

问题。在各类节假日期间，针对大型

商场、超市、农贸市场、液化气站、停车

场、药品零售和旅游餐饮业等行业开

展重点检查，先后出动２０００余人次，

累计检查各类经营单位近２０００家，当

场整改１３０起不明码标价的价格行为。

　　主动介入调查，化解舆情热议。

妥善处理美发美容行业涉嫌联合涨价

事件，及时提醒美发美容行业经营者

加强价格自律，维护美发美容行业价

格秩序稳定。疏导全市汽车４Ｓ店收

取ＰＤＩ（车辆的售前检验记录）检测费

矛盾，召开汽车销售行业价格政策提

醒告诫会，要求汽车经销商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禁止以任何名义收取

ＰＤＩ检测费和出库费，有效稳定舆情，

维护社会和谐。

　　推进明码实价扩面提效，规范经

营者的促销行为，确保优惠促销真实。

对明码实价检查过程中情节严重、屡

查屡犯的常州明都大饭店和乐购超市

公园店分别处以１０万元和５万元的

行政处罚，并在媒体上公开曝光，有效

震摄违法经营者。推进菜市场明码标

价“增点提效”工程，扩大试点范围，促

进菜市场价格公平、公开、公正，提高

价格诚信和自律意识。开展价格诚信

单位创建活动，１６家单位被评为２０１４

年度江苏省价格诚信单位。

【价格监测】　２０１４年，全市物价部门

加强测报调查频次、深化数据分析运

用、主动引导价格预期等手段，提升监

测分析和预警预报的工作实效。

　　调整补充一批监测点单位，新增

旅行社、房产中介、银行收费等更新更

具代表性的监测点。根据构建三级监

测任务体系、网络体系的要求合理分

工，落实部门与个人的工作目标责任，

全年及时规范上报报表５００多张、监

测数据３万多条。

　　继续深化以监测点报告、市场巡

查、数据分析、价格举报、舆情收集为

主的价格波动警情发现机制。围绕粮

油肉蛋菜等热点敏感生活必需品以及

化肥、钢材、煤炭、成品油等主要生产

资料价格动态，加强市场调查巡视，全

年开展专项调查３０余次。

　　发挥监测信息作用，提升信息化

服务水平。继续做好常州智慧物价、

常州价格通公共服务平台、常州智价

汇综合监管平台的建设。完善“常州

价格通”服务品牌并不断提升品牌效

应，维护好报刊、广播、电视、固定电

话、网络、手机、社区７大媒介１５种宣

传平台，每周不少于５次更新发布，基

本实现信息辐射的全覆盖。

【价格认证】　２０１４年，全市价格认证

系统完成各类鉴证业务８０００起，鉴证

总金额３７．２２亿元，其中市价格认证

中心完成各类委托业务２６００起，鉴证

总金额为３１．８５亿元。

　　全市继续加强涉案、涉纪财产价

格鉴证工作，全年完成涉刑价格鉴证

７５０起，涉案金额１８００万元，比上年

上升６０％。

　　推进涉税财产价格认定工作。完

成全市５８２个小区信息采集和１００２

个标准房价格评估任务；对全市３２０

条存量房价格信息进行调整，新增

８０２ 综合管理



２０５条小区、楼幢价格信息；完成涉税

系统商业用房的基础信息库的建立并

配合地税部门制定存量房价格争议调

解操作流程；完成存量房交易窗口的

价格争议调解２２起和存量房价格认

定７５０起，涉及金额３０亿元，其他应

税抵税财物价格认定业务８起，涉及

标的４２１万元。

　　深化价格认定公共服务工作，有

序推进火灾损失价格认定和国有资产

处置价格认定工作，完成价格认定项

目８４起，涉及金额６３９万元；完成各

类价格认证１９９起，认证金额３．０９亿

元，涉及行业包括医疗器械企业、软件

开发企业、动漫基地、环境工程、经济

适用房等。

　　做好价格争议调解工作，调解争

议事项５６３起，调解金额５７７万元。

配合仲裁委介入市仲裁案件诉前调

解，在社会疑难、有争议的价格问题上

充分发挥价格鉴证的作用，成功调解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租赁纠纷案和项

家花园商铺产权争议案等多起案件。

【平价商店】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制定调

整全市平价品种目录，取消９个不常

见品种，新增１９个常用品种；全市

１３７家平价商店共销售平价蔬菜２７６１

万公斤、大米１７５８万公斤、猪肉４８０

万公斤、食用油６５０万公斤、鸡蛋４３７

万公斤，平均每天每店平价品种为２２

个，蔬菜平均优惠幅度约１８．７％，粮

油肉蛋平均优惠幅度约 ８．７％，约

３８９９万人次受益，优惠总金额３２６３

万元。开展春节、国庆优惠让利活动，

让利惠民４３０万元。建立平价商店的

考核退出机制。修订市级平价商店考

核办法，并由市物价局和财政局联合

委托第三方———常州金鼎会计师事务

所，对全市平价商店进行绩效评估；出

台平价商店退出管理办法。年内，１３

家平价商店退出，相应补建１３家。

【价格惠民药店】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价

格惠民药店中平价药品种规格的种类

由原来的１３０种增加到２６０种，占药

品经营品种数从３％上升到６％；药品

销售总金额从２．２５亿元上升到２．８

亿元，增２４．４％；优惠药品销售金额

从上年３８９０万元上升到４６８０万元，

增２０．３％，加权平均优惠幅度达到

９．９％，比最高零售价格加权平均低

２７．５％，全年优惠金额超过１４００万

元。在惠民的同时，药店销售大幅度

上升。继续组织价格惠民药店开展爱

心捐赠和志愿服务活动，捐赠金额

１２．２万元。其中，通过加盟《常州晚

报》“周末关爱”公益联盟，每周向特困

家庭捐赠２０００元购药资助，全年累计

１０万元；对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发放

每人２００元的购药资助，全年累计

２．２万元。开展价格惠民药店进社区

志愿服务活动，在戚墅堰区东方社区、

天宁区青竹社区、新北区中央花园社

区现场开展政策咨询、用药安全、健康

检测等项目。继续对困难职工进行爱

心捐赠。

【涉企收费三目录三清单】　１０月３１

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涉企收

费三目录三清单”，并向社会公布。

　　“三个目录”是指《常州市行政事

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常州市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

录》《常州市区实施政府定价或指导价

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常州

市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

录》因项目的设立权限在省级以上，所

以具有“项目全省统一，标准略有不

同”的特点，经对照清理，全市有收费

项目４６类１５５个、政府性基金２４项；

《常州市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

性基金目录》仅指行政事业性收费和

政府性基金中涉及企业的项目，经对

照清理，全市有权收费的机关系统（包

括其下属事业单位）２９个，收费项目

９４大项；《常州市区实施政府定价或

指导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

确定收费项目２０类１３５项（不包括具

有部分审批权的金坛市、溧阳市、武进

区三地的地方项目）。《常州市涉企行

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和

《常州市区实施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的

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构成政府

管制的涉企收费的全部项目。

　　“三个清单”指《常州市区建设审

批项目收费清单》《常州市区房地产开

发项目收费清单》《常州市区建设审批

中介服务收费清单》。《常州市区建设

审批项目收费清单》主要对应政府审

批流程再造后的各个工作环节，分政

府审批、核准、备案３种类型，向企业

提供图表式全流程收费政策清单；《常

州市区房地产开发项目收费清单》服

务对象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与房地

产企业从立项、用地、规划到建设、竣

工的实际流程一一对应的经常性收费

项目清单；《常州市区建设审批中介服

务收费清单》，既包括实行政府定价、

政府指导价的中介服务收费项目和标

准，还提供实行市场调节价的中介服

务收费项目和市场参考价水平，并配

套提供中介机构名录。通过“三张清

单”基本实现收费政策与审批流程无

缝对接，公示工作凸显应用价值，提高

企业维权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县级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动态管

理机制】　２０１４年，市物价局建立县

级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动态管理机

制，采取自报与核报、自查与互查、现

场查与综合审相结合的方法，对护理、

手术治疗类项目指导价格与医疗机构

费用控制等指标实行动态管理并试行

价格联动。该机制选取门诊人次医药

费、住院人均医药费、人均材料费、人

均检查检验费、药占比、床护比、廉价

药品使用７类２４项数据，由各医疗机

构按月定点直报，所在地价格主管部

门实时监测。重点监控价格管理基

础、每门诊人次医药费、每出院者平均

医药费、每人次卫生材料费、每人次检

查检验费、药占比、床护比、廉价药品

使用８个评价指标，对这些管理要求、

控制幅度、分值、占比实施综合考核。

建立联合评审制度、考核结果反馈确

认制度和药品、医用材料及医疗服务

价格公示制度，保障动态管理的有效

实施。

【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管理】　２０１４

年，市物价局出台《常州市区物业服务

收费管理实施细则》，明确常州市区物

业服务收费管理的目的、适用范围、管

理原则、责任分工和不同性质物业收

费管理的定价形式，重点细化在具体

操作层面的工作要求。加强监管数据

的收集，通过整理市区住宅小区信息

和物业服务收费管理系统，建立物业

企业、项目经理、小区等相互关联的物

业监管基础数据库，摸清全市６００余

家小区物业管理信息。会同辖区物价

局深入小区，现场调研确定公示格式；

通过对物业企业培训，全市近５００个

小区完成数据上报和规范化收费公

９０２综合管理



示。 （俞凌飞）

工商行政管理

【企业登记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市新设

内资市场主体（含分支机构）６１７７６

户，比上年增１９．５１％；注册资本（金）

６８９．１１亿元，增５０．９３％，其中新设内

资企业１７１５２户（含农民专业合作社，

下同），注册资本（金）６４６．７８亿元，分

别增３２．７％、５４．０８％。新设内资企

业中，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１０１８

户，注册资本（金）２０３．８２亿元，分别

增７４．０２％、３９．１５％；私营企业１８２５６

户，注册资本（金）７９６．８６亿元，分别

增３３．７％、６５．２８％；农民专业合作社

３２９户，出资总额７．５２亿元，分别降

３６．６１％、２３．６５％；个体工商户４４６２４

户，资 金 总 额 ４２．３３ 亿 元，分 别 增

１５．１２％、１５．０３％。

　　至１２月末，全市实有内资市场主

体（含分支机构）３２．７４万户，注册资

本（金）总额５６８３．７７亿元，分别增

９．５７％、２２．３１％。实有内资市场主体

中，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７７６３户，

注册资本（金）２００６．５４亿元，分别增

８．３２％、２１．８６％；私营企业９７９０９户，

注册资本（金）３４７１．７１亿元，分别增

１０．９３％、２２．９１％；个 体 工 商 户

２１８９４５户，资金总额１３５．８４亿元，分

别增８．９７％、２０．０２％；农民专业合作

社２７７８户，出资总额６９．６８亿元，分

别增１３．１６％、１１．３８％。

【股权出质登记】　２０１４年，全市办理

股权 出 质 登 记 ２９４ 件，出 质 股 权

７９．１４亿元，担保主债３１３．１４亿元，

分别比上年增３０．０９％、降１．８８％、增

１４４．７２％。至年底，实际办理股权出

质１２３６件，出质股权３４３．３１亿元，担

保主债权７５４．２６亿元。

【外商登记情况】　２０１４年，全市新设

外商投资法人企业１８０户，比上年减

少２６．２２％；注册资本１８．０２亿美元，

投资总额２６．６５亿美元，外方认缴

１７．０２ 亿 美 元，分 别 降 ６０．４２％、

５８．０６％、５９．１５％。至年末，全市实有

外商投资法人企业２７５９户，比上年减

少１．６３％；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分别

为５０４．８１亿美元、２９８．２７亿美元，外

方 认 缴２５３．２９亿 美 元 ，分 别 增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新设、实有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区域分布表

地　区

新设企业 实有企业

数　量

（户）
注册资本（金）（亿元）

数　量

（户）
注册资本（金）（亿元）

金坛市　 ９９ ７０．２０ ９９１ ２６７．９２

溧阳市　 ７９ ２９．６３ ８８５ １６０．２０

武进区　 ２９２ ３４．４６ ２１８７ ６２３．８８

新北区　 ２１７ ３１．５４ １２３２ ３７８．３９

天宁区　 １５６ ２１．７６ １１７６ ２８７．９０

钟楼区　 １５０ １４．１６ １１１１ ２１６．２７

戚墅堰区 ２５ ２．０７ １８１ ７１．９８

合　计　 １０１８ ２０３．８２ ７７６３ ２００６．５４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新增、实有私营企业区域分布表

区　域

新增企业 实有企业

数　量

（户）

从业人员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数　量

（户）

从业人员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金坛市　 １３６３ ４６６５ １１２．６２ ７１３７ １７１３８７ ３４４．１７

溧阳市　 １４７２ １０９１７ １２８．００ ７７３３ ２０３１００ ５７９．０９

武进区　 ５８６６ ３５８７３ ２９２．８７ ３３９１４ ６３３０１３ １３３３．８６

新北区　 ４８１５ １９７６６ １５４．６０ ２１６８４ ２５９５３６ ６４５．３２

天宁区　 ２０３１ ６０７２ ４６．７１ １３４０５ １１８７４８ ２７１．５２

钟楼区　 ２３８０ ８１７９ ５４．４３ １１６６７ １１６９３２ ２４７．６８

戚墅堰区 ３２９ １１８６ ７．６３ ２３６９ ２９１５８ ５０．０７

合　计　 １８２５６ ８６６５８ ７９６．８６ ９７９０９ １５３１８７４ ３４７１．７１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新增、实有个体工商户区域分布表

区　域

新增个体工商户 实有个体工商户

数　量

（户）

从业人员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数　量

（户）

从业人员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金坛市　 ３６０５ １０００５ ７．８０ ２０２６２ ４６１０７ ２０．２０

溧阳市　 ４８３１ １０８４６ ８．６９ ２９９３３ ６１３７０ ２８．６７

武进区　 １３６８６ ３０３９０ １２．５１ ７０６６０ １４２０９５ ４２．４５

新北区　 ８０６２ １７１７１ ６．８８ ３２２７１ ６６１５１ ２１．３５

天宁区　 ８０８４ １４９６９ ３．３１ ３４４２０ ６３７０７ １３．２１

钟楼区　 ５５２８ １０９６５ ２．７２ ２７１４１ ４４２２６ ８．５９

戚墅堰区 ８２８ １５９４ ０．４２ ４２５８ ８０１５ １．３７

合　计　 ４４６２４ ９５９４０ ４２．３３ ２１８９４５ ４３１６７１ １３５．８４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私营企业主要行业分布表

行　业
数　量

（户）

从业人员

（人）

注册资本

（亿元）

农、林、牧、渔业 １０３５ １１６６１ ４２．６７

制造业 ３７６３５ ８１２２５１ １２８８．１１

建筑业 ５１２４ ２１８５６０ ３５６．９６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００２９ ２０９２８３ ５２８．４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７４８ １８９０６ ５８．０８

住宿和餐饮业 ７５３ ２１１１４ １４．５２

０１２ 综合管理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外商投资法人企业行业分布表

行　业 制造业
科学技术

服务业

批发

零售业

房地

产业

租赁和商

业服务业

住宿

餐饮业

农林

渔业
软件业 仓储业

电力热

力供应

水利环境

公共管理
建筑业

其他

行业
合计

新设企业（户） ４８ ６８ ２７ ３ １６ ２ ０ １０ ２ １ １ １ １ １８０

实有企业（户） １８３６ ３４８ １７２ １３７ ８２ ２３ ３５ ３８ １４ ２０ ３ １３ ３８ ２７５９

行　业
数　量

（户）

从业人员

（人）

注册资本

（亿元）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１８６６ １４１５２ ２５．５０

金融业 １６３ １４５０ ７０．１７

房地产业 １９２９ ３２６３３ ２４５．０４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７６５０ ６９２２２ ４５６．８８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１８００ ３０３５１ ２４．６９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个体工商户主要行业分布表

行　业
数　量

（户）

从业人员

（人）

注册资本

（亿元）

农、林、牧、渔业 ２６３０ ７０５６ ９．４１

制造业 ２４５１８ ７６４０４ ２１．９０

建筑业 ４７０ １５７６ ０．７９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３３７２７ ２１３３２０ ６５．１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４３３ ４８１５ ２．６２

住宿和餐饮业 ２１３９９ ６１１７６ １７．１２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７２６ １０５０ ０．２５

房地产业 １５４ ３０１ ０．０７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５５３ ６０８７ ２．１７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６８１ １６１５ ０．５３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２６７５４ ５３０７６ １３．１１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５０８ ４１５３ ２．３１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外资法人企业区域及资本规模构成表

辖市区

新设企业 实有企业

数量（户） 注册资本（亿美元） 数量（户） 注册资本（亿美元）

金坛市 １２ １．１６ ３０６ ２２．０６

溧阳市 ２８ ４．９２ ２６４ ３１．１６

武进区 ６４ ４．９０ ８４０ ８２．６９

新北区 ５２ ４．１１ ８３９ １０７．６８

天宁区 １３ ０．４８ ２３１ ２５．８３

钟楼区 ７ ２．１０ ２１５ ２３．２４

戚墅堰区 ４ ０．３５ ６４ ５．６１

合　计 １８０ １８．０２ ２７５９ ２９８．２７

４．１８％、３．１３％、１．３１％。另有外商投

资合伙企业２户、外商投资企业分支

机构７３８户、中外合作非法人企业１

户、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４７户、外

国（地区）企业来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机构５户、外国（地区）企业分支机构

２户。 （杨伯元）

【工商登记制度改革】　５月１４日，常

州市出台《常州市工商登记制度改革

实施方案》和《放宽市场主体场所（经

营场所）登记条件暂行规定》，全面实

行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内容包括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注册资本登

记条件放宽、推行“并联告知，先照后

证”、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放宽限

制、放宽企业名称限制、推行电子营业

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实行年

度报告公示抽查制度、建立市场主体

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强化联动监管工

作和社会协同治理１０个方面。１０月

２２日，常州市出台实施方案，将工商

登记前置改后置审批并分批次制定

《常州市工商登记前置改后置审批事

项目录》，改“先证后照”为“先照后证”

并推行“证照联办”。按照“一窗受理、

一表填报、并联告知、信息共享、联合

办理、全程监察”的要求，推出“证照联

办”综合服务窗口，工商营业执照、质

监组织机构代码证、国税税务登记证、

地税税务登记证的办理时间由原先的

至少１５天缩短到５天。为解决企业

名称核准难问题，市工商局自主开发

企业名称自助查询系统，使企业可在

互联网上先行查询并选择合适的名

称，有效提高了名称核准的效率，至年

底，该系统点击量达６．７８万次。

（汪旭东）

【民营经济】　２０１４年，全市新增私营

企业 １８２５６ 户，完 成 年 初 目 标 的

１５２．１３％，比上年增长３５．４７％；新增

个体工商户４４６２４户，完成目标的

１４８．７５％，增１５．１２％；新增个私从业

人 员 １８．２６ 万 人，完 成 目 标 的

２１４．８２％，增９．６６％。全市工商系统

加大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力度，至

１２月底，共清理无照经营１１３４４户，

比上年增加１．３６％；查处无照经营案

件５５件，罚没１８３．８２万元。加强黑

网吧取缔力度，并多次会同文化、公安

及电信部门专题会商武进地区黑网吧

整治难题，年内取缔黑网吧３４户，没

收专门用于无照经营的电脑１８５台。

【个私经济管理】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私

１１２综合管理



营个体经济协会（简称“私个协会”）加

强服务平台建设，提高会员服务质量。

强化对接举措，开展以“民营企业家金

坛行”为主题的招商引资和科技交流

活动，引导２３家企业与金坛市对接，７

家企业达成投资意向或签约。推进银

企、科企合作，组织融资、科技对接活

动９９场次，协助１９２０家企业融资

８０．８亿元，组织１８４家企业参与产学

研科企合作对接。

　　加强用工招聘服务，推进人企有

效融合。全年发布空岗信息１．０４万

个；与人社部门、科教城联合举办全市

性大型招聘活动２场，７７２家企业进

场招聘，提供１６２７７个工作岗位，５４５２

人达成就业意向。６月７—８日，承办

全国个私协会系统促进就业创业工作

座谈会。

　　推进民企公益活动，引导会员贡

献社会。坚持开展民企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简称“关工委”）工作，企业

关工委总数２５４１家；开展“民企青工

零犯罪”“颂雷锋精神，学常州名人”等

主题活动。年内，私个协会开展捐资

助学活动６９次，各类捐赠款项５７．８５

万元；组织“六一”送书包、送学习用

品、送助学金等助学活动和道德讲堂

进学校活动，为建设农村留守儿童电

子阅览室捐款并持续资助贵州山区贫

困学生。常州工商局、私个协会在四

川省绵竹市遵道镇发放常州教育基金

６期近４０万元，受惠师生１１００多人。

　　着力教育培训服务，重视宣传报

道。依托助商讲堂，全市各级协会组

织培训活动９８场，参训人员１２４３１

人。组织ＳＹＢ（创办你的企业）创业

培训６５期，２７９８人参加。联合中国

个私协会《光彩》杂志等宣传常州一批

民营经济典型人物，年内有１人当选

全省十大诚信标兵，６人当选全省百

名诚信之星。

【市场监督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市新设

市场３８个，注册资金５．０３亿元。至

年末，全市有市场 ２９７ 个，成交额

１７１１．６１亿元。其中，消费品市场２６７

个，成交额１０６０．５２亿元，分别占全市

总量的８９．９％、６１．９６％；生产资料市

场２４个，成交额６１４．２２亿元，分别占

全市总量的８．０８％、３５．８９％；生产要

素市场６个，成交额３６．８７亿元，分别

占全市总量的２．０２％、２．１５％。全市

１０亿元以上规模型市场２１个，成交

额１４４９．８６亿元，占全市总成交额的

８４．７１％。其中，１０亿—５０亿元的市

场１４个，成交额２７６．９７亿元，占总成

交额的１６．１８％；５０亿—１００亿元的

市场１个，成交额９８．９亿元，占总成

交额的５．７８％；１００亿元以上市场６

个，成交额１０７３．９９亿元，占总成交额

６２．７５％。

　　市场信用稳步发展。全年对２９７

个市场按信用分类进行差别化监管，

其中 Ａ 类市场２７７个、Ｂ类市场２０

个；指导２８２个市场对场内３３４５３户

经营户实施信用评定，市场参评率

９５％。指导市场开展信用助贷工作，

促使银企对接贷款５．４９亿元，７２１户

信用经营者受益。

　　强化农产品日常监管工作，开展

猪肉市场整治工作，加强展销会市场

监管工作。加强行政执法，查处商品

交易市场违法行为，全年出动执法人

员９１９人次，检查市场３７７个次、食品

经营户２５４２户次，查扣不合格衡器

３７件，责令限期整改７户；立案查处４

件，罚没总额３．６９万元，其中无照经

营案件２件、不合格食品案件２件。

加强禽流感防控，全市工商系统出动

执法人员６９４７人次，检查市场６６７６

场次，检查经营户１１４３４户次，关闭市

场外活禽经营户１０３户。

【工商涉农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市培育

农村经纪人３１４人，促成经纪交易额

４８．６亿元。印制农资商品进销货台

账１５００套，全部发放到农资经营户手

中。工商部门单独或与农委等联合巡

查农资经营户９００余户次；完成肥料、

农药检测９８个批次；立案查处农资违

法案件９件，案值４０．２１万元，罚没款

３１．０５万元，捣毁制假农药窝点１个；

受理农民投诉１４件，为农民挽回经济

损失２．４１万元。

【网络监督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市自建

网站开展网上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

１５１８８家，占全市市场主体总数的

４．６２％。９家重点网络交易平台交易

额６．６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６．４４％。

其中Ｂ２Ｃ（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产品

和服 务）交 易 额 ４．５８ 亿 元，占 比

６８．７１％，增１０６．３１％；Ｂ２Ｂ（企业对企

业之间的营销）交易额２．０９亿元，占

比３１．２９％，增１８６．３０％。全市开展

网络交易平台经营信息采集工作，建

立全市网络交易平台发展情况统计制

度。开展网络交易平台交易规则规范

专项行动、２０１４红盾网剑专项行动，

规范重点网站交易规则，净化全市电

子商务交易环境。举办“拥抱新的商

业时代———传统市场如何应用电子商

务转型升级”报告会，积极参与推进传

统商业线上线下示范工程、传统专业

市场电商升级示范工程，打造全国电

子商务示范城市。

【合同监管】　２０１４年，全市办理动产

抵押登记８５３件，担保主债权３８２．５３

亿元，分 别 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０．７８％、

６２．７％，其中担保主债权金额创历史

新高；拍卖备案登记２４９起，成交金额

约１０．７亿元。全市调解合同争议

２４７件，解决金额２４４万元，查办合同

案件３８件，罚没入库４４．２１万元。全

市７１家企业名列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国

家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数量连续

两年位居全省第一。

【广告监督管理】　２０１４年末，全市有

广告企业２０４１家，首次突破２０００家，

广告经营额６６．９８亿元，比上年增

４３．５８％。办理户外广告登记８０５件。

开展电视购物广告整治，共计监测电

视购物广告１５１４３条次，查处违法电

视购物广告２条，责令整改３０９条。

加强引导规范，严查违规广告，有效治

理房地产广告。开展互联网重点领域

广告专项整治，对全市１．５３万个网站

展开巡查２３０多次、网络监测５００多

次。坚持整治违法广告联席会议制

度，加强合作和信息共享。创新监管

机制，探索建立网络广告搜索平台。

【常州国家广告产业园建设】　２０１４

年，市政府出台《关于鼓励和扶持创意

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广告业纳入

鼓励和扶持产业，每年财政给予资金

扶持。常州国家广告产业园积极申报

省级财政扶持资金，加快新媒体服务

体系建设，建立公益性广告基地，研究

公益性广告商业化运作模式，进一步

促进新媒体广告的发展和优化广告展

示器材产业的结构。年内，产业园举

办“创新·求异·融合”２０１４常州广

告产业研讨会，加强学术交流，扩大常

２１２ 综合管理



州国家广告产业园区影响力。全国首

届情系“三农”微电影大赛华东区推介

会在常州成功举行。至年末，常州国

家广告产业园区集聚广告企业３３８

家，广告经营额５０．３亿元，比上年增

６１．０１％；引进“龙城英才”项目１１个，

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７０００万元、省级

财政补助资金１５０万元。

【商标注册与监管】　２０１４年，全市申

请注册商标８４８１件，成功注册商标

５９８７件。全市累计有效注册商标

４４６３１件，注册商标首次突破４万件，

居全省第五位；每万户法人企业申请

注册商标数居全省首位。“溧阳青虾”

成功注册地理标志商标，全市累计有

“溧阳白芹”“金坛雀舌”“焦溪舜山二

花脸母猪”“焦溪舜溪猪肉”“阳湖水蜜

桃”“建昌红香芋”“金坛无节水芹”８

件地理标志商标和“夏溪花木”“横林

地板”“孟河汽摩配”“西夏墅工具”４

件集体商标。２３件商标被新认定为

中国 驰 名 商 标，占 全 省 总 数 的

１６．４３％，增量居全省首位，累计８９

件，其中武进区有中国驰名商标４９

件，列全省县级市（区）首位。全市有

１３４件商标被认定为省著名商标，其

中新认定５９件、再认定７５件，累计

３５６件。全市认定市知名商标２５２

件，其中新认定１４１件、再认定１１１

件，累计８２２件。

【公平交易执法】　２０１４年，全市工商

系统查处各类违法违章案件１００７件，

比上年下降３０．５９％，案值９３２４．０４

万元。其中广告案件降幅最大，下降

５２．９９％；违反企业登记管理法规案件

降５１．５０％；违反食品安全法规案件

降５０％。从违法行为看，制售假冒伪

劣、侵犯知识产权、无照经营、虚假宣

传、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是扰乱市场

秩序的突出问题。

【消费维权救助】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

１２３１５消费者投诉举报受理中心接听

来电４５３２７件，其中咨询３７８８１件、投

诉５９０８ 件、举 报 １５３８ 件，办 结 率

１００％。全年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损失６１８万元。检验全市流通领域商

品质量６７个品种１０９５个批次，其中

合格７１８个批次，合格率为６５．５７％。

市工商局重点开展擦亮１２３１５“金字

招牌”活动，通过《常州日报》《常州晚

报》《扬子晚报》《现代快报》和网站、微

博、电视、广播等媒体发布各类消费警

示１４０篇次，通过分析典型案例，提供

消费警示，引导消费者科学理性消费，

提高防范意识，远离消费欺诈。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商品类申诉五大热点

项　目 数量（件）
比上年

增减（％）

食　品 ５２３ ２７．２５

家用电器 ４３２ －９．８１

交通工具 ４２２ ３９．７４

通讯产品 ４１８ ０．４８

服装、鞋帽 ３９０ ４０．７９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服务类申诉五大热点

项　目
数量

（件）

比上年

增减（％）

美容、美发、洗浴 ２９０ ３６．１５

餐饮和住宿 ２７８ ４８．６６

文化、娱乐、体育 ２４５ ２０２．４７

电　信 ２１８ －１５．１８

邮　政 １７２ ９１．１１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投诉受理量

前五位的商家

商家名称 数量（件）

苏宁电器 １１０

移动公司 １０９

乐购超市 １０５

欧尚超市 ８７

五星电器 ８４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１２３１５受理举报

十大热点

服务类型 数量（件）

制作、保养和修理 ９３

文化、娱乐、体育 ９０

餐饮和住宿 ７４

美容、美发、洗浴 ４８

教育、培训 １８

销　售 １６

中　介 １４

互联网 ８

邮　政 ６

卫生保健、社会福利 ５

【常州市放心消费创建工作民意调查】

　８—９月，常州市放心消费创建办公

室首次与市统计局民调中心共同在全

市开展第三方民意调查工作，采用电

话访问方式有效调查样本４０００个，形

成《常州市放心消费创建工作民意调

查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市民对银

行、保险、供水、供电、供气、餐饮、通

信、公共交通、旅游等服务行业的满意

率在７９．７％和９７．６％之间，分别有

６６．７％和５１％的受访群众认为食品

和药品安全与过去相比有提高。

【食品经营市场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市

新设食品经营市场主体２１８１户，净减

少５７户。至年末，全市实有食品经营

市场主体３２９６３户，其中企业４２２０

户、个体工商户２８７４３户。年内，全市

工商部门开展食品抽检３５６６批次，总

体合格率９９．１３％，比上年增０．１个

百分点。其中，完成省工商局抽样检

验任务１５３０批次，完成市食品安全委

员会评价性抽检４８０批次。全年全市

工商部门出动执法人员７６５５人次，检

查食品经营户２．７万户次，检查批发

市场、集贸市场等各类市场１８６４个

次，查处食品违法案件１９２件。

（杨伯元）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食品药品

安全形势继续保持稳定可控态势。至

年底，全市有药品生产企业４５家、药

品批发企业１６家、零售药店１８２８家、

药品零售连锁经营公司２７家，有医疗

器械生产企业３２９家、医疗器械批发

企业５０３家、医疗器械零售企业１５８７

家，有保健食品生产企业１９家、化妆

品生产企业８家。

【食品化妆品监督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

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完成食品抽检

３０００批次，其中评价性抽检２３４４批

次，评价性抽检合格率９７．９％，组织

相关部门依法对不合格产品进行处

理。６月中下旬，围绕“尚德守法，提

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主题，开展为期

近２ 周的食品安全宣传活动。在

２０１４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

上，常州市双桂坊美食街代表作为全

国唯一基层食品从业者作专题发言。

组织开展保健食品风险隐患专项

３１２综合管理



整治行动和化妆品标签标识专项监督

检查活动，开展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质

量受权人制度试点和国产非特殊用途

化妆品网上备案工作，全面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全年检查生产企业４９家

次，检查覆盖率１００％；检查经营企业

２４４６家次，开展抽检１９５批次，快速

筛查１３６批次。

【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质量受权人制度

试点】　５月，常州启动保健食品生产

企业质量受权人制度试点。江苏佳尔

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全省首批质

量受权人企业之一，其质量管理人员

蒋雪梅被法定代表人委任为质量受权

人，对企业保健食品质量管理活动行

使决定权，对与质理管理有关键影响

的活动行使否决权，并最终承担产品

放行的责任。

【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监督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开展

基本药物监管检查、高风险药品飞行

检查（即事先不通知被查企业而对其

实施快速的现场检查）和“两打两建”

（严厉打击药品违法生产，严厉打击药

品违法经营，加强药品生产经营规范

建设和加强药品监管机制建设）“回头

看”检查，对全市３９家药品生产企业

检查 １２７ 家 次，在 产 企 业 覆 盖 面

１００％。对特殊药品生产、批发企业累

计检查８３家次，未发现特殊药品流弊

现象。加强无菌制剂新版《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ＧＭＰ）宣传贯彻和实

施推进工作，已有的１０家无菌类药品

生产企业全部通过 ＧＭＰ认证，非无

菌药品ＧＭＰ认证通过率７３．７％。

　　加强对新修订的《药品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ＧＳＰ）的宣传贯彻工作，采

用推进会、培训班、模拟认证等多种形

式，分层次、分类别地组织和指导新规

范的实施，累计有１３家药品批发企

业、１３家零售连锁企业、１９０家零售单

体药店通过新版ＧＳＰ认证。根据《常

州市经营中药饮片备案登记操作规范

（暂行）》，继续做好中药饮片备案登记

工作，全市累计有１４家中药饮片供货

商通过备案，备案结果网上公告。围

绕医疗机构的药品及疫苗质量管理制

度执行情况、冷链管理情况和近效期、

不合格药品的管理情况等事项，进行

专项检查。加强互联网药品信息和交

易服务监管，对全市３３家持证网站进

行现场或网上检查２９８家次。

【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　２０１４年，

全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有序推进医疗

器械生产企业实施《医疗器械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加强对医疗器械生产经

营重点企业、高风险品种的监督检查，

开展注射用透明质酸钠专项检查、彩

色平光隐形眼镜整治和定制式义齿专

项检查。全市监督检查医疗器械生产

企业４０７家次，检查覆盖率８７．８％，

９５家重点监管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全

覆盖；检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批发）

４３０家，检查覆盖率８５．５％，重点监管

经营企业覆盖率１００％；监督检查医

疗机构３０１家。年内，全市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坚持以重点产品、重点企业、

重点案件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全力开

展专项行动，出动１２６７人次，检查医

疗器械生产企业２８０余家、经营企业

３００余家、使用单位２５０余家，核查注

册申请真实性品种２１个，办结案件

２３起，罚没款合计３５．８万元，没收各

类违法器械３．６万件。

【食品药品行政审批改革】　２０１４年，

按照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

件要求，市食药监局完成所有行政审

批事项的核实清理工作。在原法定审

批时限压缩近一半的基础上，总体再

压缩４４个工作日。开展行政权力事

项清理上报工作，清理上报行政权力

事项３３２项，建议保留权力事项２６７

项，取消５２项，整合１３项，内容涉及

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奖励等９类

行政权力事项。全年办理行政审批服

务事项３７２８件次，其中办理药品经营

许可证事项１９６８件次、医疗器械经营

许可证事项７３６件次、一类医疗器械

产品注册事项１４８件次、执业药师注

册事项７０９件次、医疗机构制剂调剂

事项４７件次、特殊药品审批事项１３

件次。

【食品药品稽查执法】　２０１４年，全市

食品药品稽查系统出动执法人员

８１５８人次，检查单位３７５９家次，抽

取、检测各类样品６０４８批次，监测药

品、保健品广告违规３１３９条，受理举

报４９３件，运行案源线索管理系统登

记各类案源线索８２件，立案１６４起，

当场行政处罚１３５起，取缔无证窝点

９个，移交公安机关案件（含案件线

索）３４起。其中，联合公安部门侦办

“１·１６”王某等人涉嫌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绿Ｓ”减肥胶囊案。年内，

全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开展中药饮片

抽检，明确抽检的重点时段、重点环节

与重点场所。至年底，全市出动执法

人员４４６人次，检查单位１５４３家，抽

检中药饮片１５０批次，其中不合格饮

片２７批次，不合格饮片查处率１００％。

【农村食品市场“四打击四规范”专项

整治行动】　９—１１月，市食品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牵头组织卫生、工商、质监

等部门，开展农村食品市场“四打击四

规范”（严厉打击无证无照行为，规范

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资格；严厉打

击销售、使用无合法来源食品和原料

违法行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采

购活动；严厉打击生产经营侵权仿冒

和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

期、无食品生产许可、无食品标签食品

违法行为，规范食品包装标签标识管

理；严厉打击生产经营“两超一非”〈超

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和食品

中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等伪劣食品

行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专项整

治行动。行动期间，检查农村食品生

产单位７５４户次，其中食品生产小作

坊５１６户次；检查批发市场、集贸市场

等市场２５９个次，检查食品经营户

１６９２５户次，取缔无照经营户１７６户；

监督抽检食品１８７７批次，查扣侵权仿

冒、劣质食品３５１１公斤；查处食品违

法案件１６８件，移送司法机关案件２

件；受理和处理消费者投诉和举报

３６２件。

【“药事通”便民示范点建设】　２０１４

年，市食药监局在新北区试点推进集

药师在岗考勤、药品追溯查询、管制药

品销售、法规信息通知、温湿度远程监

控、导医导购服务、社保信息查询７大

功能为一体的“药事通”系统，该系统

能促使药品经营企业自觉规范内部管

理、购进渠道、储存条件、销售渠道，有

助于解决监管部门人手少、任务重的

难题。按照新版ＧＳＰ优先、连锁门店

优先、规范药店优先的原则，建成“药

事通”便民示范点２００家。

【中药饮片集中代配代煎和配送点建

４１２ 综合管理



设】　２０１４年，市食药监局规范中药

饮片代配代煎服务企业操作流程，对

代配代煎服务企业与医疗机构签订相

关合同和质量保证协议进行明确，并

落实相关制度和操作规范。同时，联

合卫生部门加强对医疗机构和代配代

煎服务企业的指导与检查。年内，在

常州市泰和国药制品有限公司建成中

药饮片集中代配代煎中心１家，并建

成配送点１０家，服务市民１２．６万人

次，配方帖数９９万帖，代配代煎业务

占全市中药饮片市场整体销售额的

１０％。 （王晓东）

质量技术监督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市质监部门全面

推进质量强市建设，启动全市质量绩

效考核工作，在省政府质量绩效考核

工作中获优秀等次。深入推进部门改

革创新，管理体制由省以下垂直管理

改为地方政府层级管理。由江南石墨

烯研究院和常州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

所共建的江苏省先进碳材料检测技术

重点实验室挂牌投入运行。由常州市

标准计量技术情报研究所、新北区质

监分局、新北区科技局共同搭建的新

北区标准服务信息平台投入试运行，

以常州市标准计量技术情报所标准数

据库及上海标准化研究院信息库为后

台支撑，提供免费标准查询、电子全文

阅览、最新标准信息、ＷＴＯ／ＴＢＴ 通

报等服务，累计有５０余家企业获得服

务。建成常州市电梯应急救援平台，

在全国首创整合多方资源解决公共安

全问题监管模式，在全省率先开展企

业设立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活动。

【计量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市完成计量

确认１５３家。其中，计量保证确认５８

家，计量合格确认９５家。颁发制造计

量器具许可证２８项，颁布企事业单位

最高计量标准７３项，检定员考核发证

３９项。加强强制检定工作，强制检定

计 量 器 具 ４１６５５０ 台 件，受 检 率

１００％。深化民生计量，开展食品、农

资、建材等商品量和商品包装计量专

项监督检查工作，检查企业２２６家

７７８批次，净含量合格率９６．５３％。免

费检定８５８家集贸市场、卫生院、福利

院等单位的２．２７万台件医疗器械和

贸易结算用电子秤，受检率１００％。

深化能源和环保计量，完成４４家企业

的能源计量审查工作；继续开展加油

站油气回收改造计量工作，完成２０１

个站７３３台加油机油气回收装置计量

校准工作，为“蓝天工程”油气回收改

造工程提供计量技术保证。

【质量管理与监督】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

修订并重新颁布《常州市市长质量奖

管理办法》，参评条件打破所有制限

制。江苏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常

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常州星宇车灯

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太平洋电力设备

（集团）有限公司、黑牡丹（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和常柴股份有限公司６家单

位获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市长质量奖，江苏

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中天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常州常发动力机械有限公

司、灵通展览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常州联力自

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四药制药有

限公司和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８家单位获２０１４年常州市质量管理

先进单位。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

司获２０１４年江苏省质量奖，常柴股份

有限公司和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获江苏省质量管理优秀奖。

　　质量信用实行分类监管，实施质

量失信惩戒制度，全市累计有江苏省

工业企业质量信用 ＡＡＡ 级企业１８

家，ＡＡ 级企业３８家。推进名牌创

建，全市４７个产品获“江苏省名牌产

品”称号，比上年增２２个，其中服务业

名牌８个，增５个；新北区西夏墅硬质

刀具、武进区郑陆镇不锈钢管和横林

镇地板被评为２０１４年江苏区域名牌，

全市江苏名牌产品总数２２０个；认定

２０１４年市级名牌产品１８１个；常州市

春秋乐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获质检总

局全国知名品牌示范区立项。建立首

席质量官和卓越绩效自评师人才库，

全市有首席质量官２７５名、卓越绩效

自评师１６３名。加强监督抽查监管，

国家监督抽查全市产品２１６批次，合

格 １９４ 批 次，平 均 抽 样 合 格 率

８９．８１％；江苏省质监局监督抽查全市

（除食品）产品１２５６批次，合格１２０７

批次，平均抽样合格率９６．１％；市质

监局监督抽查全市产品５８批次，合格

５０批次，平均抽样合格率８６．２１％。

【标准化工作】　２０１４年，全市完成企

业标准备案２２６７项，产品采标１６８

个，比上年增长２０％以上。主导或参

与制（修）订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７０

项。其中，江苏地方服务标准《电梯维

护保养规范》于４月发布实施，《混合

气体充装规范》获省地方标准立项，省

地方标准《公交车驾驶员工作规范》通

过专家组审定，２项国际标准研制进

展顺利。标准化专业技术组织建设取

得进展，全国钢铁标准技术委员会碳

素材料分技术委员会薄层石墨材料工

作组落户常州。７月，全国人造板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

分技术委员会完成筹建。至年底，全

市拥有各级标准化组织机构１４家，其

中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简称“标委

会”）１家、分委会６家、工作组２家、

行业分委会２家、归口单位１家、省标

委会２家。联盟标准工作取得突破，

全市同类产品生产企业和相关产业链

企业组建标准联盟，《智能ＬＥＤ场景

照明系统》和《多兼容ＬＥＤ照明控制

器》２项联盟标准通过省专家评审。

标准化试点工作不断扩展，新增城市

公交、居家养老２个国家级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新增南车戚

机公司轨道交通用内燃机车战略性新

兴产业、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核电站用核电缆战略性新兴产业、今

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先进地铁列车铝

合金件精密制造技术与自动化装备高

新技术自主创新、常州华德机械有限

公司超低温球墨铸铁４个高新技术自

主创新标准化试点。新增灵通展览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省级循环经济标准化

试点１个和常州市水产养殖、武进区

畜禽产业２个国家级综合标准化示

范区。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２０１４年，特种

设备万台事故率和万台死亡率均为

０．２１，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有效。市质

监部门围绕《特种设备安全法》，大力

宣传特种设备法律法规，培训特种设

备安全管理人员２３９０人、特种设备作

业人员２３９５２人。深入推进隐患排

查，累计出动检查２６３１人次，检查特

种设备使用单位１０９７家，发现各类特

种设备安全隐患６９０条，下达特种设

备安全监察指令书４１８份，督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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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隐患整改工作。专项整治效果突

出，开展气瓶充装、起重机安装行业专

项整治，３家气瓶充装单位被立案查

处。年内，对全市涉氨企业及氨制冷

相关特种设备进行调查和梳理，整体

情况平稳。

常州市电梯应急救援专用车辆启用仪式　（常州日报　供稿）

【食品生产安全监管】　２０１４年，全市

食品生产环节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

市质监部门受理食品生产许可申请

２５１件，发放食品生产许可证２８２张，

注销食品生产许可证８１张，吊销食品

生产许可证１张，办理食品委托加工

备案１４３件。强化安全监管，出动检

查人员２５１７人次，检查食品、食品添

加剂等生产企业９５０家次，对６家存

在严重问题的企业依法立案查处。加

强重点产品风险监控，抽检黄酒、乳制

品等１１类食品１６４批次，合格１６３批

次，合格率９９．４％，高于全省平均合

格率０．７个百分点。充分运用市级评

价性抽样手段，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及

时消除风险，完成市级评价性抽样

５５０批次，合格５３９批次，合格率９８％。

【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市

有各类管理体系获证企业８９８６家。

其中，质量管理体系证书６５６８张，增

１３１１张；环境管理体系证书１６２０张，

增１８８张；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证

书７５３张，增２４３张；其他各类体系证

书４５张。检查管理体系获证企业７０

家，认证范围包括质量管理体系、环境

管理体系、职业健康管理体系等。推

进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管工作，全市有

ＣＣＣ （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产品强制

性认证获证企业７９１家、认证证书

６３２６张，增３９２张，其中机动车辆及

安全附件证书３４３６张、低压电器证书

１３０４张、小功率电动机证书３１３张、

电线电缆证书２０１张、安全玻璃证书

１９０张、其他各类证书８８２张，检查

ＣＣＣ产品重点获证企业６５家。加强

有机产品认证监管工作，全市有机产

品认证企业３７家，认证证书６５张。

市质监部门对１１８家各类实验室检测

机构中的３６家进行监督评审。

【打假治劣】　２０１４年，全市未发生区

域性、系统性制假售假事件。市质监

部门加大质量违法行为打击力度，针

对农资、食品用纸制品、液化石油气质

量、光伏产业、强化木地板、汽摩配件

等产品，开展“质检利剑”和“双打”（打

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专项行动，出动行政执法人员

５２６２余人次，检查各类企业２２９７余

家，立案查处违法案件３９８起，其中大

要案件１１８起、移送公安案件９起。

１２３６５举报投诉中心扎实做好质量申

诉维权工作，受理各类举报投诉１０６０

件，其中质量违法２３９起，与上年相比

质量违法案件明显降低。

【电梯应急救援平台建成】　２０１４年，

常州在全国首创多方参与、社会联动

的资源整合电梯应急救援模式，建立

电梯应急救援平台。该平台对全市电

梯数据库进行全面梳理，为每台电梯

编制唯一５位识别码，准确定位电梯；

按照就近原则，划分１３个电梯应急救

援网格，建立网格化志愿救援队伍，配

备统一标识救援车辆，保证市区范围

救援３０分钟内到达现场。设定１１９

为常州地区电梯应急救援统一呼号，

实施三级救援响应模式，一级响应为

法定电梯维保单位，二级响应为网格

化志愿救援单位，三级响应为公安消

防救援部队。年内，江苏奥新电梯有

限公司、常州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等１３

家电梯维保单位组建常州市电梯网格

化志愿救援队伍，首批１４辆电梯应急

救援专用车启用。６０名消防战士通

过培训考核获颁证，实现电梯专业救

援。同时开发应急救援系统软件，实

现电梯事故事前、事中、事后立体式风

险管理。加大策划宣传，拍摄微电影

《电梯半小时》，宣传推广常州电梯救

援新模式。 （张海涛）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贯彻落实

《常州市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实施办法》，规范各级党委及其工

作部门的安全生产职责，细化政府及

工作部门的安全监管职责。通过推进

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健全隐患排查

治理体系建设、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打非治违”（打击非

法违法生产经营活动行为）、安全生产

长效管理等措施，安全生产保持平稳

态势。

　　年内，全市发生各类生产经营性

事故２３５起，比上年降０．４２％；死亡

１２５人，降０．７９％；经济损失２８２１．２３

万元，增１３．５２％。全市各类生产经

营性事故死亡人数占省安全生产年度

控制指标的１００％。

【安全生产长效管理】　２０１４年，市政

府修订《常州市安全生产长效管理考

评办法》，提高安全生产的考核权重，

强化对企业、辖市区政府、安全监管部

门和镇街道（工业园区）安全生产工作

的考评，突出安全责任落实、基层基础

工作和企业生产现场安全管理。市安

全生产委员会（简称“安委会”）办公室

牵头组织抽查考评２０个镇、街道、开

发区的安全监管工作和４０家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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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情况。将企业安全生产标准

化建设纳入长效管理内容，每季度召

开标准化专题例会，及时通报工作推

进情况，梳理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方

案。研究常州市安全生产标准化日常

运行管理办法，对达标企业持续运行、

自评备案、复评换证、抽查整改等具体

工作进行明确。年内，全市危险化学

品企业的标准化创建工作基本完成，

４０００多家冶金等工贸企业完成标准

化创建。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　２０１４年，

常州市在７个辖市区隐患排查治理体

系建成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市级体系

建设。市安委会组织召开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暨隐患排查体系建设工作推进

会，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隐

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对

２８个市级部门监管职责进行分工和

细化，将体系建设工作列入市相关部

门、各辖市区、镇街道（开发区）及企业

安全生产长效管理巡查考评，并作为

年度考核项目。健全重大事故隐患挂

牌督办机制，市安委会对金坛市诚信

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等６家重大事故隐

患单位进行挂牌督办，并如期完成整

改。出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举报奖励

制度、暗查暗访工作制度。年内，市级

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实现全市联网，并

通过省安监局的验收。全市累计上报

排查治理事故隐患企业２９１８５家，排

查事故隐患４７９１０条，整改４６３７３条，

整改率９６．７９％。

【安全生产执法检查】　２０１４年，常州

市统一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整改专

项行动，制定检查整改专项行动方案，

明确１８个行业领域的专项检查内容。

在“７·３１”燕进石化火灾事故发生后，

市安委会立即部署在全市开展危险化

学品安全专项检查。昆山“８·２”事故

之后，全市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

法、重实效的要求，开展全方位安全生

产大检查，排查治理各类事故隐患。

市安委会印发《关于立即开展铝镁制

品机加工粉尘作业安全专项检查的紧

急通知》，组织对全市工贸企业进行全

面摸排，对存在铝镁粉尘爆炸危险的

企业，建立专门企业基础台账，并制定

专项整治实施方案。８月，市政府召

开全体（扩大）会议，对大检查再次进

行动员部署。同时，市委、市政府成立

市领导安全生产督查组，市委书记、市

长分别带领相关部门督查全市安全生

产，市政府７位副市长每人负责一个

辖市区和分管行业领域，率队开展安

全生产大检查。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２０１４年，常州

市开展煤矿山、油气管道、危险化学

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可燃爆

粉尘企业和无证无照生产经营单位８

个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

重点打击整治非法违法和违规违章生

产经营建设行为，进一步规范安全生

产秩序。专项行动期间，参加执法检

查人员９７３７人次，检查企事业单位和

场所７０９４家次，排查出隐患１２０７６

条，整改１１３３４条，整改率９４％；组织

开展跨地区、跨部门联合执法３４７次；

各地区和部门采取“四不两直”（不发

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

和接待，直插基层、直奔现场）方式，对

重点地区和单位实施暗查暗访累计

４７次。开展矿山企业专项治理，查处

无证开采、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

行为、图纸造假、图不符实问题４起。

开展破坏损害油气管道行为专项整

治，查处管道周边乱建乱挖乱钻问题

２起。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非法运输

专项行动，查处无证经营、充装、运输，

非法改装、认证，违法挂靠、外包，违规

装载等问题１８３起。在交通运输领域

开展专项整治，打击客车客船非法营

运行为，整治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

挂靠经营及超速、超员、疲劳驾驶和长

途客车夜间违规行驶等问题３３６１３

起。开展建筑施工领域专项行动，整

治层层转包、违法分包问题１７起。对

“三合一”“多合一”（集生产、经营、住

宿、仓储等功能于一室）场所违法生产

经营行为进行专项治理，整治违规住

人、消防设施损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堵塞封闭等问题２６６３起。整治违反

《严防企业粉尘爆炸五条规定》的安全

隐患２９７项；针对重大非法违法行为，

备案７１件，其中责令停产整顿６２件，

没收非法所得并按国家规定上限罚款

２件，关闭非法企业１家，对６人追究

刑事责任。

【安全生产宣传培训】　６月，常州市

开展第十三个安全生产月活动。６月

１日，市长费高云在《常州日报》上发

表署名文章《强化红线意识，促进安全

发展》，拉开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序幕。

活动期间，全市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

询、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职业健康

宣传和安全应急预案演练等活动。全

年市安委会办公室印制《国家安监总

局致企业负责人公开信》折页７万余

册发放到生产经营单位，并通过《常州

日报》和市安监局网站开展常安杯新

《安全生产法》知识竞赛活动。金坛

市、武进区分别邀请国务院应急管理

专家组组长闪淳昌、国家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作辅导报

告。加强安全培训工作，全年累计培

训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和特种作业人员４３７５０人次。年

内，市安监局通过安全生产新闻发布、

《政风热线》和市政府门户网站在线访

谈栏目等方式，及时向社会通报全市

安全生产形势和重点工作，并就安全

生产方面的话题与广大群众进行交流。

【安全生产法治建设】　２０１４年，常州

市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安全生产领域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根据

市行政审批权力清理工作的要求，对

安全生产领域有关行政审批事项进行

全面梳理，推进审批事项向信息平台

集中并接受网上监察。对安全生产行

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奖励和其他行

政权力进行清理，行政权力由４４８项

调整为１４９项。市安监局出台《关于

明确修订后的〈安全生产法〉有关行政

处罚、行政强制及行政许可若干问题

适用的意见》，配合新《安全生产法》的

贯彻实施。

【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建设】　２０１４年，

全市镇街道（开发区）普遍增加安监人

员，武进、新北、天宁、钟楼区的执法大

队先后升格为副科级。全市开展安全

生产、职业健康监察执法“大比武”活

动，提升监察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

出台《常州市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机构

管理实施办法》，对中介机构的资质管

理、业务监管、诚信考评、整改复查等

环节的程序和要求进行明确。年内，

常州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管信息平台新

增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信息子

系统、企业安全管理知识在线学习平

台和安全生产培训网上考试、烟花爆

７１２综合管理



竹经营许可、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危

险化学品“两重点一重大”（重点监管

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

学品和重大危险源）监管、安全生产标

准化达标企业数据库模块。落实“科

技兴安”战略，首次在《２０１４年常州市

科技支撑计划（社会发展）项目申报指

南》中设立安全生产子项，并组织开展

项目申报工作。加强基层安监机构能

力建设，配合省安监局为第一批９个

镇街道配发执法车辆。市政府拨款

１４０万元为全市所有镇街道（开发区）

安监站配备成套移动执法装备。

【职业卫生监管】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推

进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统计、现状普

查和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基本情况摸底

调查工作。至年底全市有５１６５家生

产经营单位完成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工作，申报数据全部纳入常州市安监

局信息平台数据库。市安监局选择木

质家具制造、电子产品制造、皮革箱包

及制鞋、水泥生产、铅酸蓄电池生产和

石英砂制品等职业病危害重点行业的

企业开展职业卫生基础建设活动。４

月，市安监局联合卫生局、人社局、总

工会在常州科教城开展以“防治职业

病，职业要健康”为主题的职业病防治

宣传周活动。６月１６日，开展安全生

产月咨询日活动，积极参与职业病防

治宣传，发放相关资料。在市宣教中

心安全警示馆设职业健康展区，展示

全国职业病现状、职业健康基础常识、

职业病危害事故典型案例，接待参观

８４批次１万多人。 （张国建）

统 计 管 理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统计系统

围绕制度体系、基层基础、统计能力建

设，推进各项改革任务。强化“八项工

程”、基本现代化、民生幸福“六大体

系”等重点监测评价工作，建立三大监

测统计数据联网报送平台，实现部门

监测数据及时、快速、准确汇总和测

算。按照企业运行监测制度，组织实

施监测扩面扩样，监测范围由工业、贸

易、服务业扩大到建筑业和房地产业，

样本数量由１２０家增加到２５０家，同

时开展专项调研，通过企业的开工、订

单变化、效益等情况真实反映企业经

营现状和发展趋势。制定规模以上工

业十大产业链统计制度，按月发布十

大产业链数据，每半年发布一次监测

统计报告，为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１月１日零

时起，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工作

全面展开，全市６０００余名普查员深入

企业开展普查登记。市经济普查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制订《普查数据审核

验收工作细则》，明确工作标准，指定

专业负责人和具体审核人员，对抽中

的普查单位进行实地核查与单位名录

比对、回访调查与原始台账比对、现场

取数与普查登记数据比对，全面核实

和把控全市经济普查数据质量。

　　至年底，全市第三次全国经济普

查工作结束，进入普查资料开发利用

阶段。普查公报显示，２０１３年末，全

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

人单位９．３５万个，比２００８年末（２００８

年是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

增加３．９７万个，增７４％；第二、三产

业活动单位１０．１３万个，增加４．３４万

个，增 ７５．１％；有证照个体经营户

２０．４８万户。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２７９．４万人，比

２００８年末增加７９．８万人，增４０％；有

证照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６３．３２万

人。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资

产总计２８６６５．７９亿元。

【统计系统基层网络建设】　２０１４年，

市统计系统持续推进统计基层基础建

设，重点建设顺畅管用、全省领先的基

层统计网络。开展基层统计规范化建

设示范点培育，从镇街道、村社区、企

业等不同层面选择培育规范化示范点

１６个，推进全市统计规范化建设。组

织开展新一轮企业规范化建设检查考

核工作，强化企业统计信息上报工作。

年内联网直报企业规范化建设省级达

标单位累计 ７８３１ 家，合格率 超 过

９０％。６月，常州市印发《关于开展统

计代理进一步健全基层统计网络的通

知》，把政府购买统计服务和第三方统

计代理作为基层统计力量的有效补

充。７月２６日，全省企业规范化建设

现场培训会在常州召开，推广“常州经

验”。溧阳市统计局与武进区统计局

被评为县级统计机构规范化建设省级

示范单位；９个省级以上开发区统计

机构通过省级规范化建设考评；９家

单位被评为部门统计规范化建设省级

示范单位。

【大服务业统计体系建设】　２０１４年，

市统计局出台《常州市服务业统计体

系建设总体方案》，计划用两到三年时

间构建健全服务业统计网络、组织、制

度、数据质量评估和考核评价体系。

１０月，《服务业非联网直报企业及个

体户抽样调查方案》经省统计局审批

后组织实施，全市１０９３家非联网直报

企业调查样本在统一平台上报送数

据，５１个服务业集聚区正式纳入统计

调查范围。至年末，全市大服务业统

计调查体系基本建成。

【社情民意调查】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社

情民意调查与评价中心围绕全市重点

建设项目、重要民生实事以及与群众

生活紧密相关的内容，开展公众安全

感、政法队伍建设满意度、市民交通出

行情况、雾霾防治市民参与度、常州市

为民办十件实事满意度等一系列调查

项目，全年开展各类调查３７个５０多

次，出具分析及报告４０余篇，样本近

６万个。

【“统计新干线”综合数据管理平台】　

１０月，“统计新干线”综合数据管理平

台正式上线。该平台基于数据库和元

数据技术，利用市统计局已有的虚拟

化服务器集群、存储备份系统和信息

安全设备等ＩＴ资源以及联通到所有

镇的统计专网，实现市、区、镇三级共

享使用。该平台集数据管理、名录管

理、人员管理、资料交换、信息发布等

功能于一体，实现市、区、镇统计数据

资源从采集编审、加工整理、存贮备份

到生成台账、查询检索、成果展示以及

信息发布、深度挖掘等全程信息化、规

范化管理。平台数据发布系统“数据

常州”向社会公众开放，及时发布全市

及国家、省主要经济指标年度和进度

资料，支持网页端和手机移动客户端

查询，社会公众可以登录常州统计信

息网首页查询与下载。 （陈邦辉）

８１２ 综合管理



５月１８日，３Ｄ动力华东运营中心揭牌　（科教城　供稿）

综 述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科教城面向

发展需要和创新需求，以应用开发与

市场集成为基点，大力实施“３３３”高层

次人才培养工程（简称“３３３”工程）和

“３５８”计划，加快构建创新链、生态圈

和互联网体系，大力推进高科技企业

集群和创新型企业集群，努力建设世

界一流的高职教育园区和国际化产学

研协同创新基地。

　　年内，科教城新入驻科研机构及

科技企业１９８家，总数８５０家；实现营

业收入６１亿元，比上年增３４．１％。

新增申请专利１６２２件，完成全年目标

的１１６％，其中发明专利１００７件，完

成全年目标的１０１％；新增授权专利

９４８件，完成年度目标的２１１％，其中

发明专利４４５件，完成年度目标的

２４７％。新增重点产学研合作项目

３４０项，合同金额２．２亿元；申报各类

项目５１０个，争取扶持资金２．５亿元，

其中省级以上１．３亿元；全年产学研

合同经费和纵向项目经费超４．７亿

元。科教城先后获批成为国家级工业

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试验区、国家级

留学人员创业园、全国青年创业示范

园区和江苏省科技服务示范区；获高

等教育、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

等奖３项，占全国一等奖总数的３％。

在权威杂志《创业邦》２０１４年中国最

佳创业园区评选中，常州科教城蝉联

第二名。

　　推进国际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

建设。全年园区完成项目投资４．２２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１１１％。滨水

服务区５１０生活广场竣工验收，创研

港４号、５号楼完成主体验收和幕墙

验收，英诺激光科技大厦、瑞声科技大

厦、美淼环保科技大厦工程进展顺利，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公寓

竣工投用；江苏中国科学院智能科学

技术研究院（简称“江苏中科院智能研

究院”）、北京化工大学常州研究院、常

州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东北大学中

天钢铁研究院等平台研发投入均完成

目标进度。

【２０１４第九届中国常州先进制造技术

成果展示洽谈会】　５月１６—１９日在

常州科教城举行。展洽会重点围绕产

业协同创新、创新平台深化、创新人才

引进、创新环境优化四大主题，相继举

办兰州交通大学国家绿色镀膜工程中

心（常州）基地开工仪式、常州航空产

业园科技企业加速器奠基仪式、钟楼

技术转移中心揭牌暨技术转移平台试

运行仪式、浙江大学常州工业技术研

究院入驻仪式、江南石墨烯研究院—

东南大学先进碳材料应用联合研发中

心建成暨揭牌仪式、常州国家高新区

四川大学生物医药技术转移中心揭牌

暨成果发布会等各类活动９６场次。

其中，科教城组织开展活动１２场，承

办２０１４两化融合创新推进大会（江苏

站）—３Ｄ数字化设计创新与智能制造

峰会，创研港杯先进制造技术创业大

赛暨创新中国２０１４走进常州和２０１４

“创富中国”科技园区中国行常州站暨

常州市青年创新创业大赛，３Ｄ动力华



东运营中心—３Ｄ数字化设计与网络

智能制造开放创新应用服务平台暨产

教合作３．０示范基地（华东）、江南克

拉尼设计院揭牌，常州科教城大学生

创新创业园和国产云计算产业园开

园，美淼环保科技大厦奠基等活动。

活动期间，９０余家国内外高校院所、

６００余名专家教授和常州市１０００余

家创新型企业负责人参加对接洽谈，

累计签约重大合作项目２１项，达成合

作意向３２２项。其中，科教城邀请重

要来宾１２０余位，包括院士１６人（外

籍院士６人），签约合作项目４０个。

（刘浦信）

联泓（江苏）新材料研究院成立　（科教城　供稿）

【常州市首家国家级留学人员创业园

揭牌】　１１月２５日，常州市首家国家

级留学人员创业园在科教城正式揭

牌。常州留学人员创业园经过１０余

年发展，在载体建设、人才引进、成果

转化、企业培育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成为加快常州市自主创新进程的重要

引领者，并于２０１３年成功创建为部省

共建的留学人员创业园。截至２０１３

年底，累计引进、孵化、培育研发机构

和科技型企业８１９家，其中留学人员

创办企业１８９家；实现营业收入４５．５

亿元，比上年增５０％；新增申请专利

１５３１件，其中发明专利９７２件；新增

授权发明专利１９１件。至揭牌时，在

园留学人员企业１５６家，注册资本总

额６．７５亿元。 （吴　芳）

【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

合培养基地揭牌】　２０１４年，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常州研究生培养基地成为

全国首批、江苏首个全国示范性工程

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并于

１０月１１日揭牌。２０１２年，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常州市科教城管

委会和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三方共同

在常州科教城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常州研究生培养基地，累计招收研究

生１６０人。在培养人才的同时，基地

积极服务地方建设，研发新产品２４

项，申请专利１７３项，产生直接经济效

益超过４亿元。２０１３年６月，常州市

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签署《关于

加强全面合作的协议》。 （许红梅）

科 技 研 发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科教城主动

把握新常态，积极抢抓苏南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机遇，引育公共研发

平台，集聚创新创业人才，深化产学研

合作，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巩固以

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创业各项工作。

　　研发平台建设。江苏中科院智能

研究院建设稳步推进，中国科学院常

州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致力机器人

及智能装备技术方向）、北京化工大学

常州研究院（致力碳纤维复合材料方

向）、南京大学常州研究院（致力医药

生物技术方向）入选江苏省产业技术

研究院首批专业研究所，科教城在省

产业技术研究院首批专业研究所中占

据３席。英诺激光科技大厦、瑞声科

技大厦、美淼环保科技大厦等企业研

发总部建设进展顺利。联泓（江苏）新

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为

联想集团新材料、精细化工研发中心

和华东区运营总部；中国科学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常

州中心、东北大学中天钢铁研究院成

立并入驻。

　　创新人才引育。２４个项目入选

第六批“龙城英才计划”优先支持项

目，占全市总数的１５．４％，其中５个

项目入选国家“千人计划”；５人入选

省“双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

计划，１０人入选省博士集聚计划，３人

入选“六大人才高峰项目”，１人入选

２０１４年度国家高端外国专家项目；菲

涅克斯电器公司的崔彰允成为科教城

培养的首位“千人计划”外国专家，北

京化工大学常州研究院的齐胜利获省

杰出青年基金立项，填补常州市近５

年空白。至年末，科教城有领军型创

新创业团队４２７个，５６人入选江苏省

“双创”计划，５１人入选国家“千人计

划”。

　　产学研合作。建设常州市科技公

共服务广场，着力打造“天天５１８”平

台，探索企业化运行和市场化运作，初

步形成线上线下、场内场外、有机互动

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按照《常

州科教城公共研发机构产学研合作奖

励办法（试行）》规定，兑现对符合条件

的公共研发机构给予产学研合作净收

入２０％的奖励政策，奖励总额超３３０

万元。大力开展“三走进”（走进创新

园区的八个专题园区，走进中关村科

技园、华罗庚科技园，走进重点骨干企

业）活动，与溧阳市政府、戚墅堰区政

府分别签订全面合作协议，与北京化

工大学常州研究院、西太湖科技产业

园签约共建产业化基地。

【江苏中科院智能科学技术应用研究

院概述】　２０１４年，江苏中科院智能

研究院加快研发大楼装修、管理团队

搭建、规章制度制定工作，立足产业化

创新，全力打造研发中心、焦点中心、

育成中心、公共平台加产业园的“４＋

１”创新微循环体系。启动智能装备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完成研究院大楼整

０２２ 常州科教城



体空间布局方案及８个实验室的专家

论证，部分实验室设备进入采购招标

阶段。启动研发中心、焦点中心建设

工作，其中膜技术焦点中心、智能化机

器人焦点中心建设进展顺利；完成常

州市《智能数控与机器人产业链规

划》，建成省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知

识产权服务联盟，完成常州市智能制

造产业协会筹建工作。以江苏中科院

智能研究院为依托成功获批成为江苏

省智能装备产业技术创新中心。

【三家研究所入选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专业研究所】　２０１４年，常州先进制

造技术研究所、北京化工大学先进材

料研究院、南京大学常州研究院入选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专业研究所，

常州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成为江苏省

产业技术研究院５个改革所之一。常

州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新增投入

２０７３．２万元、仪器设备１０台套，引进

硕士以上人才２５名，有产学研合作项

目２０个，争取服务地方产业项目合作

经费３２５４万元，新增授权方面专利８

件。北京化工大学先进材料研究院新

增投入１８３２．７万元、仪器设备２０５台

套，引进硕士以上人才２５名，有产学

研合作项目２３个，争取服务地方产业

项目合作经费２６７５万元，新增授权方

面专利８件。南京大学常州研究院新

增投入５６２万元，引进硕士以上人才

６名。

【中德创新园区】　２０１３年，中德创新

园区入选中国和欧盟城镇化伙伴计划

项目，２０１４年启动全面建设。科教城

在德国埃森市成立常州科技经济发展

中心，致力打造双边国际合作及常州

和长三角企业在欧洲拓展的重要窗

口，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维尔利及美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入

驻；在科教城成立中德城镇化技术中

心，中心建立周例会制度，共同推进中

德创新园区发展。３月、５月、１０月中

德创新园区分别在德国埃森、中国常

州市举办双边投资说明会，１０月在常

州举办环保领域专题招商会。以世界

著名设计大师路易·吉克拉尼命名成

立江南克拉尼设计院并正式运营，成

功完成常州吻合器总厂、润源经编机

械公司相关设计等项目。

【江苏省科技服务示范区】　７月１７

日，科教城获批成为江苏省科技服务

示范区，重点建设“一中心六平台”，即

行政服务中心、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

台、研发设计服务平台、金融服务平

台、知识产权服务平台、苗圃孵化加速

平台和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与技术转移

平台。新引进国税、地税、质监等部门

窗口入驻，全年集中组织行政服务日

活动１１场，办理行政服务事项２３００

项。新增重点产学研合作项目３４０

项，合同金额２．２亿元；申报各类项目

５１０个，争取资金２．５亿元，其中省级

以上经费１．３亿元；全年产学研合同

经费和纵向项目经费超４．７亿元。江

苏佰腾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亚邦三博

节能投资有限公司、苏文电能科技有

限公司、联纵智达咨询集团、常州绿尚

节能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艾信兰

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常州罗盘星

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等科技服务型企业

快速发展。

【科技体制改革试验区】　２０１４年，常

州市在科教城建设市科技体制改革试

验区。从当年起，科教城享受国家高

新区项目申报权限，实行科技项目直

报。制定《常州科教城公共研发机构

产学研合作奖励办法（试行）》，对园区

公共研发机构给予产学研合作净收入

２０％的奖励。比照试行中关村创新政

策，借鉴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院模式，

探索综合评价、首席科学家、项目经理

人、技术经纪人等制度，提升平台经济

内涵。鼓励成果转化与科研人员创新

创业，制定政策支持园区高校院所研

发人员创办企业，３年内保留其原有

身份和职称。允许在科技领军型人才

创办的企业，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可

按至少５０％、最多７０％的比例折算为

技术股份。支持高校和研发机构转化

科研成果，服务地方产业。园区高校

院所可以自主处置知识产权，所得收

益按至少６０％、最多９５％的比例划归

参与研发的科技人员及其团队拥有。

【“３３３”协同创新工程】　２０１４年，科

教城实施“３３３”协同创新工程，围绕产

业链构筑创新链，以高品质公共研发

平台为引领，以高端人才为支撑，以高

科技企业为主体，推进产学研协同创

新。从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１６年，以智能、设

计、信息为先导，分别建设高端公共研

发平台１个，引育规模以上科技型企

业１０个，孵化创新型企业１００个。实

施“３３３”工程目的是引进并建设一批

高品质公共研发平台，育聚一批高层

次人才，转化一批高价值成果，孵化一

批高科技企业，以平台经济开启二次

创业，以科技服务引领内涵发展。

【美淼环保科技大厦开工】　５月１８

日，常州美淼环保科技大厦在科教城

开工。美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由领军

型海归创业人才沈敏创办，公司建立

王浩院士工作站、工程中心、重点实验

室，生产的各类民用及商用净水器远

销３６个国家和地区，２０１３年产值超

亿元，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净水器生

产和出口企业。大厦总投资１亿元，

总建筑面积超３万平方米，建成后将

成为涵盖研发、运营、办公、生产、测试

功能的美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和

产业化公共服务平台，同时围绕水资

源、水环境和水安全领域共建水产业

研发中心和水科技馆。 （刘浦信）

【６个机器人研发中心签约入驻科教

城】　５月１９日，２０１４常州智能制造

技术与产业创新发展研讨会在常州科

教城举办，中国工程院院士蔡鹤皋、美

国工程院院士ＪａｍｅｓＫｉｒｔｌｅｙ等国内

外机器人知名机构和院校专家学者，

围绕机器人与智能装备领域前沿技

术、关键技术、发展趋势及最新科技成

果作专题报告。会上，哈尔滨工业大

学机器人研究所、苏州大学江苏省先

进机器人技术重点实验室、日松集团

（广州）、深圳市劲拓自动化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美的威灵电机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南京中科煜宸激光技术有

限公司与江苏中科院智能研究院合作

签约，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成立研发中

心或焦点中心。２０１４年，科教城园区

完成智能装备产业营业收入２．４亿

元，增３０％，初步建立立足常州、辐射

长三角的智能装备和机器人领域创新

应用服务体系和产学研协同创新体

系。 （王　晶）

产 业 孵 化

【概　述】　２０１４年，科教城积极探索

“服务＋股权”“孵化＋创投”的“苗圃”

模式，加快形成“海归人才＋本土资

１２２常州科教城



本”“传统产业＋科技研发”的孵化网

络，重点构建创新链、生态圈和互联

网。以构建创新链，引进、服务、研发、

团队（育成）、营销、管理（成长）、金融、

运营（加速）、绩效、品牌（上市）流程

法，实现一年育成、二年成长、三年加

速。至２０１４年末，园区有高科技企业

和机构８５０家，其中软件企业和软件

产品企业３７家、高新技术企业６２家。

　　紧扣全市新兴产业十大产业链建

设，科教城聚焦智能、设计、信息三大

方向，发展相关先导产业。围绕智能

装备和机器人产业，重点发展工业机

器人、服务机器人、３Ｄ打印（增材制

造）、激光制造、数字制造、新能源汽车

等产品；围绕科技服务业，重点发展研

发设计、产品设计、系统设计、工艺设

计、成果转化、知识产权、科技金融、中

介服务、创业孵化；围绕移动互联网经

济，重点发展嵌入式软件、慕课教学、

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和电子商务。

【国家级两化深度融合试验区】　６

月，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准常

州科教城为国家级两化深度融合试验

区。移动通信互联产业园完成注册登

记企业２２家，新增注册资本１．５亿

元，实现营业收入０．６亿元，申请软件

著作权及专利３３件。国产云计算产

业园在科教城开园投用，常州雷卡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智安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前文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等入驻。

３Ｄ打印协同创新基地华森公司院士

工作站揭牌，３Ｄ 动力华东运营中

心———３Ｄ数字化设计与网络智能制

造开放创新应用服务平台暨产教合作

３．０示范基地成立。

【“３５８”计划】　２０１４年，《常州科教城

推进“３５８”计划企业扶持办法》制定实

施，对入驻企业实行动态培育和分类

指导，即以单位面积产出密度为标尺，

对３万元／平方米、５万元／平方米、８

万元／平方米年度产出的初创期、成长

期、加速期企业进行分类扶持和考核

激励，促成人才、技术、资本、管理等优

质要素资源集聚，加快主导产业发展，

扶持新兴产业成长。全年年销售收入

５００万以上企业８８家，其中规模以上

企业４１家、亿元以上企业１２家。

【科技金融中心建设】　２０１４年，科教

城新增创投机构９家，新增资本规模

９．１亿元，累计注册成立创投机构５２

家，管理资本规模近７０亿元。工商银

行科技支行、长江科技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等多家机构入驻金融街。深

化“天使下午茶”融资服务平台，举办

９场银企对接会和投融资洽谈会；深

化“安琪下午茶”营销服务平台，举办

活动７场，为３３家企业开展营销服

务；启动服务“半月下午茶”，定期听取

意见和建议。常州铭赛机器人科技有

限公司、常州市新墅机床数控设备有

限公司、江苏中科机器人科技有限公

司、江苏中科朗恩斯车辆科技有限公

司、常州金惠甫山人才测评软件科技

有限公司正式签约券商，争取上新三

板，江苏省常州市梧桐树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常州科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成功登陆Ｑ板。

【常创天使基金】　４月，科教城与江

苏九洲投资集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青洋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成立常创

天使基金，首期到位资金５０００万元，

其中科教城管委会、江苏九洲投资集

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青洋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分别占比３０％、３０％、４０％。

科技部火炬中心给予５０００万元引导

基金支持，基金规模２亿元。基金采

用市场化运行模式，主要投资常州及

周边地区种子期、初创期和成长期的

高科技企业，截至年末，已投项目４个。

【苏科贷科教城版】　９月，科教城推

出苏科贷科教城版，根据园区中小企

业发展特点，会同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共同设立风险补偿资金１０００万元，由

江苏银行常州科技支行按照１∶１０的

信贷配比，向园区企业提供１亿元授

信额度，专为企业技术研发和市场开

拓提供“靶向”支持。全年有１０家企

业通过银行审贷，获批金额２０５０万元。

【科技创业公会】　１０月３０日，科教

城科技创业公会成立。科技创业公会

是由入驻园区的科技企业和研发机构

代表自发组成的社会组织，致力于会

员单位的互助合作与交流学习、入驻

机构与科教城管委会的高效沟通、园

区创业人才与常州各界及兄弟社团的

交流协作。创业公会同时注册成立常

州９号创客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众

筹平台，１５个投资人加盟。 （刘浦信）

高职教育园区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科教城５所

高职院校及常州大学有专任教师

３１９４人，其中教授 ３０８ 人、副教授

１０１５人、博士４８１人。面向全国招

生，有全日制在籍学生７．６万余人，其

中高职学生５万余人、本科生２万余

人、研究生１６００余人。５所高职院校

开设专业涵盖教育部高职高专专业目

录１９个大类中的１２个大类２２９个专

业（含专业方向），新增动画设计、装饰

艺术设计、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嵌入

式技术与应用、建筑电气工程技术等

１５个专业。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９８％。

　　管委会牵头实施的地方政府促进

国家高职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成

效显著，常州成为省政府表彰的唯一

优秀市。“政府主导、产教融合、协同

育人———区域高职教育常州模式的创

新实践”项目获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

成果一等奖。园区６所高校获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５项。

园区高职院校获２０１４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奖项８项，其中一等奖５项；

在２０１４年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中获奖３５项，其中一等奖７项。

【高职教育综合改革】　２０１４年，园区

５所高职院获批试点项目２６项。其

中，与南京邮电大学等８所高校合作

开展高职与本科分段培养项目１４项，

招生７００人；中高职衔接项目１２项，

招生６５０人。中高职业衔接班有２２

个专业１１５０余人；高职本科衔接班有

２３个专业１０３５人。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２０１４级控制工程硕士班开班，首批

４６位学员报到，完成２０１５级５６人招

生报名工作。启动建设园区慕课学习

中心，用互联网思维和方式打破传统

教学范式，促进教育教学观念、内容、

方式方法的创新变革。江苏省中小企

业主管理研修班开课，完成省经信委

批准的８０人招生计划，另４０人旁听。

【中德职业教育合作】　２０１４年，中德

合作行动导向教学法培训开班并入选

江苏省高职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年内

９３位骨干教师参加培训。常州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和２所常州中职学校、２

所省外高职学院进入中德合作机械制

２２２ 常州科教城



造专业教改班项目试点，９月完成新

生入学相关能力测评工作。新增高分

子材料应用、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数控

技术、机电一体化、化工技术５个专业

６个准“双元制”（接受在华德资企业

订单，工学交替培养）班级，园区“准双

元制”学员达３１７名，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准双元制”学徒获德国博世力士乐

公司２期奖学金。机电一体化专业

“双元制”班单独组班上课，３个在华

德资企业与学校开展６∶４的工学交

替培养计划；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注塑“双元制”班单独组班，并落实在

华德资“双元制”合作企业１个。

【大学生创新创业园】　５月１８日，大

学生创新创业园在科教城成立，由常

州市科教城管理委员会、常州大学、市

人社局、团市委和新华都商学院共同

建设，立足科教城６所高校，面向全市

各高校大学生、研究生和回国留学生，

以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为核心，通过

创业导师制、创业学分制、弹性学时

制，着力构建大学生创新创业体系，实

现大学、创业园和国家大学科技园三

者贯通，努力建成长三角一流的大学

生创新创业载体。科教城大学生创新

创业园首期位于科教会堂南楼，面积

为３０００平方米，可容纳１００家大学生

创新创业企业入园孵化。项目孵化期

最长为两年，两年孵化届满后均应离

园，优秀项目可进入科教城其他专业

孵化器继续发展。已有在孵项目１３２

个，其中工商注册企业３１个。１１月

入选团中央命名的首批全国青年创业

示范园区。

【首批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

生联合培养基地】　８月，由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常州先进制造

技术研究所、常州科教城共同建设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州研究生培养基

地成为全国２８个首批全国示范性工

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之

一。基地成立３年来，累计招收研究

生１６０人，其中工程硕士８６人；已毕

业４４人，其中工程硕士１４人。累计

研发新产品２４项，申请专利１７３项，

发表论文１７８篇，获省、市科技进步奖

８项，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超４亿元。

（刘浦信）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现场

总决赛】　１２月５—８日，２０１４全国三

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现场总决赛在

科教城举行，主题为“众创、众包、众

需”。来自全国２８个省、市、自治区的

５００个优秀设计团队１５００名参赛选

手进入总决赛。本次大赛设置大学生

组、职业组、青少年组、产业组４个组

别，有工业与工程设计、数字化建筑设

计、３Ｄ打印等８个方面。兰州职业技

术学院ＲＵＳＨ团队获数字表现（新媒

体艺术）设计大赛特等奖，常州工学院

理想乡团队获数字化建筑设计大赛特

等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随变团队获

３Ｄ打印大赛特等奖。大赛还举办 Ｄ

互动体验展、创客嘉年华、３Ｄ大赛作

品展、品牌专场新品发布、人才和项目

签约等系列活动，５００多家企业与参

赛团队签订合作意向。３Ｄ峰会上，知

名企业家、专家教授、行业精英等就

３Ｄ数字化设计制造与工业４．０、３Ｄ

打印、文化创意与数字互动娱乐、产教

融合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４个主题进

行了交流。 （刘浦信 吴　芳）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概述】　２０１４

年，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有全日制

在校生 ９７６８ 人，招收全日制 新 生

３６２８人。有教职工７００余人，其中正

高职务教师２６人、副高职务教师１５６

人。毕业学生３０５３人，当年就业率

９８．４９％。获全国石油和化工新闻宣

传先进单位、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先进集体和江苏省教育宣传工作

先进单位等荣誉。１０月２８—２９日，

２０１４年全国（华东片区）高职院校人

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

培训会在学校举行，来自上海、浙江、

山东、江苏的２２５所高职院校３００余

名数据平台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

培训。

　　专业与课程建设。设有化学与材

料工程制药与环境工程、建筑工程、建

筑装饰与艺术设计、智能装备与信息

工程、机电与汽车工程、经贸与体育管

理７个二级学院；开设专业５５个，其

中国家重点专业２个、江苏省特色专

业３个、江苏省重点专业群４个。获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１项、二等奖

２项，获教育部校园文化建设成果三

等奖１项。２部教材成为省级“十二

五”高等学校重点立项建设教材，２３

部教材成为“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

划教材。获第二届全国高职高专微课

教学比赛一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江

苏省高职高专微课教学比赛一等奖４

项、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２项。教授颜

惠庚主持的《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能

力培养３Ｔ模式的实践与探索》、教授

陈炳和主持的《行业指导下的石化类

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赛项开发与实

践》获职教类２０１４年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二等奖。

　　产学研与教科研工作。新增市级

工程技术中心３个，建成校企共建科

技服务平台３个。“四技”（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收入

３１７８万元，其中签订横向科技合作项

目３０余项，实际到账６３７万元；与常

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签订产学研合

作协议，达成技术开发项目２项，合同

金额４００万元，实际到账２５０万元。

教职工签订各类纵向科研项目１６项，

到账金额６４．５万元。获授权专利２４

件，其中发明专利３件、实用新型专利

２０件，１０件发明专利获省级专项奖

励。新增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９项、常州市社科联课题２

项。全年发表学术论文４５０篇。其

中，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９１篇，被

ＳＣＩ、ＥＩ分别收录６篇、４篇。

　　社会服务。录取各类成人教育学

生１３２２人，成人教育在校生共４６１６

人。开展各类培训班１０７期，职业技

能培训总量１３８１１人次。实施各类职

业技能鉴定４３８８人次，其中３９４８人

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竞赛获奖。举办第三届技能月活

动，２０００余人次参与技能练兵。学生

在国家级、省级技能大赛中获特等奖

１项、一等奖１０项、二等奖１７项、三

等奖１８项。组织开展２０１４届优秀毕

业设计评选，评出优秀毕业设计（论

文）个人一等奖４名、二等奖１２名、三

等奖１８名。

【中德诺浩汽车学院成立】　１１月１２

日，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中德诺浩

汽车学院揭牌成立，由中德诺浩（北

京）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德国Ｆ＋Ｕ萨

克森职教集团和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三方共同打造。学院采用每班３０

人的小班化教学，专业课程均在装备

３２２常州科教城



精良的专业技能教室完成。专业课程

全部采用德国教材，由中方教师接受

培训后上岗执教；德方和企业联合对

学生进行期末和毕业考试，实行企业

第三方考试，教考分离；学生毕业时，

可获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证书

和德国Ｆ＋Ｕ职业学院颁发的技师技

能证书，该证书欧盟通用。

　　汽车学院开设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市场营销（汽车营销方向）两个专

业，学制３年。首批学生９０名，由大

学一年级学生自主报名，经面试、笔试

后录取。２０１５年将从高考录取时开

始招生。

　　中德诺浩（北京）教育投资有限公

司多年致力于引进德国职业教育理

念、课程和评价体系，在全国已与８０

余所职业院校开展合作项目，被教育

部列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度重点汽车职

业教育改革推荐项目。

（袁洪志 熊　威）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概述】　２０１４

年，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有在校学

生１１３４０人，招收全日制新生４１２７

人，毕业学生３３６７人，毕业生就业率

９９．５８％。有教职工６７４人，其中专任

教师５１３人、正高级职称５０人（含柔

性引进２人）、副高级职称１８８人、博

士３８人（在读１８人）。“双师型”（同

时具备教师资格和职业资格）教师

８０％，有国家教学名师１人、全国职业

教育先进个人１人、省“３３３”工程培养

对象９人、省青蓝工程培养对象１８

人，聘有兼职教授１４人、外籍教师６

人，有国家优秀教学团队１个、省级优

秀教学团队２个、省级科研团队１个。

学院获全国教学成果一等奖２项，获

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

体、全省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江苏省

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江苏省职业院

校信息化教学大赛先进单位等荣誉。

由教授邓志良主持的“‘信息产业园’

校企合作育人平台建设的探索与实

践”项目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邓

志良被评为全国职业教育先进个人。

　　专业与课程建设。学院设有软

件、网络与通信工程、电子与电气工

程、经贸管理、机电工程、外国语、艺术

设计、继续教育８个二级学院及基础、

社会科学、体育３个部，共３７个专业

４７个方向。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完成１３个名师工作室的立项及建设

任务书编制；设立３个精英班，遴选

１９０名学生进行重点培养；建设２８个

特长生工作室，吸纳学生２００余名，确

定４个大类培养试点并制定实施相应

的人才培养方案，１２人获 Ｈ３Ｃ专家

级证书，１人获思科ＣＣＩＥ证书。建立

“虚拟第三学期”课程平台，编制课程

教学计划，开设１２门网络课程。有国

家级重点建设专业８项、国家级精品

课程４门、省级精品课程１３门、国家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重点

精品课程７门，有国家级精品教材１

本、省级精品教材２１本。

　　科研工作。加强科技创新建设团

队、科技创新培育团队建设的跟踪管

理，致力建设“智慧校园”协同创新团

队。建立教师企业科技工作站５个，

持续提升教师科研能力。搭建企业科

技对接平台、协同创新平台，与企业联

合申报科研项目８个、立项建设项目

３项。全年科研项目总立项１３４项，

专利 授 权 １６０ 项，社 会 技 能 培 训

２５７２９ 人 次，社 会 服 务 经 费 到 账

１３４０．８万元。其中纵向项目立项３６

个，包括１个教育部立项，经费到账

１３９万元；横向项目立项９８个，经费

到账５８９万元。获发明专利授权７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１５３项。

　　校企合作。年内，学院与５家世

界５００强企业和１３家行业百强企业

建立紧密型合作关系，立足企业需求，

坚持产学结合，推进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改革创新，成功申报首批教育

部—中兴通讯ＩＣＴ行业创新基地，江

苏仅３家；与３１家企业开展订单班教

学，培养订单学生６００余人。构建联

盟式校企合作模式，成立信息安全技

术联盟、软件技术联盟。

　　竞赛成绩。学院成功承办２０１４

年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动漫

设计比赛。学生个人在２０１４年举办

的“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

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中获全国特等

奖、最具潜力投资奖各１项，学院获全

国优秀组织奖。获２０１４年全国职业

院校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３项、第五

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人才设

计大赛电子设计与开发组唯一特等

奖，获其他各类省级以上技能竞赛奖

项１４４项。学院辅导员首次获江苏省

辅导员技能大赛三等奖、辅导员年度

人物提名奖。 （陶大伟 唐 凯）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概述】　２０１４

年，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有全日制

在校学生９８６８人，招收全日制新生

３４７１人。毕业学生３０１４人，初次就

业率９８．５１％，年终就业率９８．８１％。

有专兼职教师１１１６人，其中校内专任

教师４７９人、兼课教师３６人，校外兼

职教师５７２人（外籍教师５人）、校外

兼课教师２９人。专任教师中，具有副

高以上职称人员１６４人、硕士及以上

学位人员２９３人，８０．５８％的专任教师

具有“双师”素质。学院有全国技术能

手１人、省技术能手３人、省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１人、省高校教学名师１

人、省“３３３”工程培养对象４名、省青

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６人。年

内，学院完成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

项目的验收工作并获得优秀，获２０１４

年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江

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度全国机械行业文明

单位、全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和谐校园

等荣誉。

　　专业与课程建设。设机械工程、

模具技术、车辆工程、电气工程、信息

工程、经济管理、艺术设计７个系，基

础部、社会科学教研部、体育部３个部

和继续教育学院，设置９个专业群４６

个专业。年内，学院有国家骨干院校

重点建设专业５个、国家财政支持高

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

力建设专业４个、省级重点建设专业

群４个、省级品牌专业２个、省级特色

专业３个、省级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实验基地１个，国家级精品课

程４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立

项）４门、省部级精品课程１２门，国家

级教学团队１个、省级教学团队３个，

“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立项）３０部、

省级重点教材（立项）５项、省级精品

教材（立项）１７部，省级优秀多媒体教

学课件４部，省级教学成果奖９项。

“产教园＋工作站：合作育人平台创新

与实践”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职业教育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教学资

４２２ 常州科教城



源库获国家级教学资源库立项。

　　教学成效。学院构建学生员工身

份合一、学做合一、课堂车间合一的

“三合一、全过程”工学结合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校企双主体合作办学，与

知名企业合作开设订单班６４个，订单

培养学生数１５２３人。学院与常州大

学、常州工学院、苏州科技学院开展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电气工程及自

动化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３＋２”分段培养项目试点工作，

疏通系统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渠道，助

力区域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拓展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开设ＡＨＫ德国“双

元”制机电一体化班和胡格模式机械

制造专业教学改革实验班。江苏省物

联网与制造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发中

心和常州市自动生产线及智能装备公

共技术服务平台等４个项目顺利通过

省市级主管部门的验收。申报市级以

上科技类项目１４项、教研类项目１１０

项，省级立项２１项，市级立项３３项，

纵向到账经费１７２万元；完成横向项

目１２７项，到账经费８４４．５５万元。实

施知识产权工程，开展专题讲座５场，

申报知识产权１２４件，授权（登记）９７

件。全年教职工公开发表论文２７２

篇。其中，“三大检索”收录各１篇，ＥＩ

会议收录１１篇，中文核心期刊收录

６０篇。

　　社会服务。参与江苏省成人高等

教育招生改革工作，成人高等教育招

生规模扩大，总人数３５５９人，其中成

人大专３０６８人、成人本科４９１人。开

设成人高等教育专业１６个，省农机行

业首届农机专业成人高等教育教学班

南通班、宿迁班、常州班开班。面向行

业、企业和社区广泛开展社会培训

２２６２６人次，面向星级校企合作企业

培训２３９４１人日，职业技能鉴定２４４８

人次，职业资格认证２７３１人次，社区

教育培训４４１８人次。社会培训与专

接本到账经费１３６２．３万元。

　　校企合作。牵头组建全国机械行

业现代农机装备人才培养联盟和全国

机械行业工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职业

教育集团，承办全国农机维修高技能

人才及师资培训班和全国工业机器人

应用技术高级研修班，推进政行校企

深度合作、共育人才。稳步推进立体

化校企合作基地建设，有校企合作基

地５６７个、校中厂６个、厂中校１１个。

江南装备制造技术产教园联合企业举

办９场技术培训，３Ｄ特种兵训练营三

期投入运营，全年接待观摩学习２０００

人次。

　　竞赛成绩。学院在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获三维建模数字化设计与

制造项目一等奖，数控机床装调、维修

与升级改造项目和注塑模具 ＣＡＤ／

ＣＡＥ与主要零件加工项目二等奖、市

场营销技能项目三等奖。在全国数控

技能大赛中，获数控装调与维修项目

高职组和职工组第一名。在全国三维

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中，获工业与工

程设计项目、数字化建筑设计项目一

等奖，逆向设计项目二等奖。在全国

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

创新大赛中获二等奖。全国交通运输

职业教育沃尔沃杯工程机械维修技能

大赛三等奖、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Ｄ

类竞赛特等奖。在全国大学生计算机

应用能力与信息素养大赛中获一、二、

三等奖各１个。在江苏省信息化教学

大赛中获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三

等奖２项。在第二届全国高校（高职

高专）微课教学比赛中获二等奖２项、

三等奖４项。 （蔡　慧）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概述】　２０１４

年，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有在校学

生１０１１５人，其中高中后普通专科生

８４５４人、对口单招１６６１人、成人函授

１３４７人。录取新生３４７２人。全校有

教职工５８０人、专职教师４４１人，其中

全国优秀教师３人、省级教学名师２

人、省级优秀教学团队２个、全国技术

能手２人、江苏省技能状元１人、江苏

省技术能手６人、省教育科研先进个

人１人、博士４人、硕士２８７人、正高

职称教师１９人、副高职称教师１３８

人。专职教师队伍中，硕士和副高职

称以上教师比例占８４．４％，“双师型”

教师占教师总数的８２．９９％。根据

《江苏省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

预警和重点产业人才供应报告》显示，

学院２０１３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就业

竞争力指数为９４．２，在江苏省参与调

查的５４所公办高职院校中排名第一。

组织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文化节，开

设 ＧＹＢ（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Ｙｏｕ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意

为“创办你的企业”）及 ＳＹＢ（Ｓｔａｒｔ

Ｙｏｕ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意为“启动你的企业”）

创业培训课程，培训人数６００余人。

学院获江苏省职业教育先进集体、江

苏省就业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高技

能人才摇篮奖等荣誉，为常州大学生

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首批挂牌单位。

　　专业与课程建设。学院设有机械

工程系、模具系、电子电气工程系、信

息工程系、轻工工程系、艺术设计系、

经贸管理系、旅游系、基础部、思想政

治部、体育部、继续教育学院８系４部

３８个专业。建有国家级示范性数控

技术实训基地、江苏省家电检测与维

修实训基地、江苏省高校电工电子实

验示范中心、江苏省高校化学基础课

教学实验中心、江苏省数字化设计与

研发中心、江苏省高分子材料应用技

术实训基地、江苏省ＬＥＤ应用工程技

术研究开发中心等实验实训中心１００

余个。致力专业群建设，形成塑料产

品制造、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

现代旅游服务业、软件技术及服务外

包、商贸物流、文化创意设计７个专业

群，新增广告与会展专业，专业总数

３８个。建有国家财政重点支持专业２

个、省级重点专业群３个、省级特色专

业５个。继续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江苏理工学院拓展软件技术和高分子

材料应用技术、国际贸易实务３个专

业的“３＋２”高职本科联合培养，与金

坛市职业教育中心等学校开展数控技

术、旅游管理等５个专业“３＋３”分段

培养。建设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６

门，新增国家职业教育工业机器人技

术专业资源库２项、江苏省重点教材

３门、“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

材１９门，立项建设院级精品资源共享

课２０门。

　　校企合作。学院大力推进学院、

政府、行业、企业多元合作平台建设。

举办江苏省２０１４年百校百企毕业生

供需对接洽谈会、常州市轻工业行业

年会、常熟市—常州科教城人才合作

对接洽谈会以及洛阳商会轻院行等校

政企对接活动，引进常州德进自动化

设备有限公司、常州巴士软件有限公

司等４家企业入校开展深度合作。学

院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与众研科技公

司合作开发的电液板料折弯机数控系

５２２常州科教城



列产品已推向市场。新建２８家紧密

型校外实训基地，学院校外实训基地

总数３８４家。新增订单及冠名班６

个，订单学生总数７５０人。实施校企

合作课程８６门，开发校企合作教材

６４部。

教学科研。年内，遴选６０个科技

项目参与国家科技部、江苏省、常州市

及各辖市区教科研项目的申报，成功

申报纵向项目２９个，其中国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２项；横向项

目４２项，科研到账经费３５２．７５万元。

组建智能装备与轨道交通等技术研究

所８个、电子商务服务咨询和外包等

科研团队７个。制定《学院青年创新

基金管理办法》，评选出博士基金项目

３个、青年创新基金项目１２个。论文

被中文核心期刊收录６５篇，被 ＥＩ、

ＳＣＩ收录１７篇。授权专利６２项，其

中发明专利５项。

　　社会服务。积极开展非学历教育

和社会培训。年 内 专 接 本 在 校 生

１１３０人，名列科教城前列。与南京理

工大学、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开展机械制造及自动化、电气自动化

专业的专升本学历教育。开展“四技”

服务１６２次，收入５８１万元；对外培训

１５６４８人次，收入５４２万。

　　竞赛成绩。实施国家级、省级、院

级三级大赛机制，以赛促学，以赛促

教，以赛提升教学质量。教师周晶在

第二届江苏省技能状元大赛数控加工

中心四轴工种职工组总决赛中获冠

军，并获“江苏省技能状元”称号。学

院在２０１４年康尼杯全国高等职业教

育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安装与调试技能

竞赛、天翼杯江苏省第三届信息安全

技能竞赛、２０１４全国模具技能大赛、

微课比赛、全国轻工职业教育化工类

专业第一届教师教学竞赛中各获一等

奖１项，获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

大赛工业与工程设计大赛一等奖２

项、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动

漫制作大赛二等奖１项，在２０１４年江

苏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２

项、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７项，在神州

视景杯第六届全国旅游院校服务技能

（导游服务）大赛中获一等奖５项、二

等奖１项。 （王迎春）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概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有全日制在校生１．１万余人。录取新

生３６６０ 人，报 到 ３４４８ 人，报 到 率

９４．２％。毕业学生３１６８人，初次就业

率９８．５２％，年终就业率９８．７１％。有

高级以上职称人员１６４人，其中正高

职称人员２１人；博士１０人，硕士２１０

人；江苏省青蓝工程骨干教师１２人，

省级“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

对象９人，省级教学名师１人，江苏省

优秀教学团队１个。全年设立奖助学

金４０项，提供勤工俭学岗位８４２个，

资助困难学生１４６７万元，帮助４０５８

名学生获各级各类奖助学金６８０余万

元，协助５３８名学生获助学贷款３５１

万元。新增省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

项目１７项，１个项目被评为江苏省最

受大学生喜爱的创新项目。学院被评

为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

体和首批江苏省国防教育示范校。

　　专业与课程建设。设有纺织化学

工程系、服装系、机电工程系、经济贸

易系、创意与艺术设计学院、人文社科

系、继续教育学院７个教学单位，共有

４８个专业（含专业方向）。有国家财

政支持资助发展专业４个、省级特色

专业８个、江苏省现代职教体系试点

项目专业６个；有省级教学成果３８

项，其中自主拥有的国家级教学成果

二等奖及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各１

项；有江苏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基地及工程技术中心、常州市重点实

验室各１个。

　　教学成效。与科教城联合申报的

“政府主导、产教融合、协同育人”项目

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自主申报

的“基于‘生产业态’的高职艺术类共

享创新平台的构建与实践”项目获国

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新增纺织工业

联合会教学成果６项，其中一等奖２

项。与新加坡特许科技学院形成国际

教育项目合作并已招收首届学生。２

个专业进入江苏省现代职教体系试点

项目，２个专业通过高等职业学校提

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省级验

收。新增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２

门；新增“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

教材３本，立项建设教材３本、立项建

设修订教材２本。

　　科学研究。新增应用技术类重大

纵向课题１２项、哲学社科及教育研究

类省厅级立项课题１３项、其他省市级

各类课题１４项，新增横向课题２０项；

新增授权专利４９项。在省级以上期

刊发表论文３８７篇，其中被中文核心

期刊收录９８篇，被“三大检索”收录

１６篇。３项教师科研成果获江苏省第

十一届高等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奖。利

用科研成果持续深化节约型校园建

设，被认定为江苏省节水城市示范基

地，并作为常州市创建节水型城市现

场示范点接受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专家组现场考察。

　　社会服务。全年举办大型招聘会

２场、校内专场招聘会３４场，邀请省

内外５５２ 家企业参会并提供岗位

１３６２３个。为常武地区提供专题咨询

及服务１６００余人次，开展各类项目培

训２１个；与２个省份监狱管理局开展

培训合作，项目逐步覆盖企业高层。

学院被评为全国纺织行业职业技能鉴

定先进单位。

　　竞赛成绩。学院教师在省级及以

上竞赛中获三等奖以上奖项１６个。

学生获省级及以上技能竞赛特等奖１

个、一等奖７个。学生作品参加全国

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获全国

一等奖、江苏省特等奖。

（华建铭）

６２２ 常州科教城



科 技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市科技局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围绕加快形成以创

新型企业为主力军、创新型园区为主

战场、新兴产业为主攻方向的创新发

展一体化格局，突出“转型升级、自主

创新、体制改革”三位一体的科技工作

主线，全面完成省“八项工程”、市基本

实现现代化指标以及市重点工程、市

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的年度目标任

务。２０１３年研发经费支出在地区生

产总值中占比２．６１％；新认定高新技

术企业１２６家，累计９８６家；新增企业

研发机构数２０１家，累计１０５２家，其

中新增省级以上７４家，累计５１３家；

２０１４年，每万名从业人员中研发人员

数１６８人；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１３．９

件；科技进步贡献率５９．８％。以上成

绩均列全省前列。全年全市完成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４８０５．９９亿元，占规模

以上工业产值比重４２．９％。

常州创新型城市综合监测指标位

居全国５３个试点城市前列，连续１４

年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称号，在

福布斯中国大陆最具创新力城市排名

中列第十位。常州创建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城市获批复，武进国家高新区获

批成为省知识产权示范园区。常州科

教城获准建设全省唯一的科技服务示

范区，获批成为国家级两化深度融合

试验区，在《创业邦》组织的中国最佳

创业园区评选中，连续两年排名第二。

西太湖科技产业园获批国家级石墨烯

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全市国

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达１２家。常

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参与的抗高血压

沙坦类药物的绿色关键技术开发及其

产业化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江苏博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

获省科技进步奖１８项，南车戚研所公

司、常州市润源经编机械有限公司获

省企业技术创新奖，埃玛克（中国）机

械有限公司获省国际合作奖，常州金

刚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获第三届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国家电子信息行业总

决赛企业组第一名。

　　常州市获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

金项目立项１８个，资助额１．３７亿元，

立项数及资助额均跃居全省第三，创

历年最好成绩。高效单晶硅太阳电池

片制备、高效累计光伏电池互联带、汉

语言编程系统桁架机器人、高灵敏度

压电陶瓷传感器、超大型精密齿圈、超

高强度金刚线、超低耗变压器、数字大

屏幕投影光源、汽车节能环保智能化

涂装生产线、超薄物理钢化玻璃基材

产业化、高效织造智能化经编生产线

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科技成果

实现突破。

　　天合光能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

点实 验 室 通 过 验 收，自 主 研 发 的

Ｈｏｎｅｙ高效单晶硅太阳电池片制备的

光伏组件刷新世界纪录，获２０１４年度

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最具投资价值的

领先技术蓝天奖。全市入选省重点企

业研发机构５６家，入选数量列全省第

三。６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省

绩效评估中获优秀。全年争取省科技

厅支持研发机构建设经费５１７６万元，

比上年增长一倍。省级企业重点实验

室实现零突破，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和常州科研试制中心有限公司

分别获３００万元的经费支持。常州先

进制造技术研究所与北京化工大学常

州研究院进入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专业研究所行列，各获５００万元启动

期经费支持，入选率在全省同类型机

构中名列第一。江南石墨烯研究院、

江南现代工业研究院、常州新能源汽

车研究院３家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各

获经费支持１０００万元。江苏中国科

学院智能科学技术应用研究院列入省

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序列，属全省

首批三家之一，获产业技术研发联合

资金支持５０００万元。浙江大学常州

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浙大常州工研

院”）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工

作室揭牌成立。印刷电子产业研究院

获工业和信息化部授权建设中国印刷

电子公共服务平台，与上海交通大学

共同成立全球首家印刷存储技术联合

研发中心。引进建设中国科学院遗传

资源研发中心（南方），成为中国科学

院在常州建设的首个独立实体运营的

分所；四川大学常州生物医药技术转

移中心正式运行。西太湖科技产业园

在上年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医疗器械

国际创新园的基础上，年内正式成为

中以两国政府首例合作共建的科技园

区。武进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区与

芬兰ＦＩＡＣ投资集团签约，共同打造

中芬绿色科技产业园，并与香港科技

大学签订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

常州绿色研发中心战略合作协议。



【常州一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２０１４年，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与上

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浙江华海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联合完成的抗高血压沙坦

类药物的绿色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沙坦类药物是占据市场份额最大

的一类抗高血压药物，常州四药制药

有限公司通过与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合作，对原料药绿色生产的多项合成

技术进行创新，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

中氯沙坦钾等原料药的国际市场占有

率已超过５０％。该项目还突破国外

企业的技术壁垒，全面创新沙坦类药

物制剂处方和造粒工艺，已应用于１４

个制剂产品的制备。其中，２个制剂

产品获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准，７

个制剂产品获欧盟药监局批准，成为

中国沙坦类制剂唯一出口欧美的系列

产品。

２０１４年度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常州获奖项目一览表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参加人员
获奖

等级

大型桥梁船—桥碰撞机理与

复合材料防撞系统研究及

应用

南京工业大学、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

团有限公司、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博泓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刘伟庆、庄勇、方海、韩大章、周叮、陆

伟东、陈伟、祝露、万里、王俊、齐玉

军

一等奖

高质量肝素和胰激肽原酶大

品种生化药物重大技术创

新及产业化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王耀方、刘军、周翔、叶鸿萍 二等奖

高效率晶硅太阳能电池研发

及产业化

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 高纪凡、张映斌、杨阳、陈奕峰、朱治

国、熊震、陈达明、包健、袁声召

二等奖

生物质替代石油原料制备环

保增塑剂关键技术及产业

化应用

江南大学、江苏卡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江阴市向阳科技有限公司、南通海珥

玛植物油脂有限公司

蒋平平、董玉明、邓健能、张伟明、李

祥庆、张萍波、朱士洪

二等奖

家电板用系列高性能预涂卷

材涂料的研究开发

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海油常州环保涂料有限公司

李大鸣、冯春苗、吴奎录、甘崇宁、常

霞俊、马吉康、李国华、张啸东、周

春利

二等奖

２兆瓦及以上风电叶片用玻纤

多轴向经编增强材料

常州市宏发纵横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东华大学

谈昆伦、陈南梁、何亚勤、季小强、吴

红亚、程丽美、蒋金华、吴燕娟、刘

时海

二等奖

机器人机构设计的现代系统

理论与方法

常州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南昌大学

杨廷力、沈惠平、刘安心、杭鲁滨、罗

玉峰、金琼、石志新、邓嘉鸣、张晓

南

二等奖

电子废弃物全组分高值化绿

色利用关键技术与工程示

范

江苏理工学院、扬州宁达贵金属有限公

司、常州翔宇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周全法、尚通明、朱炳龙、张锁荣、程

洁红、樊红杰、王怀栋、王琪，刘维

桥

二等奖

高压大电流高性能ＩＧＢＴ芯片

及模块的产业化

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赵善麒、刘利峰、王晓宝、张景超、戚

丽娜、刘清军、姚天保

三等奖

银行回单自助盖章系统的关

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江苏国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褚建民、徐建东、李卫国、曹云峰、袁

建华、汤中皓、陈敏

三等奖

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用高性

能不锈钢管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大学 宋建新、朱国良、章建新、胡静、朱秋

华、徐奇、丁金贤

三等奖

国产高性能Ｔ７００级碳纤维工

程化及应用

中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温月芳、杨永岗、李辉、范军亮、胡培

贤、王伟、王平

三等奖

新型复合催化剂连续制备乙

酰乙酸甲酯关键技术开发

与应用

江苏天成生化制品有限公司、同济大

学、常州大学

陈飞、郭占云、姜彦、崔惠忠、王小清、

袁殷鹏、张洪文

三等奖

ＴＨ５７８Ｊ型集聚纺自动落纱细

纱机

常州市同和纺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江

南大学

唐国新、毛阿平、谢春萍、徐伯俊、黄

新伟、刘亚军、徐兆山

三等奖

８２２ 科　　学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参加人员
获奖

等级

ＨＸＤ１、ＨＸＤ１Ｃ 和 ＨＸＤ２ 系

列大功率电力机车齿轮传

动装置研制

南车戚机公司 刘忠伟、颜力、戴如勇、靳国忠、刘升、

文超、封雪平

三等奖

煤矿安全高可靠性监控系统 天地（常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中煤

科工集团常州研究院有限公司

邹哲强、王晓阳、汪丛笑、贺耀宜、陆

铮、王海波、张立斌

三等奖

团头鲂循环水清洁高效养殖

关键技术示范与推广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

心、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武进区

水产技术推广站、宜兴市水产畜牧站

戈贤平、谢骏、刘波、沈全华、刘勃、胡

庚东、高启平

三等奖

家禽质量安全控制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

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所、江苏立华牧业

有限公司、扬州口缘食品有限公司

高玉时、陆俊贤、唐修君、施祖灏、唐

梦君、窦新红、张小燕

三等奖

２０１４年度常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名单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参加人员
获奖

等级

高质量肝素和胰激肽原酶大

品种生化药物重大技术创

新及产业化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大学

王耀方、刘军、戴国平、赵刚、蒋建平、

蒋文群、叶鸿萍、邹少波、范泳

一等奖

ＸＧＮ５５Ａ－２Ｘ２７．５气体绝缘

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常州太平洋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高东、黄协平、蒋蓁、江小飞 一等奖

废弃油脂清洁化生产生物柴

油和生物增塑剂关键技术

及产业化应用

江苏悦达卡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张伟明、杨锦梁、肖达明、牟胜学、许

梅芳、吴杰、杨伯文、陆小林、陆小

青

一等奖

煤矿安全监控关键技术与装

备

天地（常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中煤

科工集团常州研究院有限公司

邹哲强、许中、王晓阳、汪丛笑、贺耀

宜、陆铮、王海波、张立斌、屈世甲

一等奖

双膜法液体盐制备技术的研

发与应用

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江苏久吾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国兴、张宏、陈留平、周蓉美、虞金

法、陈先钧、王肖虎、赵营峰、李文华

一等奖

超级稻武运粳２４号的选育与

应用

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 朱邦辉、徐玉峰、徐洁芬、于斌、张小

英、刘古春、宋学堂、吴越、钮中一

一等奖

微炎症反应对慢性移植肾肾

病的影响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何小舟、薛冬、周萃星、许贤林、杨敏、

季云、宋广来、毛庆岩

一等奖

食管癌细胞周期相关基因甲

基化分子表型与临床研究

常州市肿瘤医院 凌扬、张长松、朱静、范婷婷、徐
!

、高

璐、李蓉、刘永萍、卢明柱

一等奖

挖掘机用整体式多路阀阀体

铸件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 汪立平、庄晔、邱永宁、施密特、牟华

军、陈展、刘红光

二等奖

高效节能低成本电转炉炼钢

技术开发与应用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万文华、朱海岗、是一峰、张俊峰、耿

建林、卢同贵、王真华

二等奖

节能环保型非道路多缸柴油

机关键技术研发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理工学院 王伟峰、孙建中、周小勇、王文勤、吕

国华、束卫兵、熊飞

二等奖

碳纤维多轴向经编机 常州市第八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谈昆伦、蒋国中、谢雪松、陈震、陈龙、

刘勇俊

二等奖

ＮＢ２０３１Ｂ交银自助通 江苏国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褚建民、徐建东、朱秀琴、李卫国、袁

牡华、袁建华、沙建役

二等奖

高效单机 ＭＷ 级光伏并网逆

变器

常州佳讯光电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吕全亚、汪海宁、焦道海、李安定、苏

建徽、许迎锋、唐燕

二等奖

核电站用１Ｅ级控制电缆、仪

表电缆、补偿电缆

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洪启付、周叙元、郭大利、范沛菁、朱

咸林、徐佳、朱强中

二等奖

９２２科　　学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参加人员
获奖

等级

用于超高压或特高压变压器

的绝缘均压管

常州市英中电气有限公司 俞英忠、徐洪波、马旭、张升、陈志平、

蒋志锋、刘乾

二等奖

大功率风电主轴集成塑性成

形制造技术

江苏金源锻造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理工

大学

葛艳明、黄俊、袁志伟、樊新民、黄洁

雯、杨志华、孔见

二等奖

固废对苯二甲酸生产有机锌

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江苏爱特恩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华东

理工大学、常州市五洲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爱特恩东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方春平、刘够生、丁玉兰、陈慧、陈志

英、胥成桃、张莉娜

二等奖

双绳牵引无极绳连续牵引系

统

常州科研试制中心有限公司 姜世文、陈兴江、王眉林、史发慧、李

进喜、高建荣、冯维钧

二等奖

节能环保预制组合检查井 江苏河马井股份有限公司 周佰兴、周敏伟、周敏宏、周敏飞、吴

恒立、周纪润、潘萍波

二等奖

液压阻尼器测试技术及测试

装备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常州格林电力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钱雪松、汤炳新、钱亚鹏 二等奖

优质鸡品质控制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江苏立华牧业有限公司、江苏省家禽科

学研究所

高玉时、袁青妍、唐修君、顾荣、陈大

伟、程立力、贾雪波

二等奖

污水处理厂排水毒性管理技

术集成与应用示范及毒性

排放控制标准研究

常州市环境监测中心、常州大学 薛银刚、徐东炯、许霞、龙湘、谢文理、

曹志俊、李金

二等奖

基于地址数字化编码的标准

地址库

常州市公安局 钱东炜、朱亚林、沈岳民、董文缨、秦

文荣、生荣林、高超

二等奖

常州公交信息系统集成工程 常州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青岛海信网

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蔡健臣、朱向军、吴强、周红卫、杭福

兵、金煜鹏、张锐

二等奖

综合交通枢纽智能化运行管

理技术示范

常州市铁路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华东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卢明康、沈惠康、张磊、吴洋、章玺、周

鲁平、林海雄

二等奖

磁共振功能成像技术在肾癌

诊治中的应用研究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邢伟、何小舟、陈杰、孙军、丁玖乐、陈

铜兵、俞胜男

二等奖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宿主基因

多态性的交互作用参与胃

癌发生发展机理的研究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

王晓勇、薛乐宁、张国新、徐克群、谭

勇、林敏、朱秋伟

二等奖

狭窄空间中氮氧化物中毒损

伤的基础研究及临床救治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岳茂兴、李瑛、夏锡仪、李建忠、卞晓

星、尹进南、刘志国

二等奖

精氨酸加压素联合左昔蒙旦

对脓毒症时急性肺损伤的

影响

金坛市人民医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李国民、杨建军、袁冬、管双仙、范云

霞、纪木火、王建强

二等奖

２０１４年度常州市科技进步先进

企业名单

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新誉集团有限公司

瑞声声学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

梅特勒—托利多（常州）测量技术有限

公司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南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

公司

第十一届常州市科学技术杰出

贡献奖名单

丁建宁　常州大学

杨永岗　中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罗光华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赖清云　常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钱海鹏　凡登（常州）新型金属材料技

术有限公司

王明喜　常州精研科技有限公司

陈晓鸣　江苏安靠智能输电工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钱晓春　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产业链建设】　２０１４年，市科技局围

绕十大产业链发展需求，实施智能制

造、碳材料、新医药、智慧城市、文化与

科技融合、服务科教城６大科技专项，

组织市科技项目３００余项，下达经费

５０００多万元，带动投入近１０亿元；突

破关键技术７０多项、申请专利２０００

０３２ 科　　学



多件，授权专利１０００多件；实现销售

约７０亿元、利税约１２亿元。

全市创新型企业培育推进会　（科技局　供稿）

　　推进重大项目。牵头推进碳材料

和新医药产业链，实施常州碳元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常州神鹰碳塑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紫龙药业有限公司、常

州国际医疗器械城等投资超５０００万

元项目３３个，完成投资４７．９亿元。

１１家碳材料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完成

产值３３亿元，增５０％。１４６家新医药

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完成产值４００亿

元，增６．９％。

　　加强“招科引智”。深入研究创新

链，编制分析１００家重点企业专利状

况，紧扣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进行建链，围绕现有产业链的缺失环

节进行补链，对现有优势产业链从科

技、金融、信息化及品牌培育入手进行

强链。碳材料产业方面，北京碳世纪

科技有限公司、常州瑞丰特科技有限

公司等一批“高精专特”项目相继入驻

石墨烯科技产业园；西太湖科技产业

园与清华大学、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正式签约，重点针对石

墨烯制备与应用、人才引进与平台搭

建等开展合作；国内第一只石墨烯产

业基金落户，２０亿元规模支持石墨烯

产业链发展；江南石墨烯研究院累计

引进石墨烯创新创业团队１３个，集聚

常州碳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常州第

六元素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石墨

烯及相关碳材料企业１９家，新纶科技

（常州）有限公司、江苏中超电缆股份

有限公司、烯碳石墨烯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３家上市公司加盟。生物医药产

业方面，获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

大专项５项，资助２１９１万元。江苏匡

亚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艾信

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和泽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常州百代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博世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常州嘉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常州

千一软件科技有限公司７家企业获科

技部生物医药领域立项，支持金额

６６０万元。江苏益菌加生物有限公

司、江苏艾信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常州大学获国家高端外国专家项

目５个。

【创新型企业培育】　２０１４年，市科技

局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市委、市政府

《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培育创

新型企业的实施意见》，修订企业研发

机构、产学研合作等扶持政策，召开全

市创新型企业培育推进会，建立“十百

千”创新型企业培育联席会议制度，制

订工作方案，加强督查落实。筛选确

定培育企业库，针对不同类别企业的

创新发展需求，加强分类指导。培育

创新型领军企业１３家，科技型上市培

育企业新增３６家，累计１１６家；高新

技术企业新增１２６家，累计９８６家。

　　增强创新能力。组织创新型企业

申报实施省级以上科技项目５２９项，

争取经费５．２亿元，占全省总额的六

分之一，比上年增２．３６％，再创历年

新高。其中，申报实施省产学研前瞻

性联合研究项目６２项，获支持经费

１４９６万元；省软科学研究项目获新突

破，立项１０个，获资金３８万元，科教

城科技体制改革先行先试项目被列入

厅市联合重点研究项目。组织创新型

企业争取经费 ２．０７ 亿元，占 全 市

４７．３％；建有“两站三中心”（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企业院士工作站、企业工程

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７９５家，占全市７５．８％；专利

授权量４０２１件，占全市４２．６％。江

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获２０１４年

度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南车戚研所公司获２０１４年“国家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称号，常州光洋轴承有

限公司等９家创新型企业被省知识产

权局认定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标

准化示范创建先进单位，常州光洋轴

承有限公司成为常州市唯一一家获全

国首批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

企业。

　　助推上市融资。先后组织召开全

市创新型企业银企对接会、新三板辅

导培训会，上百家创新型企业与券商、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对接，

２０家创新型企业与银行机构集中签

约，签约金额超１９亿元。１１６家科技

型上市培育企业中５０家与券商签约

并完成股改，６６家与券商签约，４５家

企业已有风投、创投进入，投资金额

２１．１亿元。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瑞杰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第六元素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爱特科技有限公司、常州贝斯塔

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溧阳科华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６家科技型企业先后在

主板和新三板挂牌上市。新增省科技

企业上市培育计划入库企业２５家，位

列全省第二，累计１３１家。创新领军

型企业实现销售收入超１０００亿元，占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８．９８％。

７２１家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完成产

值２４８７．０７亿元，利税２４１．４９亿元，

分别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１７．８２％、２９．９％和３９．９９％。

【创新型园区建设】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

深化完善“一核两区三园多基地”区域

１３２科　　学



创新布局，创新园区体制机制，进一步

促进创新要素向园区集中、高端产业

向园区集聚、重大政策向园区集成，园

区职能权限进一步扩大，发展活力持

续增强。

全市首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工作室在常州国家高新区揭牌　（常州高新区　供稿）

　　建设创新之核。科教城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 ６１ 亿元；新增申请专利

１６２２件，其中申请发明专利１００７件；

新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５１个。

新增入驻机构和孵化企业１９８家，科

技人才累计１．６万人。

　　做强创新两翼。常州、武进两个

国家高新区成为新兴产业的主要载

体。５３％以上的“十百千”创新型企

业、５５％以上的企业研发机构集中在

两个高新区，５２％以上的孵化器、８０％

以上的产业创新平台、６０％的领军型

创新创业人才、４１％的发明专利落户

在两个高新区。常州国家高新区的文

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科技产业园被认定

为省文化科技产业园。新建的常州航

空产业园被认定为省级科技产业园，

龙头项目新誉宇航股份有限公司开

工，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司、精功通

航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海杰冶金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无人机等招商引资项目

进展顺利，规划用地２００亩的科技企

业加速器建设项目启动。武进国家高

新区启动建设创新型特色园区，信息

产业园被认定为省级科技产业园；中

国香精香料有限公司、中芬科技园、德

国菲斯曼集团等重大项目签约落户武

进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园；中国科

学院绿色科技产业园开园运营。

　　彰显园区特色。西太湖科技产业

园引进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等５

所大学的研究院或技术转移机构入

驻，落户“千人计划”１６个；石墨烯产

业园完成投资２亿元，建成石墨烯薄

膜材料、石墨烯新能源等重点实验室

１１个；西太湖医疗孵化园完成投资

３．９亿元。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的

高端装备及通用航空产业、健康产业、

绿色能源产业加快集聚，上海交通大

学节能环保研究院测试实验平台加快

建设。华罗庚科技产业园从先期的北

区３．５平方公里扩展为南、北区１５．８

平方公里，３Ｄ打印纳米科技产业园公

共研发平台启动建设，国家纳米检测

中心、纳米电子中心实验室签约，中科

博益科技有限公司、烨科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易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业际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等项目入驻。国家

创新型科技园区“一核八园”入园企业

营业收入超１６００亿元；新开工建设项

目６７项，当年完成投资超过９１．７亿

元。智能装备产业园实现营销收入超

３２０亿元，增长１５％，入库税收超１２

亿元，增５３．５％。光伏、智能装备、环

保三大产业园入库税收实现增长均超

３０％。

【创新创业平台】　２０１４年，市科技局

加强培训指导和政策落实，支持企业

研发机构建设，累计建成“两站三中

心”１０５２个。新增研发投入１５．５亿

元，研究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新装置

１５００件；新增申请发明专利３６４件，

授权发明专利１１０件。召开全市公共

创新平台建设发展座谈会，分类指导

２０家公共创新平台工作重点从载体

建设转向内涵发展。首次组织专家开

展绩效评估，择优支持推动公共创新

平台与常州市产业、企业的合作。江

苏中国科学院智能科学技术应用研究

院进展明显，启动机器视觉实验室建

设，研发中心和焦点中心建设正在推

进，成功获批江苏省智能装备产业技

术创新中心。按照拓展空间、完善功

能、强化服务、提升水平的发展理念，

引导各类主体加大投资力度，推进孵

化器物理空间等基础形态建设，民营

资本投资和合作建设的市级以上孵化

器４５家。武进国家高新区３０万平方

米的科技企业加速器正式启用。设立

市科技创业平台项目，支持市级以上

孵化器建设“一平台三中心”（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产学研服务中心、科技金

融服务中心、创新创业人才服务中

心），提升创业孵化服务能力。长江龙

城创研港、西夏墅工具产业创业服务

中心升级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常州三晶世界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孵化基地和长江龙城科技有限公司成

为首批江苏省苗圃—孵化器—加速器

科技创业孵化链条试点单位。全年新

认定市级孵化器、加速器１４家，累计

９２家；新增省级２家，累计２５家；新

增国家级２家，累计１４家。新增孵

化、加速面积１０２万平方米，累计７０３

万平方米，培育科技企业超５５００家。

【常州首个诺贝尔奖得主工作室落户

高新区】　６月，２０１３年诺贝尔化学奖

获得者迈克尔·莱维特在浙大常州工

研院建立工作室。迈克尔·莱维特教

授是著名的生物物理学家、美国斯坦

福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２０１３年，他

与另外两位美国科学家马丁·卡普拉

斯（ＭａｒｔｉｎＫａｒｐｌｕｓ）和亚利耶·瓦谢

尔（Ａｒｉｅｈ Ｗａｒｓｈｅｌ）因建立“发展复杂

化学体系多尺度模型”而获诺贝尔奖。

　　迈克尔·莱维特团队成员、浙江

大学思源讲座教授周如鸿和中国科学

院院士唐孝威领衔在浙大常州工研院

建立纳米药物研究中心，作为诺贝尔

２３２ 科　　学



奖获得者工作室的运营主体，迈克尔

·莱维特担任该中心的首席科学家，

重点关注石墨烯及其衍生物在生物纳

米技术上的应用，常州国家高新区给

予重点支持。６月２０日，迈克尔·莱

维特受聘担任常州市科技顾问。

【外籍院士工作站落户江南石墨烯研

究院】　５月８日，江南石墨烯研究

院———雷伊·鲍曼外籍院士工作站在

西太湖科技产业园揭牌成立。雷伊·

鲍曼是美国材料科学家、美国国家工

程院院士、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

纳米科技学院主任，２０１４年当选中国

“千人计划”突出贡献外籍专家。院士

工作站重点加强石墨烯及先进碳材料

的应用研发，在５年内由江南石墨烯

研究院、常州碳宇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鲍曼院士团队共同出资１０００万元，用

以支持碳纳米管纤维超级电容器、先

进碳材料电极组件的热能量收集、石

墨烯高分子光电池、特殊形态的碳材

料热量采集与转换材料、碳纳米管人

工肌肉、石墨烯／纺丝碳纳米管复合纤

维６个应用领域的技术研发。

【产学研合作】　２０１４年，市科技局围

绕十大产业链，面向８２家高校院所征

集１４８项成果向企业发布，组织第九

届中国常州先进制造技术成果展示洽

谈会（简称“５·１８”展洽会）等重大产

学研活动１３次，新增产学研合作项目

１０５３项，其中重点产学研合作１２６

项。年内，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校（院）地合

作圆桌会议、中国科学院—武进半导

体照明产学研对接洽谈会、２０１４工程

机械磨耗件院士论坛、首届“光伏科学

与技术”高端论坛相继在常州举办。

【国际科技合作】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重

点开展与以色列、英国、德国、芬兰等

国的科技合作交流，举办生物医药、新

能源、输变电、智能制造等技术领域重

大会议和活动８次。２名学者入选省

科技厅与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

进协会合作的访问科学家合作交流计

划。争取国家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项

目７项，获支持经费１８９８万元；争取

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１２项，获支持经

费７００万元。全市有国际创新园１

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４家。新增省

外资研发机构８家，累计８６家；省、市

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支持创新型企

业在境外以收并购或直接投资等方式

设立的海外研发机构３家。

【中以签署共建常州国际创新园协议】

　５月２０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访

问以色列、出席以色列首届创新大会

期间，科技部、江苏省与以色列经济部

共同签署常州国际创新园共建协议，

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正式成为中以

两国政府首个合作共建的科技园区。

常州市政府、常州国际创新园和以色

列产业研发促进中心三方还签署具体

执行协议，为以色列企业入驻园区提

供具体优惠政策。

【协同中以科技创新基金成立】　８月

２６日，协同中以科技创新基金成立暨

中以国际创新园共建签约仪式在武进

区行政中心举行。该基金（英文名

ＷＢＰ）由香港桥道资本、以色列ＰＴＬ

公司和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共同发

起成立，为纯人民币基金。目的是关

注落户在园区内的以色列企业，并对

其中的高成长型企业进行风投、创投，

帮助企业发展，第一期基金规模１亿

人民币。常州市科技局、武进区政府、

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就共建中以国

际创新园进行签约。

【创新创业人才集聚】　２０１４年，科技

部首批领军人才创新驱动中心落户常

州，为苏南地区首家。市科技局通过

“龙城英才计划”推介会引进创新人

才，积极辅导、帮助落户高层次人才创

办企业申报省人才计划。申报省“双

创”（创新创业）人才３５项，获资助７

项；申报省博士计划４１项，获资助２０

项；申报省创新团队１０项，获资助１

项，获资金支持３００万元。组织实施

“龙城英才计划”第六批领军人才引进

工作，接受申报３８４个人才（项目），其

中，Ａ、Ｂ类项目通过投审会１３项，Ｃ

类确定１５６项。全市累计签约落户领

军人才项目２０４９名，其中国家“千人

计划”３４２名，省“双创”人才１９４名。

启动实施杰出创新人才引育“云计

划”，重点支持创新人才合作项目、企

业领军型创新人才引进培育项目以及

科技型企业家培训项目。其中，创新

人才合作项目重点鼓励企业加强合作

引进，集聚创新人才和团队；企业领军

型创新人才引进培育项目重点引导企

业通过实施产学研项目、建设研发机

构引进培育高层次创新人才。开展以

“绿色创新”为主题的创新企业总裁研

修班，培训来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领

军人才创业企业的科技企业家３４１名。

【知识产权】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以新一

轮专利创造激励政策为引导，实施专

利战略三年推进计划，提高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完成专

利申 请 ３７８３３ 件，其 中 发 明 专 利

１１６６８件；专利授权１８１５２件，其中发

明专利授权１６９６件。全年全市专利

质押总数１２５件，为７家企业授信、发

放贷款１．３１亿元；省级专利专项资助

（ＰＣＴ）４４件，下达资金８７．６万元。

　　重点推进“十百千”创新型企业实

施知识产权战略。年内贯标合格以上

单位９０家，培育和认定市知识产权创

新企业２０家，累计８８家。新增省知

识产权管理标准化示范企业５８家，累

计３８１家；新增先进单位９家，累计

４４家。企业实施省企业知识产权战

略推进计划项目１１项，市本级投入

３７０万元支持３３家企业实施项目。

　　继续深化省知识产权战略区域试

点示范工作。进一步加强地区主导产

业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与预警分析，

探索建立重大项目引进的知识产权分

析评议机制。新增市级“正版正货”示

范街区８家，常州月星国际家居广场、

江苏万和奥特莱斯购物公园、江苏上

河城国际步行街３家常州街区成为省

“正版正货”示范创建街区，金坛中大

国际商贸城获批成为省“正版正货”示

范街区深化创建试点区，其中金坛中

大国际商贸城有１９家单位被评为省

“正版正货”承诺试点企业。

　　全年全市培训知识产权工程师

２８０人、专利代理人１２０人、企业知识

产权总监６５人，累计培训超９０００人

次。推进依法行政，实施执法维权“护

航”专项行动，全年办理专利案件４５９

件，其中专利侵权纠纷案８２件、涉嫌

假冒专利行为案３５６件、诉调对接案

２１件。常州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揭牌成立，获批组建江苏省机器人及

智能装备制造产业知识产权联盟。

【科技惠民】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实施健

康产业（生物技术与新医药）专项，争

取国家和省科技计划项目７７项，经费

支持６０７８万元。应用基础科学研究

３３２科　　学



实现突破，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６６项，经费２８４７万元；争取省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５６项，经费９５８万元，

创历史最高，特别是北京化工大学常

州先进材料研究院承担的聚酰亚胺的

可控金属化及其微观结构与性能关系

研究获省杰出青年计划项目。武进绿

色建筑综合示范工程项目、市公安局

应急空间信息管理与应用服务平台两

个生活发展科技示范项目被省科技厅

列入２０１４年社会发展科技示范计划；

推动国产创新医疗器械产品评价应用

与示范工程项目，通过尽可能采用常

州本地产品，明显降低医疗费用。

（许红梅）

　　市金融办、科技局、人行市中心支行联合举办“十百千”创新型企业银企对

接会　（科技局　供稿）

【农业科技】　至２０１４年末，全市有农

业高新技术企业累计９２家、省农业科

技型专业合作社１７家、省农村科技超

市５家。新认定市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１７家、省农业科技型企业５家，新建

农业技术转移苏南分中心２家。市科

技局１０次赴江浙沪等地开展产学研

走访活动，签署常州—江南大学产学

研全面合作、浙江大学—常州农业科

技推广中心共建、青枫茶籽油开发和

太湖银鱼产学研合作４个协议，达成

稻米品种、粮食害虫性诱剂开发、碧根

果食品开发等一批合作意向。由常州

市现代农业科学院牵头成立的常州市

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实现常态化运作，

加盟单位３０余家。金坛茶产业创新

项目列入科技部富民强县专项。

（许红梅　陈文洁）

【科技金融】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完善科

技与金融相结合的机制。围绕创新链

完善资金链，支持金融机构创新科技

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快发展创业投资、

风险投资，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科技

投融资体系。针对中小科技型企业创

业启动难、信贷融资难、建厂扩产难的

“三难”制约，创新科技金融服务，为

１５３户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风险补偿

贷款４．８５亿元。“苏科贷”定向在常

州科教城设点，由江苏银行常州分行

提供１亿元授信额度，专为园区内科

技型中小微企业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

提供定向资金支持，实现“三个最”，即

利率最低、门槛最低和流程最短。组

织３９个投资项目获省天使投资引导

资金风险准备金支持，列全省第二。８

月１９日，市金融办、科技局、人行常州

市中心支行联合举办“十百千”创新型

企业银企对接会，２０家创新型企业代

表现场与相关银行机构进行集中签

约，签约金额超１９亿元。

【政企协同推进重大科技项目】　２０１４

年，常州市完善企业发挥主体作用与

政府优化服务良性互动的机制。落实

企业创新优惠政策。坚持科技创新政

策落实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政策宣传

与培训，落实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企业享受

科技减免税超２３．０４亿元。１３０个重

大科技项目列入政企协同推进，１２５

个完 成 年 度 目 标 任 务，完 成 率

９６．２％，比上年提高７．１％；完成研发

投入１２．４亿元，项目投入１２．９３亿

元，实现销售３９．４亿元；引进人才（团

队）２４２个；专利申请１４７６件，其中专

利授权６８３件，发明专利授权２２９件。

市科技局征集企业需求５３项，通过市

各相关部门协同推进，已解决项目资

金匹配７项，下拨匹配资金６０９万元；

帮助申报国家、省级项目３项；解决融

资需求４项，发放贷款４０００万元；解

决土地需求１项，落实土地指标５０

亩；解决人才需求９项，引进高层次人

才１１名；提供涉及科技项目申报、企

业上市、税收优惠、行政许可等方面政

策咨询服务２５项。对市委督查室交

办的重大项目抓好现场指导和服务，

重点帮助大成镀膜公司获科技部科技

支撑项目资金支持７０９万元，争取省

“双创”团队项目资金３００万元、省“双

创”人才项目资金１５万元，同时实施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做好２０１５年省重

大创新载体类项目和省成果转化项目

的申报辅导工作。

【科技服务平台共享】　２０１４年，常州

市大型仪器设备协作共享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ｚｓｔｉ．ｃｏｍ．ｃｎ／ｄｙ）入 网 仪 器

１１４８台套，服务收入３５４３．７万元。

江苏佰腾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湖塘纺

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江苏正平技术

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３家省级科技公

共服务平台绩效评估优良。常州市科

技文献信息共享服务平台（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ｚｓｔｉ．ｃｏｍ．ｃｎ／ｗｘｚｘ／ｉｎｄｅｘ．ａｓ

ｐｘ）建设获２０１４年江苏省科技情报成

果一等奖；常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第

三次获全国生产力促进奖；常州大学

成为教育部部级科技查新工作站，成

为常州首家部级科技公共服务平台。

【“天天５１８”科技服务平台】　５月１８

日正式上线运行，网址为ｈｔｔｐ：／／５１８．

ｃｚｓｔｂ．ｇｏｖ．ｃｎ／ｔｔ５１８．ｊｓｐ。该平台线上

线下同步运行。网站平台由新闻动

态、通知公告、技术前沿、活动信息、技

术需求、成果发布、科技资源、“５·１８”

专栏８大版块组成，重点发布活动、企

业技术需求、技术转移转化成果等相

关信息，并提供科技人才、科技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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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驻常州研发平台等科技服

务信息资源；线下组建市科技服务业

协会为运作实体。该平台的建立推进

了创新型企业与高校院所产学研合作

交流的常态化，全年累计发布成果

２８６７条，提供技术需求３６１条，发布

活动信息近１００场，承办对接活动１８

场。 （许红梅）

科普资源乡村校园巡展　（科协　供稿）

【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概述】　２０１４

年末，全市有基层科协６０个，市级学

会（协会、研究会）５７个，高校、企业科

协３２个，各级科普教育基地１５０个，

科学教育特色学校８２所，农村专业技

术协会２３０余个。年内在全市范围内

选树４０名优秀工作者和１０名十佳科

技工作者，６人被评为江苏省优秀科

技工作者。

　　推进学会服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计划，认真梳理和统计所属学会承接

政府职能情况，建立基础档案。以项

目为引导，重点实施学会服务能力提

升与创新发展工程，认定学会服务能

力项目１９个，拨付项目经费６０余万

元。推动学会参与 Ａ级学会评估工

作。市科协对已设立的３家国家级和

１家省级科技工作者站点加强指导和

督促，中国科学院常州先进制造中心

被评为省级优秀站点。开通科技工作

者法律在线手机ＡＰＰ平台，为全市科

技工作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举办以

“创新、改革、发展”为主题的第七届科

技论坛，包括７场国际性高端报告会、

１０场重点报告会，邀请３名院士、１０

多名外籍专家和８０多名博士到常州

交流，形成科技学术成果１１０项。打

造“科技咖啡馆”活动品牌，每月围绕

社会热点和科技焦点举办一期专题学

术沙龙。开展２０１４年自然科学软课

题征集，资助各类课题３３项。

　　举办“龙城英才计划”深圳推介

会，携９０项企业需求与深圳高校对接

洽谈，达成合作协议１０个。全年引导

全市各级科协组织举办产学研对接活

动３０余场，促成产学研合作项目１００

余项，组织近５０家企业赴外地交流考

察，为２０家企业建立专利信息库。

【海智工作】　２０１４年，市科协向９家

海智工作站推荐各级海智项目５２项，

先后引荐芬兰马库机器人研发团队等

１０个团队到常州考察交流，并与台湾

神农科技发展协会等３家境外社团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成功承办第十二届

海峡两岸休闲创意农业学术研讨会暨

苏台农业技术合作、经贸洽谈交流会，

围绕主题“休闲与创意农业”组织４场

主题报告会和１９场交流推介会，促成

台湾农业机构与全省１２家农业企业

达成合作意向。

【科普工作】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公民科

学素质达标率８．５％，提前完成“十二

五”目标。全年安排１３５万元专项经

费对科普活动、队伍、场馆等予以奖励

资助，制订出台《常州市科协科普项目

资助奖励经费管理办法》，规范经费使

用。先后组织４００多名城镇社区科普

员参加科普业务培训，资助１００名科

普讲师团开展百场科普报告进社区活

动。新增科普讲师团成员１０５名，总

数２０５名。完成科普志愿者注册１万

名，总数４．１万名。加强科普阵地建

设，投入资金２０余万元支持科学教育

特色学校和科技俱乐部建设。新认定

６０家特色科普场馆，总数１２０家，并

评选资助５家优质科普场馆示范引

导。梳理确定１４条市级科普旅游线

路，推进资源共建共享。全年有４个

社区被评为国家和省级科普示范社

区，获奖补资金６０万元。深入实施

“金穗工程”，组织科普惠农服务团成

员开展科技入户、技术培训活动２６０

余场次。新成立市级科普惠农服务站

１０家、市级农技协１家。全年投入２０

余万元资助各类竞赛活动，组织引导

２００余所中小学２万余名学生参加各

级各类科技竞赛活动，１２个项目获省

一等奖，４个项目获全国二、三等奖，

ＦＬＬ机器人和头脑奥林匹克２个项

目获世界冠军，居全省前列。组织科

普场馆资源进乡村学校巡展活动，历

时６个月，惠及１４所乡村学校２万余

名学生。强化科普宣传周和科普日两

大重点品牌效应，有效引导全市各级

科协和社会组织开展活动６３０余场。

举办第六届良春杯科普创作大赛，征

集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科技人物

特写、童话科普小品、科普动漫５大类

科普作品１１６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科普创作。２０１４年江苏省优秀科普

作品评选中，常州市４个科普作品分

获二、三等奖。编纂出版龙城科普系

列丛书４本，科普丛书库累计５６本。

在常州电视台新开《科海引航》专栏，５

个科普公益广告和科普大篷车节目在

多个频道滚动播出。《常州日报》《常

州晚报》的《科海导航》《龙城科普》专

栏每年１２个专版全面宣传。新开通

常州科普资源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ｚｋ

ｐｚｙ．ｃｏｍ／）和龙城科普微信订阅号。

（荆志刚）

社 会 科 学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有社科学会

９１个，会员６０００人。２月，市社科联

５３２科　　学



　　全市中小学生“读常州名人丛书，做自豪的常州人”主题征文演讲比赛颁奖

仪式　（社科联　供稿）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我市社

科类社团管理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加

强各类出版物、讲座论坛、网站网络、

学会经费以及学会队伍的管理，确保

社科团体正确办会方向。８月３１日

至９月３日，举办为期４天的全市首

期社科领军人才培训班，来自常州高

校、社科团体的６７名社科领军人才参

加培训。

　　理论宣传。年内，市社科联紧跟

时事热点，组织１０余名社科专家担任

常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特约点评

员，在中央、省、市相关重大决策出台

前后，进行政策解读５０批次。５名专

家入选市委十八届四中全会宣讲团，

深入基层作辅导报告６０余场，受众近

万人。

　　社科应用研究。开展第十届社科

课题研究资助，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苏南现代化建设进程”为主题，以回

答和解决常州改革发展最新实践中遇

到的热点难点为导向，鼓励在社科研

究中说“常州话”，致力出实招和高招。

收到申报项目４２２项，其中，１５项成

果获重点资助，５０项成果获一般资

助。７月，开展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常州高校申报成

果４１３项，政府研究机构和各类学术

团体申报成果２２１项，最终评选出一

等奖１６项、二等奖４１项、三等奖１４７

项。在省社科优秀成果评奖中，常州

市获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８项，继续跻

身全省第一方阵。组成相关职能部

门、高校、社科联三方联合课题攻关

组，对市金融办、新北区提交的１１项

重大课题展开研究攻关。召开３次专

家评审会，对全市３０多项正在实施的

创建历史文化名城软件工程进行把关

和指导。

　　社科普及宣传。着力提升常州广

播电台每周一次的《社科百家谈》节目

质量和影响力，全年有５０名社科专家

走进电台开展讲座、讲解，成为社科界

社科普及的省级品牌。重点依托各社

科团体组建常州市人文精神与知识普

及志愿团，开办“社科专家面对面”专

题讲座，广泛开展内容丰富的人文精

神与社科知识普及志愿服务活动，全

年举办讲座６期。４—８月，市社科联

联合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和市关工委

在全市中小学生中开展“读常州名人

丛书、做自豪的常州人”主题征文演讲

比赛活动，评出获奖优秀征文１００篇、

演讲优胜者１７名，优秀作品结集成

《教我如何不想她》出版。

【省哲学社科界第八届学术大会苏南

片区分会暨市哲学社科界第四届学术

大会】　１２月１２日在常州召开。来

自苏州、无锡、镇江以及常州市１５０位

社科理论专家围绕“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苏南现代化建设进程”主题进行

深入的理论研讨和学术交流。大会征

集论文２００余篇，优秀论文结集成《苏

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的常州实践与探

索》正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报》以

专版的形式对会议进行报道，并对专

家学者的观点进行特别推介。

【《常州清代文化简史》出版】　１１月，

由徐缨、史国栋任主编，常州大学、上

海社会科学院合作撰写的《常州清代

文化简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全书

３６．２万字。该书是常州市创建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重点软件项目，２０１３年

３月启动。该书把清代常州区域历史

置于清史的整体中进行宏观考察，在

梳理清代常州文化生成的历史背景、

区域特点和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对常

州的文化共性和文化基因进行了总结

和阐释。作为常州文化研究的第一部

区域专史，《常州清代文化简史》的出

版填补了相关学术研究的空白。著名

学者葛剑雄作序。 （李　军）

６３２ 科　　学



综 述

【概　述】　２０１４年末，全市有全日制

普通本科院校４所、专科院校６所、成

人高校２所、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初中

后五年制）６所、中等专业学校６所、

技工学校（技师学院）９所、普通高中

３４所、国际学校１所、普通初中１２４

所、普通小学１８７所、幼儿园２６４所、

特殊教育学校（机构）６所。有江苏省

优质幼儿园１７０所，占幼儿园总数的

６４．３９％；有市优质小学（不含九年一

贯制小学部）１６７所，占小学总数的

８６．９７％；有市优质初中１０５所，占初

中总数的８７．５％；公办高中全部为省

三星级以上高中，其中四星级高中２１

所，占比６１．７６％；公办高职院校全部

达教育部高职、高专教学水平优秀等

级；有各类社会力量办学机构近２６０

家，年培训总数８２．５万人次，Ａ级单

位占比１２．９％。完成全市３—１６岁

流动儿童登记工作，总数１９万，流动

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普及率

１００％，公办学校吸纳率９０．２２％。

　　年内，《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

出台。常州市在首届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含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评比中，获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１１项，

位居各地级市前列。

（姜　刚　刘高平）

【教育基本建设】　２０１４年，全市实施

中小学各类工程建设项目４４个，完成

校舍建筑面积３８万平方米，竣工交付

使用学校１２所；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８所，完成园舍建筑面积６万平方米，

完成投资１．５亿元，竣工５所。局属

学校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基本框架完

成，《市属学校建设三年（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行动计划》出台，江苏建设高职校新校

区投入使用，殷村职教园区建设顺利

推进。 （耿一波　刘高平）

【教师队伍】　２０１４年，全市有１５８３

人取得教师资格证书。其中，幼儿园

教师５６２人，小学教师１９４人，初中教

师１７５人，高中教师３１０人，中等职业

学校教师３４２人。开展全市中小学教

师职称评审工作，晋级为中小学、幼儿

园一级教师的分别为３０９人、３０人，

晋级为中小学、幼儿园高级教师的分

别为３２７人、９人，晋级为中等职业学

校讲师、高等职业学校中级职称的分

别为１３９人、１２人，１１位教师通过江

苏省正高级教师资格评审。全市新晋

省特级教师１８位，新增省人民教育家

培养对象３名，评选出学科带头人

１３２名、骨干教师２９５名。

　　年内，全市３７９７名幼儿园教师参

加幼儿教师专项培训，参与率、合格率

均为１００％；２万余名中小学教师参加

心理健康知识网络竞赛活动，８０分以

上的占９４％，在全省名列前茅。全年

有５３００多名教师参加省级培训项目，

６０名优秀教师参加常州市特级教师

后备力量高级研修班，９０余名教师赴

海外接受教育培训。江苏省中小学教

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改革工作在常州

市试点，全市有４３８个学校及教育机

构参加首次注册工作，受理２９０６５人。

其中，注册合格教师２８８１１人，暂缓注

册１９８人，注册不合格教师５６人，打

破教师资格“终身制”。持续实施优质

师源培养，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师范

院校、省市培养的免费男幼儿师范生

和小学教育本科男教师分别为３１人、

１９６人、７５人。 （陆虹伊　刘高平）

【教育装备】　２０１４年，局属学校教育

装备部门集中采购教育装备１５７批次

５００３．４５万元，其中信息化基础设施

设备（含软件）１９１６．１８ 万元、图书

１８５．６万元、实验实训设备１９０５．８３

万元、其他设备９９５．８４万元，节约资

金６９０．９５万元。建成数学专用教室

２个（常州市花园中学、常州市丽华中

学）、多语种同声翻译系统１套（常州

市第三中学）、便携式录播系统６套

（青少年活动中心等６所学校）、五线

谱音乐示教板１套（常州市丽华中学）

和局属学校图书馆统一管理平台系

统。组织开展局属学校实验教师基础

技能培训和化学操作技能大赛高级培

训、全市中小学图书馆骨干培训、全市

幼儿园自制玩教具培训、局属学校电

教设备管理人员培训５５０人次。

　　４月，市教育基本建设与装备管

理中心在江苏省初中物理优秀综合实

践活动评选中获一等奖３个、二等奖

２个、三等奖６个；９月，在江苏省第二

届高中物理学科研究性学习成果汇报

展评活动中获团体金奖一个、铜奖一

个；１０月，在江苏省高中实验教学设

计评比中获一等奖７个、二等奖６个、

三等奖８个；１１月，在江苏省初中化

学实验操作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２

个。１１月，在第三届全国幼儿园优秀



自制玩教具展评活动中获全国一等奖

２个、二等奖２个、三等奖２个。

（曲晓红　刘高平）

【教育督导】　４月，由市综合考核办、

市编办、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财政

局等１３个单位成员组成的市政府教

育督导委员会成立，市政府教育督导

团同时撤销。市教育督导委员会负责

研究制定全市教育督导的政策意见，

审议教育督导有关规划和重大事项，

对全市教育督导工作进行指导。年

内，市教育局相继开展２０１３年辖市区

教育行政部门、辖市区政府教育工作

督导评估，全市教育现代化建设监测

评估，中小学校挂牌督导和学校素质

教育综合督导评估等，形成监测报告

３份、督导评估报告 １１份。其中，

《２０１３年度江苏省教育现代化建设监

测报告》显示，常州市教育现代化建设

监测结果为８０．３３（百分制），列全省

第三。

【中小学校挂牌督导】　１月，常州市

出台《常州市中小学校挂牌督导实施

意见》，全市挂牌督导工作正式启动。

市教育督导部门把责任督学的有关信

息，按省教育督导部门统一设计的样

式和规格制成标牌，置于中小学校校

门醒目位置向社会公布，从而联通公

众，形成督导合力。至年末，全市２１７

所幼儿园挂牌，占比８８．２％；１８２所小

学、１０９所初中、２７所高中、６所完中、

１６所一贯制学校全部实行挂牌督导。

全市责任督学总数２０３人，其中兼职

责任督学总数１４２人；市直属责任督

学３７名，每月对各校入校督导１次。

（孔　建　刘高平）

【教育科研】　２０１４年，全市新增全国

教育信息技术研究课题５项。组织各

类教学研讨研究、教师基本功比赛和

市“十二五”规划备案课题中期评估、

教学开放周等活动５００余场，邀请

１００多位知名专家学者、教材编写人

员、名教师到常州讲学、上示范课。完

成基础教育各年段“精品课”视频拍摄

任务２１０节。与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

教材发展中心签约共建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实验区。

　　年内，常州市教师在全省和长三

角地区班主任基本功比赛中获一等奖

１项、二等奖４项、三等奖２项，在江

苏省优质课大赛、江苏省青年教师教

学基本功比赛中获特等奖１名、一等

奖１３名、二等奖１６名、三等奖５名，

在国家首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

中获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５项。

（王　俊）

【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　１１

月，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

心和常州市教育局签订共建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实验区合作协议，在制定区

域基础教育发展战略规划和年度课程

改革指导计划、加强学校课程建设、推

进基础教育教学改革、探索评价制度

改革、提炼教育经验五方面合作。教

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提供

方向引领、项目策划、专家指导、试点

先行、研修培训、资源支持、经验推广

和督导评估等支持，常州教育行政部

门主要履行行政推进、日常管理和督

促落实等职责。双方合作期限为三年。

【基础教育课程基地建设共同体成立】

　１２月，市教育局成立基础教育课程

基地建设共同体，成员单位为各学段

省市级课程基地建设共同体及项目学

校。高中共同体有江苏省常州高级中

学领衔的高中生物课程基地等１９个

项目，初中共同体有常州市田家炳初

级中学领衔的初中语文课程基地等

１６个项目，小学共同体有常州市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领衔的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基地等２０个项目，幼儿园共同

体有常州市鸣珂巷教育集团领衔的

“小牛顿”科学课程基地等８个项目。

基础教育课程基地建设共同体以建设

高品质、有特色和多样化的课程基地

为共同目标，以项目推进的方式造就

一支在课程研发、实施和评价等方面

具有较强管理能力的领导团队和有较

强实践能力的教师队伍；以解决课程

基地建设推进过程中的疑难困惑为工

作内容，形成以省市级课题研究引领

下的基地建设，不断提升课程基地建

设的实践智慧和理论水平；以构建课

程基地建设持续改善的多种机制为工

作重点，形成学校“自转”和共同体“公

转”并存的运行状态，充分发挥课程基

地的育人功能；以提炼课程基地建设

中的学校特色和区域经验为主要标

志，形成有影响、可辐射、能共享的优

秀教学成果，不断丰富课程文化建设

的内涵和品质。 （陆余平　刘高平）

【教育信息化】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数字

化学习实验平台、常州市基于教育质

量综合评价的教育云平台获立项，常

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籍管理系统、常

州市基础教育“教学新视野”师生服务

平台上线。开展常州市数字化学习研

究优秀项目评比，６５个数字化学习项

目参评，评出一、二等奖项目１８个；开

展２０１４年全市中小学教师微课竞赛

活动，８８２件作品参加竞赛，并选出５０

件作品参加省中小学教师微课竞赛活

动，获特等奖２件、一等奖４件；组织

参加２０１４年江苏省领航杯信息技术

能力大赛活动，获信息技术教学能手

比赛一等奖３个、多媒体教育软件大

赛一等奖７个。 （熊青云）

【教育国际合作交流】　２０１４年，市教

育系统接待澳大利亚南澳州教育部、

德国明登市市长代表团、英国艾斯克

斯郡教育厅、韩国南杨州市青少年访

华团、美国高瞻教育研究基金会、英国

伦敦城市行业协会等境外到访４０余

批５００余人。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等

１０所学校入选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

高层磋商联合成果示范引领项目———

中美“千校携手”项目，５名学生入选

江苏中学生中国文化使者赴俄交流

团，常州市第二中学承办了“少年之

翼”江苏省青少年友好访日团活动，常

州旅游商贸高职校举办了首届职业教

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论坛。

　　全年新增第二批国际理解教育试

点学校２１所、国际友好学校９所。江

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常州外国语学校、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武进清英外国

语学校分别与澳大利亚坎特伯雷高

中、圣·斯蒂芬斯中学、希尔斯米德小

学和劳斯希尔学校缔结友好学校。常

州外国语学校与德国阿尔伯特舍夫勒

中学，常州市实验初级中学与加拿大

肯特学校签约合作。

　　汉语国际推广扎实开展，相继举

办２０１４汉语桥—汉风龙韵英国中学

生夏令营、海外华裔青少年江苏文化

行常州冬令营和首届常州市港澳台海

外华裔青少年“同心文化”游学夏令

营。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被江苏省侨

办、江苏省教育厅授牌命名为江苏省

华文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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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国际文化交流项目，１８名中

学生参加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中学生国

际文化交流活动，包括 ＡＦＳ（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ＦｉｅｌｄＳｅｒｖｉｃｅ美国战地服务团）

国际文化交流组织中学生交流项目、

Ｉ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国际 中 学 生 学 年 交 换 项 目、ＹＦＵ

（Ｙｏｕｔｈ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国际学生

交流项目和ＡＹＰ（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ＹｅａｒＰｒｏ

ｇｒａｍ）中学生学术年交流项目。常州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承办中国教育国际

交流协会ＣＥＡＩＥ—ＡＦＳ项目华东片

出国前培训、来华学生抵达培训和选

拔营活动，接待ＡＦＳ年度国际交流学

生３６人、ＹＦＵ 国际交流学生２人。

常州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获中国教育国

际交流协会 ＡＦＳ项目最佳媒体影响

力奖。

　　２０１４年暑期，全市有５０９名中小

学生参加境外修学旅行。新增聘外教

育机构１１所，总数９６所；全市大中小

学、幼儿园、培训机构聘请外籍教师

２７５人次，其中聘用安生美国青年教

学使者１２名。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３名学生入选新

加坡高二奖学金项目。江苏省常州高

级中学、江苏省溧阳中学、江苏省前黄

高级中学国际分校４名学生被评为第

四届江苏青年友好使者。 （杨　振）

【招生考试】　２０１４年，全市参加自学

考试人数 ２５ 万人次，比上年增加

３５５５人次。其中，参加学历考试３．９

万人，获本科、专科学历的分别为

３１７３人、６５０人；参加大学四、六级英

语考试１０．３万人；参加其他各类非学

历证书考试人数１０．８万人。全市高

考报名人数２０５２０人，比上年减少

１６１１人，实考人数１８６４７人，本科上

线率７１．４６％，本科录取率８２．１２％。

部队在常州市录取空军飞行学员８

人，常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被空军招

飞局南京选拔中心评为苏南地区唯一

的招收飞行学员生源基地。２０１４年

参加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必修科目测试

１９０９８人，参加信息技术考试１７３７７人。

　　全市３３３４６人参加中考，比上年

减少９１５人，录取高一级学校新生

３２９２９人，总录取率９８．７５％，其中录

取普通高中、职业类学校新生分别为

１６３０９人、１６６２０ 人，普 职 比 为 １∶

１．０２。

　　２０１４年参加成人高考１５６４８人，

比上年减少９２６人，被各级各类专、本

科 学 校 录 取 １４１９９ 人，录 取 率

９０．７４％。全年各类考试实现零差错、

零失误、零投诉。常州市自考毕业生

孙长寿被评为２０１４年度江苏省十佳

优秀自考毕业生。

【招生政策调整】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异

地考生人数增加，２０１３年为 ４ 人，

２０１４年为２６０人。高考全面取消选

择性招生（“点招”），高考招生制度更

加公平、公正。中考招生大幅增加“３

＋４”中专与本科对接的学校和专业，

并实行平行志愿录取，从专业和生源

两方面保证中职学校健康发展；首次

在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常州市第一

中学、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实行自主

招生，为市区高中学校扩大招生自主

权、推进素质教育探索新途径，三校共

自主招生２００名。在成人高考医学类

考点个别考场首次使用指纹识别考务

通。 （倪浩博　刘高平）

【公民教育实践活动】　１０月，全市中

小学开展全市公民教育实践活动项目

评比工作，评出一等奖１６项、二等奖

２０项、三等奖３０项。武进区李公朴

小学《关于商品过度包装问题的研究》

获年度最佳创意奖，武进区焦溪初级

中学《关于推进农村全民阅读的研究》

获年度最佳选题奖，常州市花园中学

《关于常州市流浪乞丐问题的研究》获

年度最佳政策分析奖，常州市田家炳

高级中学《深陷重度雾霾，探索有效突

围》获年度最佳建议奖，邹区中心小学

《城市建筑垃圾的处理和利用》获年度

最佳成效奖，常州市第三中学《关于常

州市区大型犬伤人问题的调查与研

究》获年度最佳行动奖。

　　常州市从２００５年９月开始在全

市中小学实施公民教育实践活动，旨

在帮助学生建立责任、权力、公正、隐

私等公民基本概念，培养具有爱祖国、

爱他人、守法、履行公民义务、人格健

全等基本素养的合格公民。活动中，

学生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查，在老师的

引导下选择要研究的公共问题，收集

信息资料，展开研究分析，编制解决方

案，总结学习经验。

【“十岁成长礼”仪式】　６月，常州市

实验小学承办全省“十岁成长礼”仪式

现场会，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文

明委主任王燕文和江苏省十三市文明

办、教育局代表现场观摩，并分别为孩

子们题写寄语。年内，常州市将文明

礼仪教育作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的首要工作，在学校、家庭、社会全面

开展“八礼四仪”学习体验教育，培养

学生仪表之礼、仪式之礼、言谈之礼、

待人之礼、行走之礼、观赏之礼、游览

之礼、餐饮之礼，分别在学生７岁、１０

岁、１４岁、１８岁时举办入学仪式、成长

仪式、青春仪式、成人仪式，教育引领

未成年人强化文明礼仪素养，争做文

明有德之人。 （潘　莉　刘高平）

【科技活动与竞赛】　３月，常州市举

办中小学生机器人比赛，７０余所学校

６２０支参赛队伍９５０余名学生参加。

选拔１０３支队伍参加江苏省机器人大

赛，获一等奖２８个，名列全省前茅。

其中８支队伍参加全国机器人比赛，

获一等奖１名、二等奖１名、三等奖４

名。６月４—７日，常州青少年机器人

代表队参加在多伦多大学举办的

ＦＬＬ加拿大国际公开赛，获机器人场

地竞赛冠军，这是常州青少年ＦＬＬ代

表队第五次获世界冠军。

　　９月，组织第二十六届国际与和

平周全国中小学生（江苏地区）金钥匙

科技竞赛初赛，常州市在初赛选拔的

基础上组队参加省赛，获特等奖。１０

月，承办第十六届“飞向北京———飞向

太空”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

竞赛江苏预选赛，来自无锡、淮安、江

阴、常州的２２个代表队２９１人参加

６７５个项目的比赛，常州市小学、中学

代表队包揽团体奖前三名。

　　年内，常州市代表队获全国第２９

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２项、

三等奖 ２ 项。常州市第一中学获

ＶＥＸ世界锦标赛团体金奖。常州市

解放路小学代表队获第３５届世界头

脑奥林匹克决赛团体冠军，常州市第

二十四中学代表队获团体亚军。常州

市北郊初级中学、天宁区博爱教育集

团组队参加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

赛，获一等奖５个、团体第一名１个。

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获全国航空模型

公开赛团体第一名。在第七届智运杯

全国青少年国际数棋技能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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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北区薛家小学获团体冠军、优秀

组织奖，武进区卜弋小学、天宁区丽华

新村第二小学获团体一等奖，３所学

校获金牌７枚、银牌１４枚、铜牌１３

枚。全年青少年科技竞赛资助奖励专

项金额２５万元。

【特色学校建设】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取

消德育特色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合格

校、生命教育示范校等创建项目。常

州市第三中学、常州市翠竹中学、武进

区奔牛实验小学、新北区新华实验小

学、常州市清凉小学、常州市钟楼实验

小学６所学校被评为常州市第二批生

态文明教育示范学校，总数１１所。创

建省、市级绿色学校９所、２３所，总数

分别为１５３所、４１４所。创建市级防

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４所，省、市级总

数分别为１８所、１５所。创建省、市级

青少年科学教育特色学校９所、１７

所，总数分别为３２所、８２所。年内，

全市新创省健康促进银牌学校１９所、

铜牌学校３１所；推进艺术特色学校创

建工作，新建市书法特色学校１１所、

书法特色示范校５所；开展体育项目

特色学校循环评价机制，新创体育特

色学校８所、体育项目特色幼儿园１０

所。 （潘　莉　华汉林）

【阳光体育运动】　７—８月，市教育局

举办２０１４常州市开心暑假青少年阳

光体育夏令营，全市有７个板块７６个

体育、艺术营地同时向中小学生免费

开放，吸引广大青少年学生走向操场、

走进大自然、走到阳光下，参加锻炼，

增强体魄，近１０万人次受益。

　　２０１４年校园体育吉尼斯挑战活

动持续深入开展，逐渐构建起学校、社

区、家庭三位一体的活动网格，形成广

场体育、公园体育、家庭体育和节假日

体育多种模式，走进社区打造校园体

育吉尼斯亲情专版“爸爸妈妈，跟常州

去运动”和校园体育吉尼斯家庭版“运

动在常州家”。举办“爸爸妈妈，跟常

州去运动”分区赛６场、总决赛１场，

校园体育吉尼斯家庭版“运动在常州

家”分区赛８场、总决赛１场，２０００余

个家庭约５０００人次参与活动。

　　１０月，常州市代表队参加在镇江

扬中举行的江苏省第四届学生阳光体

育节，获初中组第四名、高中组第三名

和团体二等奖。年内，在全市中小学

中评选出常州市十佳校园体育之星和

２０名常州市优秀校园体育之星。

【体质健康检测】　９—１１月，常州市

组织开展２０１４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２０１４年修订）》测试、核查和上

报工作，数据上报率１００％，教育部对

常州市测试上报数据专项复核检查结

果显示，全市数据上报吻合度９０％以上。

　　１１月，全市２４所监测点学校开

展中小学学生体质健康现场监测工

作，范围为７—１７岁１１个年龄段，每

个年龄段有效监测样本量男、女生各

不少于６０人，测试中小学学生１．５万

名。测试内容包括学生身高、体重、胸

围、肺活量、５０米跑、立定跳远、斜身

引体向上（男）、引体向上（男）、一分钟

仰卧起坐（女）、握力、５０米×８往返

跑、８００米跑（女）、１０００米跑（男）、坐

位体前屈、内科（体检获取）、视力、脉

搏、血压、龋齿、俯卧背起等２０个项目

指标。编印发布２０１４年《常州市中小

学体质健康白皮书》。

（华汉林　刘高平）

【教育服务】　２０１４年，常州公开课推

出“素质教育拓展”主题讲座，进一步

扩大影响力和辐射力。“优秀教师免

费导学”以线上线下同步导学，全年开

展导学２０次，参与教师３０００余人次，

参与义工５９５人次，学生参加学习

１．６万余人次。“常老师在线”网络互

动平台每日浏览量不断攀升，最高至

上万人次，跟帖数８０帖以上。全年教

育心理服务中心接待来电来访近

３０００人次，面对面咨询服务２３００人

次，在提高互动性、体验性的基础上，

向学校、社区等提供各种类型的公益

心理讲座和团体辅导１３４场，受众人

数近６万人次。“父母课堂”公益服务

活动重点面向普通市民，１９０个家庭

５７０名学员受益。１１月，常州教育微

信、常州教育ＡＰＰ开通。

【常州公开课】　２０１４年，常州公开课

推出“素质教育拓展”主题讲座１４讲，

邀请作家林清玄、舞蹈家黄豆豆、心理

学者黄菡等社会名人讲课，现场直接

受益人数２万余人次。在优酷网开设

专栏，组织开展公开课系列活动首届

常州市中学生历史记录大赛和青少年

社会参与公益创想活动，进一步扩大

影响力和辐射力。９月，常州公开课

被评为２０１４年全国１００个终身学习

活动品牌之一。

　　常州公开课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开

办，主要邀请各行业精英和有故事的

人物，为市民作历史知识、情商教育、

创意设计、教育方法、艺术拓展、创业

经历、励志人物成长故事等方面的讲

座，与市民进行互动交流，至２０１４年

底已举办讲座４３讲。 （李　兵）

【学生资助】　２０１４年，全市着力完善

覆盖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

中、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的学生资助

体系。全市用于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学杂费、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

提供教科书和作业本的投入经费分别

为 ９２９２．７９ 万 元、５７５５．７２ 万 元、

１０８５．７２万元，向９１７４人次义务教育

阶段困难家庭学生发放补助资金

５３５．６６万元。向４２７１人次普通高中

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３２５．５７万元，为

６０名普通高中残疾学生免除学费５．１

万元，向２５００人次职业学校中职阶段

涉农专业和困难家庭学生发放国家助

学金１８６．６８万元，为２．５万名职业学

校中职阶段学生免除学费计５０４１万

元。吸纳筹措社会爱心人士、企业各

类助学金８００余万元，资助学生８５００

余人次。对全市学前教育阶段困难家

庭学生免除保育教育费３３００元。

（恽　霞）

学 前 教 育

【概　述】　２０１４年末，全市有幼儿园

２６４所，其中公办２００所、民办６４所，

在园幼儿１１．７３万人。１２所幼儿园

被确认为江苏省优质幼儿园，省优质

幼儿园累计１７０所，占幼儿园总数的

６４．３９％，就读人数占全市入园幼儿总

数的８１．０６％。确认常州市优质幼儿

园５２所、市级合格幼儿园５所，３所

幼儿园成功创建课程游戏化项目。４

月，市政府出台《常州市学前教育现代

化乡镇（街道）建设意见》，明确２０１５

年全市学前教育现代化镇（街道）比例

达７０％。１１月，常州市幼儿园参加江

苏省第七届幼儿园优秀教育活动评

比，获一等奖２个、二等奖１个。

　　年内，与第三方教育评估与研究

机构思来氏合作，对 ２８ 所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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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０名幼儿抽样进行幼儿发展测试

和学前教育质量调研，形成《常州市

ＰＣＤＰ幼儿发展评估报告》和《常州市

学前教育评估调研报告》，并就学前教

育调研情况与２８所幼儿园一对一反

馈，促进学校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

【幼儿园主题背景下的游戏（微视频）

评比】　３月，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

开展幼儿园主题课程背景下的游戏

（微视频）评比，在园级、片级、区级层

层选拔的基础上，１８个单位进入市级

评比。经现场观摩和综合评议，评出

一等奖５个、二等奖８个、三等奖５

个。 （吴琴芳　刘高平）

义 务 教 育

【概　述】　２０１４年末，全市有普通小

学１８７所、在校学生２５．３３万人，年内

毕业学生３．５９万人，招收新生４．５４

万人。全市有初中学校１２４所、在校

学生１０．９２万人，年内毕业学生３．４１

万人，招收新生３．７３万人。全市小学

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年巩固率分别为

１００％、９９．９２％，小学毕业生升学率

１０３．９１％，初中生年巩固率和毕业生

升学率分别为９９．６３％、９９．９５％。在

义务教育阶段优质小学复评中，优秀、

良好、合格学校分别为６所、１４所、５

所；初中复评中，优秀、良好、合格学校

分别为２所、９所、３所；新认定１所小

学为常州市优质小学，累计（不含九年

一贯制小学部）１６７所，占小学总数的

８６．９７％，学生优质学校就读率８８％。

累计有常州市优质初中１０５所，占初

中总数的８７．５％。

（陆余平　刘高平）

高 中 教 育

【概　述】　２０１４年末，全市有普通高

中３４所，其中公办高中２９所、民办高

中５所，在校学生５．３３万人，年内招

收新生１．６８万人。全市有省四星级

高中２１所、三星级高中１０所，公办高

中全部建成省三星级及以上高中。全

市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１００％。全

市高考本二以上达线率比上年度提高

９个百分点，达７１．４６％，文、理科高分

人数多，总体水平继续保持领先位置。

【学科竞赛】　２０１４年，常州在全国高

中数学联赛上获省一等奖５６人次、二

等奖 ６８ 人次、三等奖 ６２ 人次；在

２０１４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江苏

赛区）竞赛中获一等奖３４人、二等奖

３４人、三等奖８０人，江苏省常州高级

中学获“优胜学校”称号，周雪峰、谈

雷、潘修义３位老师获“优秀辅导教

师”称号。常州在第３１届全国中学生

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复赛（江苏赛区）中

获一等奖６５人次、二等奖８６人次、三

等奖２１人次，其中１０人获国家一等

奖；在第２８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

（江苏赛区）暨２０１４年度江苏省高中

化学竞赛中获一等奖６７人次、二等奖

２７８人次、三等奖１０４人次；在第二十

届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

（江苏赛区）普及组比赛中获一等奖

５９人次、二等奖１８人次、三等奖１４０

人次，在提高组比赛中获一等奖６５人

次、二等奖１９人次、三等奖２８人次。

（戚宝华　刘高平）

【首届中学生辩论赛】　１月，常州市

首届中学生辩论赛在江苏省常州高级

中学举办。辩论赛采取混龄、混合分

组的方式，每个队伍由４所不同学校

的学生组成，其中高中生３名、初中生

１名，常州市第一中学、常州外国语学

校、常州市正衡中学等１１所中学参

赛，旨在引导学生关注社会时事，提升

整理分析、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

促进独立思考、批判精神的养成。决

赛在中学第五联队（正方）和中学第二

联队（反方）中进行，双方围绕辩题“个

人梦想实现关键在于社会还是在于个

人”展开辩论。苏州大学教授吴铁钩、

参加过全国首届中学生辩论赛的优秀

辩手梁歆佚、俞洋出任比赛评委，并最

终判定第二联队夺冠。 （吴　芳）

特 殊 教 育

【概　述】　２０１４年末，全市有特殊教

育机构６个，其中公办５个；有听障残

疾学生１２３人、智障残疾学生３９９人，

在职教师１４１人。全市盲聋哑及智障

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９９．８％，其

中市区１００％，全部实行免费教育。

常州聋哑学校６名学生参加对口高校

单招考试，全部被录取；５名学生参加

服装制作专业考试，获服装制作初级

证书；首届９名培智职业高中学生顺

利毕业，取得面点师初级证书。学校

加强与市残联合作，定期开展职业培

训，２７名社会残疾人士参加培训并获

相应的劳动技能等级证书。

　　年内，３名特殊教育教师在第七

届江苏省基础教育（特殊教育）青年教

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中获一、二等奖，３

名教师在江苏省首届智障教育微课大

赛中获一、二等奖。１０月，江苏省特

殊教育年会在常州聋哑学校召开，主

题为“数字技术在特校课堂的建设与

运用”，来自全省１００多所特殊教育学

校２００余名代表参加，期间，常州聋哑

学校开设了语文、数学、美术、英语、理

科和面点制作６堂Ｉｐａｄ观摩课。１１

月，江苏省第三届智障教育发展研讨

活动在常州市举行，主要内容是２０１４

年江苏省智障教育微课大赛颁奖暨数

字化学习课堂教学观摩，首届智障教

育微课大赛征集微课作品１６３节，常

州市光华学校５节课获一等奖，溧阳

市培智学校获２个一等奖，常州市光

华学校获组织奖。

【课程建设和特色活动】　２０１４年，常

州市光华学校推进“选择性课程”建

设，编写适合残疾人阅读的技能培训

学习教材《ＤＩＹ冷凝皂》《丝网花》《刻

纸》《手编织》等。金坛市启智学校完

善校本课程“生活适应”，常州聋哑学

校开设培智职高支持性课程，溧阳市

特殊教育学校筹建多感官综合治疗

室。各校积极开展各类活动，常州聋

哑学校举办春季趣味比赛，金坛市启

智学校开展“校园之星”评比、体艺“２

＋１”活动，常州市光华学校举办才艺

展示周等。武进区特殊教育学校代表

江苏省参加澳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第二十一届城市田径邀请赛，获金牌

７枚、银牌６枚、铜牌５枚。

（吴琴芳　陆余平）

民 族 教 育

【概　述】　２０１４年末，全市有初中、

高中和中等职业技术３种学制的西藏

校（班），在校西藏学生８１３人。常州

西藏民族中学在校西藏学生４４２人，

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在校西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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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７人，常州旅游商贸高职校在校西

藏学生５３人，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在校

西藏学生３１人。

　　４月，常州西藏民族中学与教育

部南京师范大学课程研究中心签约合

作，开展学校课程改革实践，致力提升

课程建设质量。 （孔德旺　刘高平）

职业技术教育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有高等职业

技术学院６所（其中民办１所）、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初中后五年制）６所、

中等专业学校６所、技工学校（技师学

院）９所（其中武进、金坛、溧阳技工学

校与武进、金坛、溧阳中等专业学校合

署办学）。有初中后职业教育在校生

７．３５万人，招收新生２．２５万人，毕业

学生２．２７万人。其中，各类五年制高

等职业教育（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教育学院、江苏城市职业学院的

五年制高职）在校生２．９４万人，招收

新生６２４７人，毕业学生５６４８人；技工

学校技师班在校生１０７１人，招收新生

４６５人，毕业学生３３８人；技工学校高

技班在校生７９６０人，招收新生３９００

人，毕业学生４０３６人；技工学校中技

在校生１５８８５人，招收新生５８５８人，

毕业学生４９８４人；普通中专在校生

１．９１万人，招收新生５９９６人，毕业学

生７７１６人。

　　４月，常州刘国钧高职校通过国

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省

级验收，常州旅游商贸高职校、武进中

等专业学校的国家示范项目建设稳步

推进。９月，常州建设高职校新校区

建成投用。１１月，江苏省金坛中等专

业学校牵头成立常州市（金坛）光伏职

业教育集团，１１家成员单位参加。金

坛、溧阳中等专业学校和常州卫生高

职校启动江苏省高水平现代化职业学

校建设，建设周期２年。

　　年内，常州市获职教类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２个、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二等奖５个。常州刘国钧高职校

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常州旅游商贸高

职校的旅游管理、武进中等专业学校

的机电技术应用作为首批江苏省职业

教育高水平示范性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通过省级验收。刘国钧高职校的应用

化工技术专业、常州卫生高职校的药

学专业被省教育厅评定为江苏省五年

制高等职业教育特色专业；常州旅游

商贸高职校的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和

旅游外语专业、金坛中等专业学校的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溧阳中等专业学

校的计算机应用专业被省教育厅评定

为江苏省中等职业教育品牌专业；武

进中等专业学校的计算机平面设计专

业被省教育厅评定为江苏省中等职业

教育特色专业。年内，常州市教育局

获光华基金会颁发的年度优秀合作伙

伴奖，被教育部等６部门评为全国职

业教育先进单位。

【现代职教体系建设】　２０１４年，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中职与应用本

科衔接项目进一步扩大，１１个试点培

养项目招生４６５人。在普通高校对口

单独招收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中，常州

市再创佳绩，８所中等职业学校１１８８

位考生报考，７２４人达本科录取线，本

科达线率６０．９４％，比第二位城市高

１７个百分点；本科录取６９８人，本科

录取率５８．８％，连续１５年名列全省

第一。常州市具有对口单招、五年一

贯制高职、中职＋本科、中职＋高职、

高职＋本科等多个职教体系改革试点

项目，实现中职、高职、本科的贯通，初

步构建起现代职教体系的新常态。

【职业技能竞赛】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职

业学校４６４名师生在全省职业学校技

能大赛中获一等奖７０个、二等奖１２９

个、三等奖１１７个，总分连续２年位居

全省第二。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全市中等职业学校２７名学生选手

参加１３个项目的比赛，获一等奖１０

个、二等奖５个、三等奖１个。在第二

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中，常州市技师

学院、刘国钧高职校、旅游商贸高职校

等积极组织参与比赛并承担大赛赛点

工作，摘得江苏技能状元９个学生组

一等奖（全省共１０个），为全省第一，

市教育局被市政府授予集体二等功。

１２月，市教育局、财政局、人社局联合

举办职业学校技能竞赛月活动，全市

职业学校系统１４所学校７６５名师生

参加了９个专业大类４２个项目的竞

赛。 （林　春）

【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概述】　２０１４

年末，常州艺术高职校有在校生１３８２

人。年内招生３１０人，毕业学生２４５

人，最终就业率９９％。学校有教职工

１３９人，其中通过社会化公开招聘和

学校自主招聘新进教师１５人。２２人

取得高一级职称，其中副高级职称教

师６人，中级职称教师１６人；３４人晋

升高一级岗位，７人获高校教师任职

资格。

　　专业设置。学校设有艺术设计

系、艺术表演系和公共基础部。艺术

设计系包括影视动画、艺术设计２个

专业，其中艺术设计专业含广告媒体

策划、服装设计与营销、环境设计、民

间工艺４个方向。艺术表演系包括表

演艺术、主持与播音２个专业，其中表

演艺术专业含声乐、器乐、舞蹈、江南

丝竹４个方向。表演艺术、影视动画

专业为江苏省五年制高等职业示范

专业。

　　教学科研。全年有１２篇论文发

表在省级核心期刊和国家级核心期

刊，１篇教学设计获省级二等奖。《职

校生主观幸福感与积极教育策略研

究》成为国家级子课题，《表演艺术专

业项目化课题开发与实践研究》为省

级课题并已结题。服装教研室老师郦

虹的设计作品《衣·垒》入选第十二届

全国美展。

　　校企合作。３月，学校与中华恐

龙园签订校企合作协议。联手南京艺

德源动漫制作有限公司、常州鸿鹄装

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常州花神生活

馆等企业开展产教结合工作。１２月

２８—２９日，学校承办了由国家教育

部、文化部、全国艺术职业教育行业指

导委员会主办的２０１４年全国艺术职

业教育产教对话会议。

　　技能大赛。年内有２４位师生在

常州市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中获奖，２８

位选手进入省赛，其中获一等奖９人、

获二等奖１３人、获三等奖６人。４

月，参加省专业技能比赛，获金牌１

枚、银 牌 ９ 枚、铜 牌 ９ 枚，获 奖 率

７３％，为近５年之最。 （张经亮）

【常州铁道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概述】　

２０１４年末，常州铁道高职校有全日制

在校生３０００余人，教职工１７４人（其

中教师１５０人），具有高级以上职业资

格证书的“双师型”（同时具备教师资

格和职业资格）教师占专业教师的

２４２ 教　　育



７５％。录取新生 ８９０人，毕业学生

７４０人，一次性毕业率９５％。学校被

常州市政府授予２０１３年度常州市五

一劳动奖状，中国南车大学被授予江

苏省“示范性企业大学”称号。

　　专业设置。学校设机电工程系、

轨道交通系、材料工程系，开设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焊接技术及自

动化、电子商务等１０个专业。其中，

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为江苏省五年制高

职特色专业，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为

江苏省五年制高职品牌专业。

　　２０１４年，学校承办各级各类技能

大赛，为企业提供在职培训、农村劳动

力转移培训、就业培训等５０７２人次。

组织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专业学生参加

全国技能竞赛，获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应用与维修项目二等奖；在２０１４年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城市轨道交

通车辆运用与检修技能项目银牌；在

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焊工项目比赛中

获银牌４枚、铜牌４枚。 （杜　芬）

【江苏省常州建设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概述】　８月１３日至１０月４日，常州

建设高职校整体搬迁至常州殷村职教

园。新校区占地５４万平方米，一期建

筑面积２８万平方米。

　　２０１４年末，全校有在册学生６４５８

人，其中高职学生５４１３人，中职学生

１０４５人。招收五年制高职学生１０８０

人、三年制中职学生２２７人；毕业学生

１４５０人，就业率９７．６９％。年内，有

１３名教师获中级职称，１人被评为研

究员，６人被评为副教授，１人被评为

高级实验师。

　　教学科研。年内，学校新增城市

燃气工程技术专业（燃气监理方向）。

全年校级课题立项１９项，结题２２项；

完成市级以上课题结题８项；申报省

社会科学课题及省社会科学应用研究

人才发展课题各１项，申报市社科联

２０１４年课题１０项；完成“十二五”规

划２０１３年度教育部重点立项课题《行

业性高职院校培养学生就业能力的研

究》的开题工作；２人获２０１４年度省

第四期“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科

研项目资助经费；新增实用新型专利

９项。全年有３３篇论文在市级以上

评比中获奖，２２篇在核心期刊发表。

　　实训基地。顺利完成老校区实训

室搬迁与新校区首批实训室建设。稳

步推进“校园大课堂”建设工作，建成

水底微环境展示系统、综合管廊、地暖

展示系统等一批实训教学点，设立绿

色技术展示牌，强化教育功能；承办第

二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装饰镶贴工决

赛与２０１４年常州市职业院校技能竞

赛月艺术插花、建筑装饰技能、建筑

ＣＡＤ、工程测量和工程算量的竞赛工作。

　　校企合作。２０１４年，新增上海建

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我爱我家

房屋租赁置换有限公司、苏州皇家整

体住宅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等１４家校

企合作企业；成立木结构建筑学院、江

苏金卓学院；组织木结构施工管理培

训；组织相关知名企业开展校园宣讲

会和招聘会，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全年组织大型或省级考试８次，２．６

万余人参考；举办各级各类培训班

１３５期，培训２３２５０人次。所辖江苏

城建校建筑规划设计院、常州诚建规

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常州市城建校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３个科技服务实体完

成产值２４００余万元。

　　竞赛成绩。学校在２０１４年江苏

省技能大赛中获金牌９枚、银牌１２

枚、铜牌５枚，在２０１４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科力达杯测绘技能

比赛中获水准测量一等奖和工程施工

放样二等奖，在第五届全国高等院校

斯维尔杯ＢＩＭ 系列软件建筑信息模

型大赛现场总决赛中获高职高专组全

能一等奖，在２０１４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测绘赛项总决赛中获二

等水准测量金牌和工程施工放样银

牌。学校教师参加２０１４年江苏省公

共基础课研究课和示范课评比，获省

级研究课２个；３位师生参加江苏省

职业学校职业英语技能比赛和高职高

专英语技能比赛，分别获银牌和二等

奖。学校在首届全国高职高专建筑装

饰综合技能竞赛中，获团体特等奖。

　　国际交流。积极开拓与英国索伦

特大学、美国艾德荷州立大学、加拿大

菲沙河谷大学的交流与合作，拓展相

关培训项目和课程。２名学生赴英国

索伦特大学分别攻读硕士、学士学位，

这是学校国际合作交流首批留学生。

（徐祖平）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概述】　

２０１４年末，常州卫生高职校有全日制

学生３９６１人，其中五年制高职学生

３５３３人。年内，录取新生７９２人，其

中高职学生７０５人；毕业学生８６１人，

其中 高 职 毕 业 生 ７２１ 人；就 业 率

９８．６％。６１９人参加执业护士资格考

试，其中中职学生１３９人、高职学生

４８０ 人，通 过 率 分 别 为 １００％、

９９．５８％；６０人参加高级验光员和高

级定配工考证，１５８人参加中药调剂

员和医药商品购销员考证，通过率均

为１００％。学校有专任教师１４５名，

其中中高级职称教师占比７７．２％，

“双师型”教师占比８１．９８％；新增博

士１名，在读博士１名；有江苏联合技

术学院优秀教学能手３名、高级技师

资格教师１２名、技师资格教师２３名。

　　实训基地建设。学校有７个实训

中心。药学实训中心新增中药传统技

能实验室、虚拟实验室，药学基础实验

室与专业实验室分开，整个药学实训

中心的总面积增加近４０％。建成专

业录播教室１个及多功能示教室４

个，并成立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教学科研。学校被评为江苏省职

业教育技能教学研究基地，有省级品

牌专业１个；药学专业成为省级特色

专业，省级特色专业累计２个。１位

教师在全国涉外护理专业教学比武活

动中获一等奖。在常州市组织的示范

课和研究课评比中，３位教师获一等

奖；３位教师代表常州市参加省级示

范课和研究课评比活动，分别获评省

级示范课和研究课；３位教师参加江

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设计比赛，１

人获一等奖，２人获二等奖。学校３

项课题被省卫计委立项，１项课题获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立项；３项省

卫计委课题顺利结题，其中２项获优

秀课题。全年发表论文１２３篇，其中

在核心期刊发表１３篇。

　　社会培训服务。全年学校为社会

培训４８５９人次。完成村卫生室人员

合理用药培训，经省统考，合格率

１００％。完成常州市全科医师规范化

培训理论学习班的各项工作，完成市

初级养老护理员培训任务。与溧阳市

３４２教　　育



人民政府签订校地人才合作框架协

议，就实习实践、见习就业、高层次人

才的创新创业、继续教育等方面进行

全面合作。

　　竞赛成绩。年内２件作品在江苏

省职业学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信息化教

学设计比赛中分获一等奖和三等奖；

１５件作品在全省医药卫生类职业学

校微课程比赛中获一等奖１项、二等

奖３项、三等奖６项。在省职业学校

啦啦操比赛中，学校代表队获团体二

等奖，两个单项分获第一名、第五名。

在２０１４年江苏省文明风采大赛中，获

一等奖７项、二等奖４项、三等奖４

项。在市职业学校创业设计大赛中，

两名学生分获一、二等奖；在市高等教

育和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中，获一、

二等奖各１人。 （叶云屹）

【江苏省常州体育运动学校概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体育运动学校学生中考

平均分比上届提高１１分。在省单招

中，被常州大学录取８人。年内，学校

组织３７９名运动员参加江苏省第十八

届运动会篮球、足球、田径、自行车、举

重、摔跤、柔道、拳击８个项目的角逐，

获赛会奖牌１１７．５枚，其中金牌５６．５

枚。田径、柔道、拳击项目的赛会金牌

位列全省第二，篮球、举重、摔跤、自行

车项目的赛会金牌位列全省第三。

（李　蕴）

【中国建设银行常州培训中心概述】　

２０１４年，中国建设银行常州培训中心

（简称“建培中心”）举办各类现场培训

班５１２期，完成现场培训２０．４６万人

天，为建设银行各分行提供上门培训

１．１６万人天；完成网络培训１１．０６万

人次，组织全行岗位考试９．９５万人

次；开展考试测评项目１５２个，开展人

才测评３６１４人次。

　　项目研发。建培中心全年开发完

成新课程３１门，启动开发新项目９

个，更新完善重点项目１０个，培训体

系更加完备；不断加大培训转型力度，

积极实践现场培训与测评技术、线上

培训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开发实施咨

询型、诊断型、混合型等培训项目。创

新运用拓展体验式、分享式、咨询式、

诊断辅导式、沙盘模拟、“世界咖啡”等

培训方式，有效推动培训成果向生产

力的转化。学员平均满意度９７．８％。

　　网络培训。全年网络课程注册

４０２．３３万人次，课程学习４２５．１１万

人次。建培中心完成建行新一代项目

系统以及网络学习系统的支持保障工

作，完成网络学习课件合规性测试

８５０个，现场班维护４．１万个，提供技

术支持服务３．２万次；自主开发完成

２个项目２３个课件，完成建行全行定

制课件１１７个、新一代项目课件９３

个、现场转网络标准类课件５４个。

　　考试测评。开展新一轮管理类、

会计营运类和客户经理类考试测评项

目研发，并通过推动新一轮考试测评

项目研发、测评工具自我研发、咨询式

测评、项目标准化建设等工作，形成一

级分行部门后备管理人才竞聘精品项

目，不断建立研发优势。积极推动题

库系统建设，开展小企业客户经理岗

位培训考试、财富管理师和造价咨询

师专业技术岗位职务考试题库建设工

作，新开发结构化面试和无领导小组

讨论、管理和经济金融等题库。对已

有的远程考试系统、常培在线试题库

系统进行优化升级。注重测评技术提

升，年内实现１５ＦＱ＋测评工具系统

上线，引进诺姆四达人才测评系统、智

鼎胜任力词典等技术工具。（许海英）

【技工教育】　２０１４年，全市有技工院

校８所，在校生２４９１６人，其中高技班

及以上学生９０３１人。有教职工１４０４

人，其中专职教师１０２８人。毕业学生

９３５８人，其中中技班４９８４人、高技班

及以上４３７４人，就业率９８％。录取

新生１０２２３人，其中高技班及以上

４３６５人，占招生总数的４３％。

　　年内，常州市有１２４８名高技能人

才享受省政府补助资金１５４．０８万元，

其中技师１１７６人、高级技师７２人；有

５５０５名高技能人才享受市政府补助

资金２７４．５７万元，其中高级工３３０２

人、技师１９８０人、高级技师２２３人。

对１３家开展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人

才院校发放奖励资金２４７．７５万元。

年内，全市参加各类职业技能考核鉴

定９３６９５人次，鉴定取证８１０９４人次，

其中高级技师７２人次、技师８６０人

次、高级工２５３３０人次、中级工３８１２１

人次、初级工１６７１１人次。

　　年内，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的数

控加工专业被评为江苏省技工院校示

范专业，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的药物

分析与检验、计算机广告制作２个专

业被评为江苏省技工院校重点专业，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的数字电路、塑

料模具制造和武进技师学院的数控车

床编程与操作３门课程被评为江苏省

技工院校精品课程。２名教师被评为

江苏省技工院校教学名师，９名教师

被评为江苏省技工院校专业带头人。

常州市技工院校创建市级示范专业２

个、市级精品课程３个、市级教学名师

２名、市级教学带头人１５名。３２名教

师取得省人社厅颁发的江苏省技工院

校教师上岗证。

在省教研成果评选中，常州市技

工院校有９篇论文、８个课件、２篇教

案获奖。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学生殷

晓成入选数控铣项目国家集训队，备

战２０１５年８月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

第４３届世界技能大赛。

　　年内，常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

司乔森工作室被评定为国家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南车戚研所陈士华工作室

被评定为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沙罗

金等８家大师工作室被评定为市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９人获“省企业首席

技师”称号，６家单位被评为市级高技

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１０家单位被评

为常州市企业高技能人才评价示范单

位。东芝变压器有限公司日本籍专家

村川吉弘成为全省“双创”（高层次创

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计划１０名高技

能人才之一，常州市在江苏省高技能

人才引进计划上实现零的突破。１１

月，常州１３名选手入选江苏代表队参

加第六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决赛，获

２项第一，５人被人社部授予“全国技

术能手”称号。

【常州承办第二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

　４月２５—２７日，第二届江苏技能状

元大赛在常州市举行。该赛是全省职

业技能大赛中规格最高、范围最广的

赛事，从２０１２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

分设职工和学生两个组别各１０个工

种。赛事吸引５万名选手参赛，３４５

名职工选手和２５１名学生选手最终进

入决赛。常州代表队获团体总分第

一、企业职工组４个状元、学生组９个

第一的佳绩。４名状元被省政府授予

“江苏技能状元”称号，享受省劳模待

４４２ 教　　育



遇，并列入省“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

程项目培养对象，每人获１０万元现金

奖励。中国南车戚机公司等４家单位

被省政府授予高技能人才摇篮奖，常

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等２０家单

位被大赛组委会授予高技能人才摇篮

奖。常州市被大赛组委会授予优秀组

织奖。

　　常州市对获企业职工组一、二、三

等奖的２４位获奖选手分别奖励３万

元、１．５万元、６０００元，对获学生组一、

二、三等奖的２０位获奖选手分别奖励

１万元、５０００元、３０００元。

　　同时，授予获市选拔赛企业职工

组一等奖的１０位选手常州市五一劳

动奖章和“常州市技术状元”“常州市

技术能手”称号；对获市选拔赛学生组

一等奖的１０位选手，由市人社局向省

人社厅破格申报技师职业资格（全国、

全省统考及特殊职业工种除外）。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常州刘国

钧高职校、常州交通技师学院、南车戚

机公司、常州航天创胜数控技术有限

公司、常州高压电力设备厂、河海京御

张晓东大酒店７家单位被市政府授予

常州市高技能人才培养突出贡献奖。

（陈　俊）

高 等 教 育

【概　述】　２０１４年末，全市有常州大

学、江苏理工学院、常州工学院和河海

大学常州校区（非独立建制）４所全日

制普通本科院校，常州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常

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常州轻工职业

技术学院、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和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６所专科院校，常

州市开放大学、常州市职工大学（常州

市建筑职工大学）２所成人高校。在

常州的高校有本科专业（方向）６０多

个、专科专业（方向）５０多个，涉及工

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法学、

艺术学、医学、农学以及教育学１０大

学科门类。

　　年内，全市在籍统招全日制研究

生和普通本科、专科大学生１２．６３万

人，比上年增１．３％，其中博士研究生

２人、硕士研究生２００６人、本科生

５．５６万人、专科生６．８６万人，专科生

中五年制高职后两年学生１．１９万人，

在籍成人学历教育学生３．４万人。招

收新生３．５万人，向社会输送本科、专

科 毕 业 生 ３．２７ 万 人，比 上 年 减

０．６％。全市大学毕业生平均当年就

业率９５％，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年

末，全市高校有教职工８２２８人，专任

教师５６８４人，其中正高级职称教师

４４４人、副高级职称教师１７６５人、中

级职称教师２７６１人，分别占全市专任

教 师 总 数 的 ７．８１％、３１．０５％ 和

４８．５７％。专任教师中有博士７５２人、

硕士１７５２人。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主要有函授教

育、现代远程教育、开放教育、自学考

试等形式。有高等学校成人教育校外

教学点８１个，其中函授站（点）４８个、

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点）３３

个。４８个函授站点为２５所高校所

设，在籍人数１７０６９万人，其中专科

９１１４人、本科７９５５人；３０所高校在常

州设立３３个远程教育学习中心，在籍

人数８４６１人，其中本科５５１６人、专科

２９４５人。各校外教学点开设专业涉

及管理、经贸、建筑、教育、卫生、司法、

外语、计算机、机械、农业、纺织１１大

类近４０个专业。

　　全市高校有省优势学科１个、部

级重点学科２个、一级学科省重点（培

育）学科８个，省级重点实验室５个，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１个、二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２个、一级学科

硕士学位授权点１１个、二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权点４５个、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授权点１２个。有国家级卓越工程师

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３个、国家级

重点专业２个、国家级特色专业１１

个、省级重点专业１２９个、省级特色专

业４３个、省级品牌专业６个，国家级

精品课程２０门、省级精品课程１００余

门。有１３５个省“十二五”高等学校重

点专业。其中，本科１８个专业类别涵

盖４８个专业，高职１９个专业群涵盖

８７个专业。

年内，在常州高校在２０１４年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评选中获３项一等奖，

分别为由常州大学教授邵辉完成的

《石油石化安全人才五元创新培养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高教类），由常州市

科教城（高等职业教育园区）管委会、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常州纺织服

装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常州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大学共同完成

的《政 府 主 导、产 教 融 合、协 同 育

人———区域高职教育常州模式的创新

实践》（职教类），由常州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教授邓志良主持完成的《“信息产

业园”校企合作育人平台建设的探索

与实践》（职教类）。１０—１２月，市教

育局先后举办常州市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认定、常州市大学生英

语日语演讲比赛、常州市大学生创业

设计与企业经营管理沙盘大赛。

（姚文华）

【常州大学概述】　２０１４年末，常州大

学有全日制在校生２万余人，其中研

究生１６００余人、成人教育学生８０００

余人。毕业学生５２７２人，硕士研究生

就业率９８．５２％，公办本科生就业率

９７．７９％，怀 德 学 院 学 生 就 业 率

９３．９８％。录取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４９６名；本科毕业生考取研究生５００

人，录取率１６．３％。年内，１７个专业

在１８个省份列入本一层次招生，达到

普通本科招生数２６％；省内本二录取

分数线文科高出省控线２２分、理科高

出省控线２０分，本三文科分数线高出

省控线８分、理科高出省控线１１分。

　　学校有教职工１５００余人，其中专

任教师近１０００人；有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教师４８２人，其中教授１７１人；硕士

及以上学位比例９０．４％。有中国工

程院院士２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

计划特聘教授１人、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２人、国家“千人

计划”人选１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２人、全国高等

学校安全工程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２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３１人；有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教育

系统劳动模范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

作者３人；有江苏省“３３３”高层次人才

培养工程培养对象４０人，其中中青年

首席科学家１人、中青年领军人才５

人、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３４人；有

江苏省特聘教授４人、“双创”计划人

才５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１２

人、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５个、中青

年学术带头人２６人、优秀青年骨干教

５４２教　　育



师７０人。专任教师中，博士比例由上

年的４０．８％提高到４４．８％，海外研修

比例从２０．６％上升到２２．４％。

　　学科建设。学校设有６５个本科

专业，涵盖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

学、文学、法学、艺术学、医学、农学以

及教育学１０大学科门类。新增车辆

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物联网工

程３个本科专业和制药工程、艺术设

计、项目管理专业硕士点。全校有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１个，一级学

科、工程领域、艺术领域硕士学位授权

点１８个。有国家级特色专业３个、省

级品牌（特色）专业７个、省级重点专

业７个、省级精品（优秀）课程１６门、

国家级精品教材１部、省级精品（重

点）教材１２部；有省优势学科２个、部

重点学科２个、一级学科省重点（培

育）学科５个、省优秀科技创新团队６

个、省重点实验室７个、省级工程中心

１６个。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大学生社会

实践基地各１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１３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２个。

年内，化学工程与技术在省优势学科

一期工作中取得“Ａ”的佳绩，新能源

材料科学与工程和化学工程与技术在

省优势学科二期申报中全部获批立

项；新增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培育点和材料表面技术高校重点

实验室。获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

２４项，其中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一等奖２项。

　　科研工作。全年实现各类科研经

费１．５６亿元，获批国家级项目５３项。

其中，国家级自然科学类项目４３项

（含３项第二单位），包括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２项（１项为第二单

位），实现学校基金重点项目立项的跨

越式发展；获批国字头社会科学类项

目１０项。学校获江苏省第十三届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３项、三等奖

２项；获其他各类省部级奖５项，其中

１项为自然科学奖，填补学校历史空

白。申请发明专利４９６件，授权发明

专利３０７件。５９２篇文章被“三大检

索”收录，国际著名期刊《Ｎａｔｕｒｅ》（自

然）、《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ｓ》（化

学会评论）、《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Ｉｎ．Ｅｄ．》

（德国应用化学）等连续刊发该校教师

科研成果。成功举办２０１４年环境食

品安全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化学会

第１７届反应性高分子学术研讨会、第

八届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论坛———

“江南社会与江南文献”国际学术研讨

会、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八届学

术大会经济学专场。６月，常州大学

史良法学院揭牌仪式暨史良法学思想

研讨会举行。１１月，谢克昌院士、陈

勇院士聘任仪式暨常州大学城镇矿山

研究院成立大会举行。常州大学在

《Ｎａｔｕｒｅ》杂志特别增刊《ＮａｔｕｒｅＩｎ

ｄｅｘ：２０１４ Ｃｈｉｎａ》排名中列中国顶

尖级研究机构第１０５名。

　　产学研合作。２０１４年，学校产学

研合作的合同经费１．６亿元，实际到

款１亿多元。申报江苏省产学研前瞻

项目３９项，获批３３项，获批经费７２０

万元，立项率８４．６％，位居全省高校

第一位，立项数位居全省高校第二位。

年内，获批第二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省先进催化与绿色制造协同创新

中心，相继成立食品质量安全协同创

新中心等６个校级协同中心平台；注

册成立常州大学西太湖大学科技园，

常州大学国家级技术转移中心赣榆分

中心、淮安分中心，常州大学海安高新

技术产业研究院，常州大学溧阳知识

产权服务中心；获批校企共建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２个。

　　国际化办学。与加拿大圣西维尔

大学、爱尔兰梅努斯大学开展合作办

学；与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芬兰、

瑞典、俄罗斯、日本、泰国等２０多个国

家的知名大学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成立华东地区首个泰国研究中心；国

际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国别不断增

加；获评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

验区和省级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基地。

年内，有１９批次１４０人次学生赴境外

交流或实习。首届“蒙福学堂”正式开

班，来自泰国清迈蒙福学校的３４名学

生和２名教师到学校进行为期半年的

学习。

　　学校连续第四次被评为江苏省师

资队伍建设先进高校和江苏省教育人

才工作先进单位。１１月，学校参赛作

品《江苏胍泰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

业计划》在第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赛（２０１４年“创青春”全国

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获金奖。

【怀德学院迁址靖江】　５月２６日，国

家教育部下发《关于同意常州大学怀

德学院举办者变更、迁址等事项的批

复》，同意常州大学怀德学院迁址靖江

市办学。６月１９日，常州大学怀德学

院迁址靖江办学工作推进会暨揭牌仪

式在靖江市新港大道１３６号（高教园

区内）举行。９月，来自全国２１个省、

市、自治区的１８００余名新生报到入

学。怀德学院成立于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

年经教育部批准转设为独立学院，设

５系１部；有专任教师３５６人，其中副

高及以上职称教师１６１人、硕士及以

上学位教师３１０人；有在校生５７７４

人，设置３７个专业，涵盖工学、文学、

经济学、管理学、法学、艺术学、教育学

７大学科门类。

【学校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９月，邵辉领衔主持的《石

油石化安全人才五元创新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这是学校首次获高等

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９月，邵辉

获２０１４年“全国优秀教师”称号。《石

油石化安全人才五元创新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以“尊重生命价值”为导

向，针对适应石油石化生产特殊需求

的专门人才培养进行系统的研究与实

践，形成石油石化安全人才五元创新

培养模式。该成果应用教学情景化、

课程模块化、实训平台化、能力工程

化、素质综合化、监控常态化，将石油

石化安全问题融入教学实践中，集成

相关专业特色课程模块和实验实训平

台，形成完整的培养体系。

【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揭牌成立】　６

月１２日下午，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揭

牌成立，由民盟常州市委和常州大学

共建，同时，常州大学史良法学理论研

究中心、常州民盟法律援助与培训中

心等相关机构成立。这是民盟与高校

首次共建办学。全国政协委员、民盟

中央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法学

教育研究》执行主编、中国政法大学高

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曹义孙担任史良法

学院院长。 （秦　能）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概述】　２０１４年

末，河海大学常州校区有各类在校学

生近万名，其中博士生６名、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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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０余名、本科生５５４０余名、外国留

学生６名。有教职工６００余人，其中

高级职称教师１５１人、博士生导师１２

名、硕士生导师１２１名。招收博士生

６名、硕士生２４１名，录取本科新生

１４０６人。本科毕业学生１３３４人，硕

士研究生毕业１５３人，本科生就业率

９７．３８％，硕士研究生就业率９８．６９％。

　　学科专业建设。河海大学常州校

区有机电工程学院、物联网工程学院、

企业管理学院３个学院和１个基础学

部（分设人文社科部、外语教学部、数

理教学部、体育教学部４个教学部）。

新增工业设计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３个国家级“卓越计划”专业、３个

省级“卓越计划”专业和６个省重点专

业建设通过省重点专业中期检查；物

联网工程专业通过省教育厅的学士学

位授权审核。年内，获省研究生教育

教学改革研究课题２项，云计算技术

与应用成功入选教育部—ＩＢＭ 产学

合作专业综合改革项目２０１４年建设

课程。有水利机械、物联网技术与应

用２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机械工程１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材料加工工程、通

信与信息系统、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

置、水利机械、物联网技术与应用、社

会经济统计学、低碳经济学７个二级

学科硕士点；有机械工程、材料工程、

电子与通信工程、计算机技术、项目管

理、物流工程、工业工程等７个工程硕

士授权领域和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物

联网工程、会计学等１５个本科专业。

　　人才培养。完成新增博硕士点的

首次招生工作，启动硕士三段式培养

模式改革试点，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

与专业实践能力培养。２篇论文被评

为省优秀硕士论文，有省普通高校研

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９项、省普通

高校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５项，

新增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１５个。本

科毕业生继续深造率２７．８３％，有省

优秀本科毕业论文２篇、省优秀毕业

设计团队１个。承办２０１４年江苏省

高校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工作交

流会，工程实践教育模式得到广泛宣

传。创新教育持续深入，获省部级以

上学科竞赛奖项１４９项，其中国家级

４８项，包括２０１４年英特尔杯大学生

电子设计竞赛嵌入式系统邀请赛全国

一等奖，美国计算机协会主办的２０１４

年ＡＣＭ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铜

奖，哈工大杯第十六届全国机器人锦

标赛冠军４项、亚军３项，第六届全国

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二等奖，第

三届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

一等奖，２０１４年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

计竞赛一等奖，２０１４年第一届全国大

学生生物电子设计竞赛二等奖，第五

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大赛三等奖，第六

届全国管理决策模拟大赛一等奖，第

十届全国大学生用友新道杯沙盘模拟

经营大赛二等奖。

　　科研合作。２０１４年新获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１１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项目４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

金１０项、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４项，

合同经费６１２万元；新增省工业支撑、

软科学等其他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９

项、常州市科技计划项目１６项。受理

发明专利３０６项，增长８０％；授权发

明专利８０项，授权实用新型７８项、登

记软件著作权３８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２２２篇，其中被ＳＣＩ、ＳＳＣＩ、ＥＩ、ＣＳＳＣＩ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分别

收录５３篇、１篇、１４５篇、２３篇；新增

科技合同经费２４４２万元，到账２１０４

万元。参与“世界水谷”与水生态文

明、沿海开发与保护、重大基础设施安

全保障３个江苏省协同创新中心和河

南省建筑节能材料协同创新中心建

设；积极推进校地合作，与８１家企事

业单位签订科研合同１３８４万元，比上

年增长４２％；转让专利１１项，转让经

费３６．７万元。

　　教育国际化。以招收培养首批６

名留学研究生为契机，积极探索留学

生培养管理模式，扎实推进河海大学

２项留学生全英文专业建设和１项全

英文精品课程建设；积极推进国际合

作交流，与英国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

德国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等建立

合作关系。年内有１名教师获批国家

留学基金委员会全额资助项目，５人

获批１∶１配套中青年骨干教师出国

留学项目，２人获批江苏省优秀中青

年教师出国留学项目，３人自费公派

出国访学。 （陈海波）

【常州工学院概述】　２０１４年末，常州

工学院有普通全日制在校学生１４２９３

人，年内招收全日制新生３６２８人、成

人教育新生３１６１人；普通全日制学生

毕 业 ３３７２ 人，毕 业 生 就 业 率

９８．０４％。有教职员工１０７６人，其中

专任教师７３１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教师４１７人、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

５３２人。引进各类人才２２人，其中教

授５人、博士１６人。教师考取在职博

士１３人，在职教师获博士学位２人；

教师晋升正高职称８人、副高职称１３

人；获批“六大人才高峰”３人，入选江

苏省第四期“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

程１６人。

　　国际教育合作。年内，学校有１９

个中外合作办学或国际课程实验班，

在读学生６００余名。招收来自日本、

韩国、泰国等１８个国家的８５名留学

生，聘请外籍教师７人次。与英国赫

特福德大学合作举办的软件工程专业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通过教育部首批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评估。与丹麦 ＶＩＡ

大学学院合作举办的土木工程专业本

科教育项目获教育部批准，２０１５年开

始招生。加入教育部中教国际交流中

心中美人才培养计划“１２１”项目。

　　人才培养。学校设有机电工程学

院、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等二级

学院（直属教学部）１６个，开设机械制

造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等４７个

本科专业，新增车辆工程、数字媒体艺

术和秘书学３个专业，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专业获学士学位授予权。获批

江苏省２０１４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试点项目６项（专业）、江苏省中高

等职业教育衔接课程体系建设项目１

项。获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成

果交流会最具潜力创业项目奖１项、

江苏省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创新创业

大赛奖励５项、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

设计大赛特等奖１项、第十四届全国

多媒体课件大赛一等奖１项、江苏省

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一等奖１项、江苏

省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优秀组织奖

和多项单项奖。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

计划项目获国家、省、市级立项分别为

１６项、５５项、２项。年内，学生获国家

级学科竞赛奖１３项、省级奖５０项、市

级奖２３项。学校被评为２０１４年度江

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科研工作。学校获批市级以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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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科研项目１００余项，总经费１０７１．４

万元。其中，国家自然基金项目４项，

国家自然基金合作项目２项，国家星

火计划引导项目１项，教育部人文社

科基金项目２项，建设部科技项目３

项，江苏省科技计划项目８项，江苏省

社科基金项目３项，省教育厅重点实

验室建设专项１项，省重点建设学科

建设专项１项。学校获横向科研项目

１５０多项，合同到账经费４１４７．７６万

元。各类科技成果获奖４４项，其中获

教育部科技进步奖１项、中国机械工

业科技进步奖２项、中国商业联合会

科学技术奖５项、江苏省机械工业科

技进步奖３项、江苏省第十三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３项、江苏高校

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１项、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３２项。申请发明专利３７件，获授

权３４件，成果转化２件。与河海大学

联合培养的７名硕士研究生顺利毕

业，与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分别

联合培养的工程硕士学位研究生开

班。３月，学校与南京艺术学院共同

获批成为“文化创意”江苏高校协同创

新中心立项建设单位。

【中丹合作儿童学研究中心落户常州

工学院】　１１月３日，中丹合作儿童

学研究中心揭牌成立。中丹合作儿童

学研究中心由丹麦 ＶＩＡ大学学院与

常州工学院联合建立，是省内首个中

国、丹麦两国高等教育机构合办的儿

童学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于２００８年由

双方共同成立的中丹合作儿童学研究

所。中心设有儿童德性研究、中丹学

前教育比较研究、学前教育政策体制

的国际比较研究及儿童语言学研究４

个方向。中心致力于创建儿童教育研

究和儿童学研究学术平台及创新学科

体系。

【国内首个注册安全工程师班】　１０

月２２日，常州工学院和南通第四建筑

集团（简称“南通四建”）签订国内首个

注册安全工程师班合作办学协议。该

班由南通四建和学校以“订单”方式合

作培养，为期一学年，２０名大四学生

成为“订单班”首批学员。学生毕业后

即持有注册安全工程师证书，成绩合

格者将全部入职南通四建的安全管理

岗位，南通四建全过程、全方位参与该

班的学员筛选、培养方案制定、教学大

纲拟定、课堂教学、课程考核和毕业设

计。“订单班”以岗位必备技能作为开

课指导思想，学生带着明确的职业指

向学、带着施工生产中的现实问题学；

南通四建按照培养方案要求，派出相

关技术、管理专家定期到校授课，并创

造条件让学生进入公司项目部实习，

零距离接触工程环境。

【江苏城工建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１２月３０日，常州工学院、常州城建集

团和中铁十九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

司合作成立江苏城工建设科技有限公

司。该公司前身为常州工学院建设工

程质量检测所有限公司，从事建设工

程质量各类检测业务及多项科研工

作，是江苏省先进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和信用等级Ａ级企业、常州市工程建

设中介机构先进单位。此次合作集合

三方管理、科研、资金、市场等优势，致

力于打造第三方科技型服务企业，积

极投入市内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创建

国家甲级检测企业、国家级重点实验

室和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研发试制

推广建筑新产品新工艺，力争打造建

筑研发领域上市公司。

【北部新城新校区全面开工建设】　５

月２９日，常州工学院北部新城新校区

一期建设工程开工建设。常州工学院

北部新城新校区建设项目是江苏省

２０１２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和全省９

项社会事业省重点项目之一。建成后

将由公共核心区、教学科研区、学生生

活区和体育运动区四大片区组成，总

建筑面积约４１万平方米，可满足约

１．２万人的教学、科研、生活需求。

（付志荣）

【江苏理工学院概述】　２０１４年末，江

苏理工学院有全日制在校学生１．７６

万人。录取新生４５１０人，其中统招

３２１６人、对口单招９２３人、专转本３７１

人。成人高等教育录取新生３６７５人。

毕业生总就业率９８．５５％。其中，本

二毕业生就业率９８．２３％，本三毕业

生就业率９９．１５％。有教职工１１６９

人，其中正高职称教师１１５人、博士

１７０人、硕士研究生导师８０余名。学

校校园占地面积近１５００亩，建筑面积

４７ 万 平 方 米。图 书 馆 馆 藏 图 书

１５２．９４万册、中外文期刊１５３０余种。

学校获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

进集体、江苏省研究生优秀招生单位、

江苏省第九届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最

佳组织奖、常州市大学生就业创业指

导服务站等多项荣誉。

　　学科专业建设。学校有机械工程

学院、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外国语学

院、商学院、资源循环研究院、职业教

育研究院等１９个教学科研单位；３个

新专业获教育部批准，本科专业达５４

个；机械和环境２个工程领域招收专

业硕士。年内，学校顺利通过省学位

委员会、省教育厅组织的“服务国家特

殊需求”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培养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试点工作的中期

考核。遴选出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

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

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学、

教育学７个校级重点建设学科和设计

学、数学、中国语言文学、心理学、马克

思主义理论、外国语言文学６个立项

建设学科。获批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

新工程项目８个，其中研究生科研实

践计划项目３个、优秀研究生课程１

门、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课题

４个。

　　教学工作。年内，学校成立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再生金属学院、刘海粟

艺术学院、港中旅酒店管理学院等行

业学院，积极探索校企合作培养应用

型人才的新模式。实现省级教学成果

一等奖和国家级精品课程零的突破。

新增省级重点教材３部、现代职教体

系试点项目专项课题２项、大学生实

践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６７项、省软

件服务外包类专业嵌入式人才培养项

目２个、教育部产学合作专业综合改

革项目２项。２门教师教育国家级精

品资源共享课、６个省级重点专业

（类）通过中期检查。完成省级教改项

目结题验收、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建设项目验收各３项，财务管理等２

个专业学士学位授权通过省级验收。

建成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难加工材

料、功能材料及成型技术实践创新中

心和智能控制与工业机器人应用开发

实践创新４个教学平台。

　　科研工作。年内，学校获批各级

各类纵向科研项目５２项，新增经费

１２９３万元，其中国家级项目１１项（国

８４２ 教　　育



家自科基金９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１项、国家火炬计划项目１项）、省部

级项目１５项、市厅级项目１６项、人才

类项目１０项。获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１项，２０１４年中国机械工业科

学技术奖二、三等奖各１项，常州市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１项（联合）、三等奖

１项。取得专利授权２７９件，其中发

明专利２８件、实用新型专利１１５件、

外观设计专利１３６件。获批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１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１６项、国家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十二五”科研规

划２０１４年度项目１项、江苏省社会科

学基金７项。获江苏省第十三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１项、二

等奖３项、三等奖６项，江苏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１

项、三等奖６项，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

精品工程优秀成果奖一等奖１项、二

等奖５项，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４项、三等

奖３８项。学校承担的江苏省高校技

术转移中心建设项目通过省科技厅验

收，并申报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示范机

构；电子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重点实

验室获批成为江苏省高校重点实验

室，被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再生金

属分会认定为全国再生金属行业重点

实验室；高性能材料绿色成形技术与

装备重点建设实验室获批成为江苏省

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常州市装备再

制造工程重点实验室和常州市新能源

汽车控制与运用工程重点实验室通过

常州市验收。

　　产学研合作。全年学校新增合同

金额１８４０万元，立项横向项目８９项，

其中５０万元以上项目数１２项，累计

到账经费１５７８万元。承办２０１４中国

装备制造技术与产业合作高峰论坛。

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江苏省职

教科研中心、常州民营经济研究所等

研究服务平台充分发挥思想智库作用

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多项研究成果

被政府职能部门所采纳。全国职教师

资培养培训基地、江苏省高职师培中

心等培训机构累计完成国家级职教师

资培训１４８４人次、省级职教师资培训

３０１６人次。

　　竞赛成绩。年内，学校获全国大

学生“飞思卡尔”智能汽车竞赛一等

奖、第八届用友新道杯全国大学生会

计信息化技能大赛一等奖、全国高校

大众瑜伽比赛一等奖等，在省级以上

各类竞赛中累计获奖２００多项。学生

科技创新团队获全国“小平科技创新

团队”称号。

　　对外交流。年内，学校先后与德

国茨维考应用科学大学、英国奥斯特

大学、加拿大圣西维尔大学、韩国木浦

大学等大学开展合作办学项目，与德

国梅泽堡应用科学大学签署新一轮合

作办学协议，与英国考文垂大学签署

学分互认协议。聘请外教１３人，４６

名学生赴境外交流学习，５位教师获

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接待境外来

访代表团８个批次。 （杨文生）

【常州开放大学概述】　２０１４年末，学

校有在校生８０８８人，其中，全日制学

生１５５０人，成人本、专科远程开放教

育学生６５３８人。年内，开放教育招收

学员１２１６人，其中本科５３４人、专科

６８２人；全日制高职（专科）招收２３３

人，其中五年制高职招生９９人、三年

制高职招生１３４人。全日制毕业生协

议就业率 ９４．４７％。有教职工 １５５

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２５人。专任教师

中有高级职称教师５３人、硕士研究生

６６人。年内提供各类非学历职业技

能培训１２３４人次，组织开展社区教育

面授课程４９７次，直接受益民众近２

万人次。３月，常州开放大学掌上学

院的ｉｏｓ版本开发完成并通过相关审

核，在ＡｐｐＳｔｏｒｅ（苹果应用商店）上架。

专业建设与科研。新增社区管理

与服务专业。２０１１年立项建设的会

计与审计、广告设计与制作、计算机网

络技术３个特色专业通过结项验收。

在省级以上期刊公开发表论文１１０

篇，其中２篇发表于核心刊物。编写

出版教材２部，科研获奖１４项。立项

建设校级精品课程２０门，其中１８门

为高职类课程。１１项开放大学建设

专项课题立项，并取得阶段性研究成

果。１项常州市社科联攻关课题、６项

常州市社科联２０１４年课题立项，成功

结项１项。３项常州市科协软课题、１

项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人才发展）课

题立项。申报国家开放大学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度课题立项，《社区教育智库

研究———以常州为例》成功立项为青

年专项课题。５项省开放大学“十二

五”规划课题结题。

　　竞赛成绩。学校获金蝶杯常州市

大学生企业经营管理沙盘大赛企业经

营管理沙盘大赛一等奖、２０１４年江苏

省职业技能大赛艺术类三等奖。参加

第四届全国涉外会计岗位技能大赛两

项，涉外会计和单证制作分获团体三

等奖和二等奖各１人。获外研社杯全

国高职高专英语写作大赛（江苏赛区）

公共英语组二等奖、英语专业组三等

奖，首届江苏省高校教师翻译大赛汉

译英组三等奖。在２０１４年江苏城市

职业学院办学系统学生技能竞赛中，３

名同学获平面设计组二等奖；计算机

网络组建和ＣＡＤ制图两个项目获二

等奖２个、三等奖４个。在全省开放

大学第四届优秀学习小组评选中获最

佳学习小组、最活跃学习小组以及学

习小组组长特别贡献奖，２位老师获

优秀指导奖。常州开放大学高职教学

工作连续２年在全省办学系统教学检

查中被评定为优秀。 （王　云）

终 身 教 育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创成市社区

教育示范街镇５个、市标准化社区教

育中心７个、省标准化社区教育中心

７个、省高水平农科教结合富民基地１

个，认定市标准化居民学校８２个。持

续发挥２０个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

的积极作用。举办以“全民终身学习，

创造出彩人生”为主题的２０１４年全民

终身学习推进周活动，推出学习项目

５００余个，近１００万人次参与。钟楼

区、武进区、新北区４个全国社区教育

实验项目通过鉴定，新北区春江镇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牌为农村社区学

习中心（ＣＬＣ）能力建设项目试验点。

开展市社区教育名师工作室领衔人评

选，评选出沈凤君、董农美、崔涛３位

领衔人，组建了２８名教师参加的团

队。举办以“关注社区教育需求、整合

社区多项资源、提升社区教育服务”为

主题的管理干部专题培训，１５０余人

参加培训。

【教育惠民系列培训职业学校专场】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利用职业学校资源，

９４２教　　育



组织开展教育惠民系列培训活动。先

后推出刘国钧高职校、旅游商贸高职

校、建设高职校、卫生高职校、铁道高

职校、艺术高职校、常州开放大学、武

进开放大学８所职业院校的创业理

财、软件应用、汽车保养、烘焙、焊接、

健身舞蹈、眼睛保健、急救、插花等１９

个免费培训项目，４００余位市民参加

培训。 （王　中）

【社区教育信息化】　２０１４年，市教育

局出台《关于加强推进社区教育信息

化建设的工作意见》。启动常州终身

教育在线改版升级、数字化学习资源

的开发与应用、数字化学习社区建设、

信息化素养提升四大工程，数字化学

习资源扩充至１７６个，创建数字化学

习先行社区８个、移动图书馆６个。

信息化素养提升专题培训１００多人。

开展社区教育微课程评比，评出一等

奖５个、二等奖８个、三等奖１２个、组

织奖５个。利用省市平台实施农村妇

女网上行系列培训项目，组织１７４７人

在“江苏学习在线”上学习，３５４人获

学习证书。 （水虎远 张宝林）

【社区教育微课程建设】　２０１４年，常

州开放大学完成社区教育名师精品微

课程摄编制作１０讲，摄编制作社区大

学面授课程视频１５讲，供市民免费学

习。常州开放大学分校、二级学院开

发出“一校（院）一品”社区教育项目微

课程１９门。组织开放大学社区教育

“一校（院）一品”项目微课程评比，收

到分校、开放大学二级学院申报的“一

校（院）一品”项目微课程１９讲，评出

一等奖２个、二等奖５个。组织首届

常州市优秀社区教育微课程评比，收

到各辖市区申报的社区教育精品微课

程２９讲，评出一等奖５个、二等奖８

个、三等奖１２个。

【“一校（院）一品”社区教育项目结项

评审】　２０１４年，“一校（院）一品”社

区教育项目取得明显成效，年受益人

数近１．５万人。１２月，１１所分校（院）

的“一校一品”社区教育项目顺利结项

评审。常州工学院的常州文化传播工

程系列———常州名人和方言的魅力，

常州建设高职校的美化、安全、环

保———健康居住生活系列知识，常州

卫生高职校的常州老年市民健康教育

与促进工程，常州旅游商贸高职校的

饮食营养与保健和常州开放大学信工

学院的社区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工程

获优秀结项。 （王　中 王　云）

【非学历教育培训】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

将１２４家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的管理

层级下放至各辖区教育局（教育文体

局、社会事业局）。市教育局与市民政

局联合发布《关于做好民办非学历教

育机构审批和管理工作的有关通知》，

使各教育机构得到周到、便捷服务和

指导。年内，按照市局牵头、辖区负

责、集中办理、统一发布的原则完成

２５５家非学历教育机构年检，向１６家

非学历民办教育机构颁发民办学校办

学许可证，为１７家非学历教育机构变

更办学项目、广告备案１３件。全市非

学历教育机构举办计算机、外语、财

经、机电、艺术、体育、化工、家政服务、

学前教育等培训项目３０余个大类。

市区培训总数８２．５万人次。其中，文

化培训５．７万人次，外语培训３．４万

人次，艺术体育培训３．１万人次，计算

机培训２．４万人次，技能类培训１４万

人次，新市民培训０．９９万人次，其他

培训４９．６万人次。 （水虎远）

【语言文字工作】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市语委”）举

办全市各类人员普通话培训７８３１人

次，测试７３８８人次；举办对常州市公

路运输有限公司、常州市汽车站客服

中心、各医院等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

员普通话讲座、语言文字规范化知识

讲座１１次。７月，分别在金坛市、溧

阳市、武进区和常州市区为９２６名未

满５０周岁、普通话未达标的幼儿教师

举行免费强化培训和小班辅导以及专

场测试。年内，对金坛、溧阳、武进等

辖市、区开展乡镇中小学语言文字规

范化工作督查。

　　组织开展２０１４年度“放飞梦想”

优秀童谣作品征集活动，收到省内外

童谣作品７３４首，其中成人组４４２首、

未成人组２９２首；征集到的作品在中

国常州网、阳光心港网站进行集中展

示，接受全市广大中小学生投票评议；

组织评审专家评出获奖作品成人组和

未成年人组一等奖各５名、二等奖各

１０名、三等奖各２０名、优秀奖各３０

名。举行全市小学生“咬文嚼字汉字

总动员”汉字听写比赛，武进、新北、天

宁、钟楼、戚墅堰５区计１０２所小学代

表队参加初赛，评出团体一等奖１个、

二等奖２个、三等奖３个，授予２１个

学校活动优胜奖。

　　由市语委、市文明办、常州广播电

视台等共同制作的大型经典诵读类节

目“风雅少年诵———中华经典诵读”在

常州电视台第四套常州公共频道播

出。１０月，全面完成常州方言有声语

言资源数据库建设，同时拷贝存至常

州市档案馆。数据库包含常州地区方

言的音系、单字、词汇、语法、规定故事

讲述、自选话题对话交流等语料音像

资料，还包含与常州方言有关的常州

戏曲、民歌、童谣、吟诵、市井吆喝、民

间习俗、谚语等口头文化语料音像资

料。此数据库的建成，对常州方言的

保护、传承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 （花向阳　刘高平）

０５２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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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文明社区天天乐”文艺辅导成果汇演　（宣传部　供稿）

综 述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市文广新局突出

惠民和改革两大主题，深入推进实施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省级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申报、文化产业三

年跃升、精品生产和院团改革深化、文

化人才队伍建设保障、社会文化环境

巩固优化、国家特色人才基地创建、文

化造血探索、机关形象素质提升九大

工程，狠抓常州“文化现代化”建设，取

得一批重要成果。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３月

底，常州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请

示由省政府正式报至国务院。６月２２

日，大运河“申遗”成功，常州城区段大

运河成为常州市第一个世界级遗产。

在扬州召开的全省大运河“申遗”总结

表彰大会上，常州受到省政府表彰并

作经验介绍。新北区孟河镇、武进区

郑陆镇焦溪村分获“国家历史文化名

镇”“国家历史文化名村”称号。

　　文化改革。《常州市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实施方案》出台，明确总体目

标、阶段性改革任务和责任分工。常

州日报社管理体制调整，注册成立常

州报业传媒集团。翠苑杂志社完成转

企改制工作，《翠苑》杂志的刊号资源

和《江南心》等杂志的市场优势有效整

合。《常州市市级国有文化企业重大

事项管理实施暂行办法》等相关制度

出台。第四批市属文化单位转企改制

认定工作完成。

　　文化民生。开展“精彩龙城———

文化１００大型惠民行动”，组织开展高

品质文化活动１１１项。图书馆、博物

馆、文化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全

年接待市民超５００万人次，举办艺术

展览和培训２００多期。文化惠民“四

个演”（广场周周演、阵地天天演、社区

巡回演、“非遗”文化展演）、“社区天天

乐”等品牌活动演出超５０００场次，观

众３００余万人次；农村“送书、送戏、送

电影”工程有序开展，全年送书４万多

册、送戏６００多场、送电影１．２万余

场。常州大剧院与保利剧院管理公司

第二轮５年期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签

约。启动建设集新图书馆、美术馆、名

人馆、“非遗”馆为一体的文化艺术中

心项目。全面启动省级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创建。

　　文艺精品生产。推出广播剧《天

佑中华》《远航》，舞台剧《从长荡湖来

的女孩》，电影《留守小孩》，电视剧《青

果巷》《孟河医派》，纪录片《百岁学人

周有光》《青果巷走出的名人》，锡剧

《紫薇树下》，中篇弹词《江南第一燕》

等精品力作。其中，电视剧《青果巷》

获第十三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奖（简称“‘五个一工程’奖”）、

第２７届中国电视剧金鹰奖、中美电影

节电视剧金天使奖、第３０届江苏省电

视金凤凰奖电视剧类最佳奖，中篇弹

词《江南第一燕》获第八届中国曲艺牡

丹奖特别节目奖。１０部作品获江苏

省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五个

一工程”奖历年获奖总数１２部，列全

国地级市第一。全年各文艺家协会会

员作品获全国奖项（入展）１８４件，获

省级奖项（入展）３３４件。９大类１４件

美术作品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其

中中国画《渔歌唱晚》《甲午风云》分别

获优秀奖和优秀提名奖；在第十五届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

品博览会上，常州获百花杯金奖８个、

银奖１４个、铜奖８个、优秀奖１３个，

获艺博杯金奖１９个、银奖２０个、铜奖

２１个；李祥《春到农家》获“中国梦我

心中的梦”２０１４全国剪纸艺术名家精

品展金奖；朱国平作品入展第五届中

国书法兰亭奖并获佳作奖；王晓云作

品《父亲的肩膀》获全国第四届农民摄

影艺术展优秀奖，《跃》获中国第十二

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优秀奖，金

寿彭摄影作品《中国龙中国梦》、刘建

中摄影作品《绽放》获江苏省第十一届

五星工程奖金奖；孙忠民被江苏省文

联、文艺评论家协会评选为江苏省优

秀中青年文艺评论人才。

　　文化产业。全市文化企业１万余

家，其中增加值超亿元企业３６家，文

化产业增加值 ＧＤＰ占比连续三年名

列全省前三名，恐龙园股份有限公司

成为省内唯一入选全国十大最具影响

力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文化企

业。常州创意产业基地等５个重点项

目入围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

持计划；常州市久久广告有限公司等

１６个项目（企业）获１２５０万元省文化

产业引导资金扶持，扶持额度连续多

年稳居全省前列。《江南心》杂志瞄准

常州文化门户期刊，全年出刊１２期，

年发行量２０万册，并与《翠苑》杂志共

享全国刊号，“江南心”品牌影响力有

效拓展。西
!

里文保区正式定名为

“民元里１号”，文态、业态和生态提升

布局工作全面推进。

　　社会文化环境。市场监管实现科

技化。５月，常州作为全国文化市场

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首批试点城市，

顺利通过文化部组织的集中测试并正

式启用该平台，全市５００家左右的文

化市场被纳入平台管理。文化市场环

境有效净化。全年开展文化市场、出

版物市场、歌舞娱乐市场等专项整治

行动２１次。市文广新局联合公安、无

管处等部门成功取缔一家非法经营药

品的黑电台，成为省内打击非法电台

并成功追究刑事责任的第一案。４月

２４日，在第十四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前

夕，全省“拒绝盗版，共筑未来”集中销

毁行动在常州市举行，现场销毁全省

各地收缴的各类侵权盗版和非法出版

物１０３万件。开展“两会”期间平安文

化市场专项行动，出动执法人员６８人

次，检查经营场所５５家次，查缴涉嫌

非法书刊２４９册、音像制品９６５７张。

开展“净网２０１４”“清源２０１４”“秋风

２０１４”等专项整治行动，出动执法人员

８４２人次，检查经营场所３２７家次，查

缴非法出版物６万余件。

　　文化人才队伍建设。６月，市文

广新局组织十位文广新系统的专业领

军人物———“十大文化英才”李庆、李

舒娴、李啸东、孙薇、刘旭、张怡、吴鸣、

祝玉峰、徐静、诸葛丽娜赴台湾开展文

化交流系列活动，并在台北国父纪念

馆成功举办江南心常州文化英才书画

作品展。１０月，组织常州艺术家代表

团赴日本、韩国开展对外文化交流。

全面推进名家大师引领计划、领军人

才引凤计划、骨干人才圆梦计划、青年

人才发现计划和老艺术家暖心计划，

推出十大青年文化专业人才和十大青

年文化管理人才。（崔慧娴　白赛雪）

【文化产业引导扶持】　２０１４年，常州

市有２２家企业（项目）获得２０１４年度

部、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扶持。其中，

中华龙城（常州）创意产业基地一期

（迪诺创意园）项目等６个重点项目入

围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文化金

融扶持计划获２１００万元扶持资金；常

州市久久广告有限公司的基于生物感

知技术的互动广告精准投放及大数据

应用产业化项目等１６个项目获１２５０

万元江苏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扶持，

扶持额度连续多年稳居全省前列；３６

个项目获９００万元市级文化产业引导

资金扶持。７月，《常州市文化产业信

贷风险补偿专项资金项目贷款保证保

险三方合作协议》正式签约，开启政府

出资、保险护航、银行授信三方联手的

常州文化金融扶持新政。

【２０１４吟飞杯首届常州文化创意和设

计大赛】　６—８月举办，由市委宣传

部、市文广新局与市发改委联合主办，

主题为“创意改变生活，设计赢得未

来”，大赛在全市范围内征集近３年内

的文化创意设计作品（包括概念作

品），分文化产品设计、现代手工艺设

计、基于互联网新媒体的艺术设计、视

觉设计、文化艺术创新设计和建筑设

计、软件设计、广告设计、专业设计服

务等与其他产业融合的设计等６大

类。征集作品６２５件，１２８件作品进

入终评，常州优易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五蕴皆空香具》、常州大学《ｆｅｅｌｍｅ新

型美容加湿器设计》、常州青云阁艺术

有限公司《城市印》等１０７件作品获优

秀奖。在江苏省首届文化创意设计大

赛中，常州上报作品５５４件，在全省排

名第三，有６０件作品入围江苏省文化

创意设计大赛终评。吟飞科技（江苏）

有限公司的网络远程数字教学圆形双

排键电子管风琴获紫金奖金奖，《印象

江南》等４件作品获紫金奖铜奖，邓嵘

等人的《壶韵》获紫金奖优秀作品评委

推荐奖，常州市六零九零工业设计有

限公司的折叠电动三轮自行车等４件

作品获优秀作品奖。 （崔慧娴）

文化遗产保护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大运河常州段

“申遗”成功；出版《常州运河史话》《常

州运河研究》，完成《常州运河诗文》

《常州运河楹联》和《常州运河影像》等

编纂工作。新北区孟河镇、武进区郑

陆镇焦溪村分别被认定为国家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调查登记国有文物１０

万余件，新增文物收藏单位１８家。相

继完成吕思勉宅、临清会馆保养维护

工程，张太雷纪念馆安防工程和吕思

勉宅展览提升工程；青果巷松健堂、礼

和堂等修缮工程全面推进；组织开展

常州市清凉寺大雄宝殿、武进区万绥

东岳庙、新北区孟河镇孟城北街民宅

和九龙禅寺大雄宝殿、钟楼区崇法寺、

戚墅堰区潞城镇朱氏宗祠６项修缮方

案专家论证工作；完成常州滨江经济

开发区富德地块、钟楼区华润热电地

块、新北区孟河镇小黄山村、溧阳市南

渡镇弘博热电地块等考古调查勘探。

　　“非遗”保护体系日趋完善。完成

第四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增补，

新增国家级项目１个；常州大学成为

首批“非遗”省级研究基地；同步推进

“非遗”生产性保护传承，有省级生产

性保护示范基地１家（常州梳篦）。全

市有世界级“非遗”项目１项、国家级

“非遗”项目１３项、省级“非遗”项目

３８项，有国家级传承人６位、省级传

承 人４３位。６月１４日，中国第九个

２５２ 文化　广播电视　新闻出版



白氏留青竹刻艺术展　（文广新局　供稿）

文化遗产日期间，市文广新局与江苏

省“非遗”保护中心共同主办“刃游青

筠”国家级“非遗”项目常州留青竹刻

精品展，展示常州留青竹刻艺术的最

高水准，同日，“苏韵流芳”江苏“非遗”

传统戏剧展演在常州启动。

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　（文广新局　供稿）

【“苏韵流芳”江苏“非遗”传统戏剧展

演】　６月１３—１４日在常州市红星大

剧院举行，作为２０１４年文化遗产日江

苏“非遗”系列活动主会场活动，由省

文化厅与常州市政府联合举办。昆

曲、锡剧、扬剧、淮剧、徐州梆子、柳琴

戏、淮海戏、泗州戏、杖头木偶、童子戏

１０个地方戏剧种的８个传统剧目进

行展演，参演人数１２４人，其中国家级

传承人５人、省级传承人９人、中国戏

剧梅花奖得主７人、国家一级演员２０

人。由居亦琴、万建焕主演的锡剧《攀

弓带》选段和张洁玉、许君峰主演的锡

剧《后园会》代表常州参加演出。

【常州城区段大运河成为常州市第一

个世界遗产】　６月２２日，在卡塔尔

多哈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

大运河正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标

志着常州城区段大运河成为全市第一

个世界遗产。７月１２日，世界遗产中

国大运河常州城区段揭牌仪式在西瀛

里明城墙下举行，５００余名社会各界

代表在揭牌仪式后自发沿大运河毅

行，全程５公里。

【常州考古重大发现】　２０１４年，新北

区孟河镇一带发现大量商周、春秋战

国及六朝时期的遗址。其中，商周时

期遗址５处，包括盘龙山遗址、龙亭遗

址、蒋家墩遗址、恽家村遗址以及栖凤

山遗址；春秋战国时期墓群６处，分布

于狗头山、小顶山、胡家山以及栖凤

山；六朝墓群６处，分布于小黄山、狗

头山、馒头山、小顶山、徽州山和栖凤

山的南坡；宋明时期墓群一处，位于栖

凤山西南麓；明代家族墓一处（恽氏家

族墓），位于孤尘山东麓。尤其是小顶

山东周超级大墓和小黄山六朝墓群，

对于探索常州该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具有重要作用。小顶山大墓是

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王陵级大墓，位

于小黄山正中的山顶，钻探显示呈覆

斗形，封土高达１０余米，是江南地区

发现的最大墓葬之一。小黄山六朝墓

群出土一批珍贵文物，其中十面佛像

的青瓷魂瓶是全国不多见的瓷器精品。

【民元里１号】　２０１４年，西瀛里文物

保护区所在院落申请到门牌号“民元

里１号”，受市文广新局委托，常州江

南心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此

“打包”命名整个文物保护区，与运河

五号、青果巷２号一起，着力打造具有

地域特色的常州系列文化符号。

　　西瀛里文物保护区坐落于常州钟

楼区杨柳巷，占地约３０００平方米。区

域内有志王府、邹浩祠、民元里民宅、

庄氏济美堂（包含星聚堂、济美堂、济

美里一进、济美阁、传胪第）等文物保

护单位５处，文物保护控制单位庄氏

塾馆１处。９月，“文化１００”惠民行动

期间，该文物保护区成功推出“春秋奇

观龙城撷珍”２０１４常州民间收藏品交

流会。 （崔慧娴）

文 学 艺 术

【《常州戏剧家》首发】　１２月１６日，

在常州著名戏剧家阿甲逝世２０周年

纪念座谈会上，由邵志强主编、南京大

学出版社出版的《常州戏剧家》首发。

《常州戏剧家》以１９９８年出版的同名

著作为基础，历时３年修改、增补而

成。全书介绍古代戏剧家４６人、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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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家８人、现当代戏剧家４７２人，囊

括导演、编剧、演员、舞美、音乐、理论

等戏剧各领域名家泰斗和优秀人才，

涵盖生于常州、卒于常州、祖籍常州以

及主要业绩产生于常州的广义上的常

州戏剧家。同时收录《历代常州戏剧

家》和《常州近现代戏剧家对中国文化

的贡献》，反映常州戏剧发展的状况和

脉络。

兰陵兰韵曲艺精品展演进社区　（文广新局　供稿）

【常州国画作品在第十二届全国美展

获奖】　２０１４年，全市有９大类１４件

美术作品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入

选作品总数、门类为历届之最。其中，

高鸣的国画作品《渔舟唱晚》获优秀

奖，陈明的国画作品《甲午风云》获提

名奖，为常州国画作品首次在全国美

展获奖。 （李　萍）

【电视剧《青果巷》在中央电视台首播】

　３月１３日，由中央电视台、常州广

播电视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江苏亚细

亚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３４

集电视剧《青果巷》在中央电视台第八

套电视剧频道首播。该剧取材于常州

历史悠久的同名老巷子青果巷，以海

归画家王庚和小保姆出身的贫寒女孩

青果之间复杂的情感交集为主线，以

如何在城市建设和商品经济大发展的

进程中保护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并加以

发扬光大的故事为主题，着重展现了

一代一代常州人筑梦、追梦的心路历

程，并集中反映城市改造当中的拆迁、

现代生活中的老年孤独、经济社会中

人的情感纠结等多种社会现实问题。

主演何政军、王力可、朱琳，导演徐耿。

年内，该剧相继获第十三届全国“五个

一工程”奖、第２７届中国电视剧金鹰

奖、中美电影节电视剧金天使奖和第

３０届江苏省电视金凤凰奖电视剧类

最佳奖。

【中篇弹词《江南第一燕》获牡丹奖】　

９月，常州市原创中篇弹词《江南第一

燕》获第八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特别节

目奖。这是常州市第一次获得这一综

合性奖项，也是常州曲艺第四次摘得

牡丹奖。《江南第一燕》原名《秋白化

霜》，２０１３年开始创作，９易其稿。编

剧言禹墨、周希明，作词邢晏春，主演

廉勤荣、倪雅静、钮惠清等。该作品以

瞿秋白生命最后一年的历程为主题，

展示瞿秋白作为革命家的坚定无畏以

及作为文学青年的柔情细腻，塑造了

一个有血有肉、情感真实的优秀共产

党人。《江南第一燕》获奖评语为：“取

材独特，以歌颂党的重要领导人的丰

功伟绩这样的大题材，来展示文艺的

导向性，既体现主旋律，又为百姓喜闻

乐见。” （吴　芳　李　萍）

【常州市原创大型现代锡剧《紫薇树

下》】　６月１０日，由市文广新局策

划、市锡剧院创排的原创大型现代锡

剧《紫薇树下》在第四届全国地方戏优

秀剧目展演闭幕式上首次亮相。《紫

薇树下》是省文化厅与常州市政府“厅

市合作”重点打造剧目。全剧聚焦“老

有所依，依靠谁”这一社会现实问题，

以缤纷绽放、富有生命力的“紫薇树”

为艺术意象，以痛失爱子、深陷绝望的

金奶奶与罹患癌症、欲还情债的梁爷

爷的情感纠葛为剧情主线，辅以翠翠

与阿根这对年轻人的分合经历，刻画

当代“空巢老人”面对亲情、恋情及友

情的情感世界，讴歌他们遭遇孤独、衰

老和疾病时的乐观与勇敢，唱响“呼唤

人间真爱”的永恒主题。《紫薇树下》

编剧薛梅，导演胡一飞，上海戏剧学院

院长韩生、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金长烈、

江苏省锡剧院冯石明、江苏省民族乐

团团长王爱康分别担任舞美、灯光设

计、唱腔设计和配器，主演为常州锡剧

院陈鹰、万建焕、孙薇、黄彪。

（吴　芳）

【《翠苑—江南心》】　２０１２年末，市文

广新局创办城市门户杂志《江南心》，

２０１３年正式创刊。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江

南心》更名为《翠苑—江南心》，与常州

面向全国发行的文学期刊《翠苑》杂志

共享全国刊号。该杂志以“主流、品

质、时尚”为理念，立足江南视野，传播

城市文化，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已出版

２１期，发行量近３０万册。 （崔慧娴）

群 众 文 化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市文广新局积极

组织开展以文艺志愿服务为主要内容

的文艺惠民活动。成立文艺志愿者服

务团，开展文艺惠民活动１１５场。开

展“文明社区天天乐———市文艺志愿

者辅导队进社区”活动，通过向社区输

送文艺辅导员、定期辅导等，培养社区

文艺骨干，推动文艺服务从“送文化”

到“种文化”的转变。１２９支戏剧、音

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曲艺等门

类文艺志愿者辅导队走进钟楼、天宁、

新北、武进区的４６个社区，５０００余名

爱好文艺的社区文艺骨干得到辅导。

１０月２５日，“文明社区天天乐”文艺

辅导成果汇演成功举办。组织开展

“精彩龙城文化１００”大型惠民行动，

推出常州工艺美术精品展等一批重要

展览、展示活动，书画摄影、音乐舞蹈、

戏剧曲艺、工艺美术等２０多个门类的

４００余名文艺家参与活动。推出１２

期“文艺与市民”大讲堂系列讲座，邀

４５２ 文化　广播电视　新闻出版



常州市获第十一届江苏省五星工程奖作品一览表

序　号 奖　项 作品形式 作品名称 创作者／获奖者

１ 金　奖 广场舞 《阿婆的菜篮子》 常州市文化馆艺术团舞蹈队

２ 金　奖 歌伴舞 《水生水长水姑娘》 金坛市文化馆

３ 金　奖 女声表演唱 《竹海飘过一袭红裙》 溧阳市文化馆

４ 金　奖 美术作品 《印度鹿野苑》 张　璐

５ 金　奖 摄影作品 《中华龙·中国梦》 金寿彭

６ 银　奖 歌伴舞 《天目湖抒情》 溧阳市文化馆

７ 银　奖 群　舞 《虎头鞋》 天宁区文化馆、常州市朝阳新村第二小学

８ 银　奖 群　舞 《爷爷奶奶在乡下》 武进区南夏墅中心小学

９ 银　奖 小　戏 《午夜心语》 武进区文化馆

１０ 银　奖 小　品 《错位》 金坛市文化馆

１１ 银　奖 合　唱 《青春舞曲》《九月九麦接令》 常州市文化馆合唱团

１２ 银　奖 美术作品 《舌尖上的爱》 朱富平、沈佳宾

１３ 银　奖 美术作品 《寂静的山村》 王爱俊

１４ 银　奖 书法作品 《梁山献评书贴》 黄　晖

１５ 银　奖 摄影作品 《鱼戏》 沈佳宾

１６ 银　奖 摄影作品 《老伙计》 魏　红

１７ 二等奖 专　著 《公共文化概论》 周　俊

１８ 铜　奖 女声小合唱 《水乡明月夜》 武进区文化馆

１９ 铜　奖 小　品 《十字路口》 武进区文化馆

２０ 铜　奖 美　术 《鼓点抒情》 章建军

２１ 铜　奖 美　术 《碧岩流淙》 季孜

２２ 铜　奖 美　术 《小人物·ＮＯ１》 史驿琦

圆明园兽首回归———保利国宝展开展　（文广新局　供稿）

请文学、摄影、美术、音乐、戏剧、曲艺、

工美、舞蹈等门类文艺家为市民免费

讲课，听讲市民３０００余人。

　　举办“放飞梦想”２０１４年书画考

级师生优秀作品展和阿里山杯青少年

音乐、舞蹈、书画江苏赛区才艺大赛等

主题系列活动，配合节庆活动举办庆

祝建党９３周年书画精品展、市青年精

英书家作品展、“生态文明美丽江苏”

大型摄影作品巡回展、“美丽常州”摄

影展、中国（常州）乱针绣名家联展、常

州印社精品展等一系列重点展览，组

织当代“常州画派”作品赴宁波展出。

承办第十五届全国青少年国标舞大

赛、全国知名词曲作家“舌尖上的溧

阳”采风、江苏曲艺名家送欢笑、“美丽

金坛放飞梦想”歌词歌曲创作大赛、越

剧名家名段演唱会等活动。全年共组

织各类活动近４００场（次）。

【精彩龙城———文化１００大型惠民行

动】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组织开展“精彩

龙城———文化１００大型惠民行动”，汇

聚全市４００多名艺术家、１２００多名文

艺工作者、１００多个社会团体推出高

品质文化活动１１１项，其中展览展出

３５场、文艺演出５１场、报告讲座１２

场、互动活动１３场。活动涉及高雅艺

术、传统戏曲、“非遗”展示、书画摄影、

舞蹈杂技等２０余个门类，先后举办

“圆明园兽首回归”保利国宝展、“皇家

气象”明清宫廷珍宝展、吴昌硕大师作

品展等一批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大

展及“６００年紫禁城”故宫博物院院长

单霁翔报告会、中国书法大家言恭达

报告会，吸引１００万人次市民参与。

（崔慧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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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奖　项 作品形式 作品名称 创作者／获奖者

２３ 铜　奖 书　法 《八尺篆书·朱熹观书有感》 陈　曦

２４ 群文之星 武进区文化馆刘建中

（吴　芳）

观众在《延陵墨韵———常州博物馆藏名家书画展》签名　（文广新局　供稿）

图 书 馆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图书馆接待

读者１２０万人次，其中少儿部３５万人

次、外借部７０万人次、现刊阅览室

１３５６８１人次、过刊室１２１０人次、电子

阅览室１２２８４人次、信息部３００余人

次、古籍部５００余人次。外借图书

１７０万册，其中少儿部、外借部各外借

２４万册、１４６８２１９册，外借社会科学图

书６７８３１９册、自然科学图书８３９０１

册；外借光盘 ３９２９４片。领取新书

１２９０４３册、音像视听光盘４６７４片，办

理新证２６８６０张。９月，常州图书馆

顺利通过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期

督导检查。《常州历史文化丛书》第二

辑出版发行工作有序开展，其中《清代

常州地方史料汇编》和《常州人物传记

四种》完成点校整理。

　　年内，常州图书馆新设一卡通分

馆２个，累计８个；有流动服务点１０

个，常州图书馆以流动服务车为载体，

定期开赴社区、学校、企业、地方部队、

政府部门等服务流动点，为广大市民

开展免费办理借阅证、图书借还、图书

阅览、预约借书、解答读者咨询、公益

展览宣传等服务。每年为分馆调配图

书不低于３０００册，并逐步推进专题讲

座等服务。常州电视图书馆与江苏有

线广电网络公司常州分公司合作，在

电视图书馆开设馆藏精品、名人名家、

人文常州、讲座荟萃、书画鉴赏等１０

个栏目。

【《常州古地图集》发行】　４月２３日，

由常州图书馆编辑、凤凰出版社出版

的《常州古地图集》发行。《常州古地

图集》收录古代常州地图４３１幅，描绘

和记录南宋至晚清常州的地理环境与

社会生活空间的发展状况，分方志地

图、水利图和行政地图三部分。方志

地图绘制于南宋至清末，时间跨度

７４１年，是全图册的主要部分，其中的

郡城图、城池图是古代常州的城市地

图，它所描绘的城市轮廓、街道布局、

河流走向，展示了古代常州从内子城

到外子城、罗城、最后定型为新城的发

展过程，很多街巷的名称当代仍在使

用。《常州古地图集》还收录绘制于清

道光二十三年的《龙城书院图》和《延

陵书院图》，是现存最早、也是仅存的

古代常州书院建筑图像。

【常州图书馆新设分馆】　２０１４年，常

州图书馆与南车戚机公司、新北区三

井街道合作，设立常州图书馆中国南

车戚墅堰公司分馆、常州图书馆三井

街道分馆。常州图书馆中国南车戚墅

堰公司分馆位于戚墅堰区工房南区，

面积约４００平方米，有图书９万余册，

是常州图书馆首度联袂职工书屋，以

公益合作的方式在企业推出的分馆。

三井街道分馆位于三井街道文体活动

中心２楼，面积约２００平方米。

（崔慧娴）

文 博 事 业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博物馆举办

展览２８个，接待观众８４．８８万人次。

其中，馆内接待观众４０．８２万人次，包

括未成年人１２．３９万人次；接待团体

观众７３１批次；讲解２９０８场次。科普

巡展接待观众４０万人次，流动展览接

待观众４．０６万人次。圆满完成“圆明

园兽首回归”保利国宝展、明清宫廷珍

宝展的展览工作，接待观众１０万余人

次，刷新博物馆参观人数的历史记录。

　　全年征集入藏文物３３０件（套）、

自然标本８２３种１９８４件；完成２６００

件馆藏文物的信息数据采集工作，拍

摄、扫描图片７０００余张，累计完成

１．２３万余件馆藏文物数据的采集工

作，完成率７４％；拍摄蝴蝶、海螺及矿

物标本近１０００件，采集图片４０００余

张。完成文物及自然标本普查信息上

传任务１０２５６条。装裱修复馆藏书画

１４件、张家港博物馆馆藏书画２７件；

承接武进博物馆９件古书画修复装裱

任务。清洗银元９７９枚。

【《延陵墨韵———常州博物馆藏名家书

画展》赴京展出】　９月２０日，延陵墨

韵———常州博物馆藏名家书画展在北

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开幕。展出从明清

直至近现代的名家书画精品６５件

（套），涵盖唐顺之、朱耷、恽南田、吴昌

硕、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谢稚柳等

名家大师的精品力作，呈现了“常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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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悠久的艺术渊源和博物馆藏珍贵

的历史价值。１０月２４日，展出作品

在常州博物馆举办汇报展。（崔慧娴）

广 播 电 视

【常州广播电视台概述】　２０１４年，常

州广播电视台拥有新闻频道、都市频

道、生活频道、公共文化频道４个自办

电视频道和２个移动电视频道。广播

拥有新闻综合、经济、交通、音乐４个

系列台８套频率。旗下拥有中吴网、

《常州新周刊》、江苏卡龙动画影视有

限公司、江苏凤凰传媒集团常州出版

有限公司和亚细亚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常州广播电视台设有《常州新闻》

《社会写真》《都市新闻坊》《生活３６９》

《政风热线》《直播苏锡常》等新闻类、

专题类和服务类自办电视栏目１８个，

《８４６早新闻》《财经早８点》《交广直

通车》等广播栏目８０个。平均每天播

出自办电视节目７小时、广播自办节

目１５２小时。根据中央电视台ＣＳＭ

媒介研究有限公司的收视率调查显

示，１—１２月的１８—２３时，常州广播

电视台收视收听市场份额在常州地区

保持绝对优势。新闻宣传质量稳步提

升。被中央电视台电视新闻用稿播出

９４条，其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１３

条、《焦点访谈》１条；向省电视台发稿

８１０条，向上海电视台发稿６１２条；被

中央广播电台、江苏省广播电台用稿

１８６条。

　　年内，常州广播电视台组建全媒

体新闻中心，围绕“现代化建设推进

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主

题，先后推出《大常州、新高度》《常州

企业大走访》《美丽常州，你我共建》等

报道，服务全市中心工作。充分发挥

广播、电视、网站、报纸四位一体全媒

体主阵地作用，围绕本土化、融合化、

数据化、公司化和新媒体五大重点，拉

近城市距离，推出苏州、无锡、常州三

地跨区域合作新闻栏目《直播苏锡

常》；根植基层一线，推出《辖市区之

窗》；深化新闻资讯，首聘１０位市民评

议员，新推访谈类节目《新闻面对面》

和系列政论《改革新起点》；拓展本土

思维，探索跨界播报，全天候、全媒体

播报２０１４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２０１４

年第５６届格莱美音乐颁奖典礼。先

后推出主持人全新脱口秀栏目《都市

天天秀》、道德类栏目《道德正前方》、

方言情景剧栏目《今朝蛮开心》、戏曲

类节目《戏迷乐》和常州首档大型少儿

类诵读栏目《风雅少年诵》等。作品获

江苏省优秀广播电视节目奖一等奖

１６件、二等奖２０件、三等奖２８件，获

省一等奖作品数量为历年之最，并位

列江苏城市台前列。完成电视纪录片

《百岁学人周有光》、广播剧《孝子新

传》制作，开拍电视纪录片《孟河医派》

《青果巷走出的常州人》《王诤将军》。

纪录片《百岁学人周有光》、电视剧《青

果巷》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推出“变革的力量”客户招商联谊

活动，营销力度空前加强，线上线下互

动更加紧密。全台经营创收比上年增

１０％。积极拓展发行渠道，与重庆电

视台、山东教育电视台等全国２７家县

级以上电视台和未来电视有限公司、

华数ＴＶ、爱奇艺等１１家新媒体达成

动漫作品发行协议。 （黄爱民）

【有线电视】　至２０１３年末，常州市全

面实现有线电视“户户通”。２０１４年，

全市有线电视网络加大改造力度，完

成有线电视网络双向网改造工程

８０％；有线电视用户１２３．３万户（不含

集体用户），其中数字电视用户１１６．４

万户。

【影院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市新审批４

家城市影院，电影票房突破２．３亿元，

落实发放影院专资奖补资金近８００万

元。 （崔慧娴）

【移动电视】　２０１４年，常州移动电视

坚持“重点开发、有效运行、快速维修、

稳步发展”模式，开发商业行政楼宇、

医院、商业街等重点场所多个屏点，扩

大无线数字电视平台，进一步提高无

线数字电子宣传效果。在钟楼区各小

区内建智慧党建社区电子宣传屏２２

块，并正常播出。实现无线数字信号

有效覆盖常州市南北１５公里以上，开

机率、信号到达率、设备完好率良好稳

定。 （黄爱民）

新 闻 出 版

【概　述】　２０１４年末，全市有公开出

版的报纸８种，其中高校校报４种；公

开出版的期刊１８种，其中高校学报８

种；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１９０种。

全市有出版物发行网点８８３家。其

中，批发单位２２家，零售、出租单位

３１８家；图书发行单位（网点）５４３家，

音像制品发行单位（网点）３５３家；市

区５６７家（含电子出版物４家），金坛

市８３家，溧阳市１０９家，武进区１３５

家。年内完成出版物销售总额８．２３

亿元，其中国有企业销售总额４．３４亿

元、民营企业销售总额３．８９亿元；经

营总面积８．６万平方米；从业人员

２４００人。全市有印刷企业１０９９家，

共计完成工业总产值７３．３３亿元；工

业总产值超５０００万元的企业２２家，

其中亿元以上企业７家。全市新闻出

版行业实现销售产值８１．５６亿元。

【公共阅读服务】　２０１４年，全市有农

家书屋６８２家，实现行政村１００％全

覆盖，其中金坛市１０２家、溧阳市１７５

家、武进区３１６家、新北区８９家。培

训农家书屋管理员１５０名。２１家出

版物企业为农家书屋捐赠图书１．３万

册、电子读物５０多种。市文广新局组

织实施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书香常州悦读

生活”群众性读书活动两年行动计划，

重点开展１００项读书活动，招募１０００

名阅读推广志愿者，做好１万个群众

读书点的建设工作，致力形成覆盖城

乡、实用便利、保障有力的公共阅读服

务体系。

【新闻出版业监管】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

新增《常州群文信息》《城市公共自行

车》等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２７

家，累计１９０家。市文广新局加强行

业监管的工作力度，加强对公开发行

报刊、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和１５家驻常

州记者站的年检和报刊审读工作，组

织专题审读６次，出版报刊审读与管

理专刊４期，发表审读文章２３篇。加

强对全市印刷企业的日常指导、巡查，

严查注册商标、印刷委托书等相关承

印手续，强化对图书发行企业的常规

管理，严控违禁违法出版物进入市场。

　　市文广新局全年开展各类新闻出

版行业集中整治行动２１次，出动执法

人员２１５６人次，检查经营场所１４１２

家次，受理并查处举报１２０余件，收缴

各类非法出版物１０．２万余张（册）。

其中，开展“两会”期间平安文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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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行动，两次联合工商、公安等部门

对文化市场和出版物市场进行集中检

查，出动执法人员６８人次，检查经营

场所５５家次，查缴涉嫌非法书刊２４９

册、音像制品９６５７张；开展境外卫星

电视节目接收专项整治，对辖区内持

有卫星传送的境外卫星电视许可证的

单位进行检查，检查单位３２家，依法

查处一批问题单位；开展“净网２０１４”

“清源２０１４”“秋风２０１４”等专项整治

行动，出动执法人员８４２人次，检查经

营场所３２７家次，查缴非法出版物６

万余件；开展寒暑期净化未成年人社

会文化环境专项行动，出动执法人员

６６８人次，重点围绕校园周边的出版

物市场、网吧、游戏机经营场所，检查

经营场所２５１家次，严厉打击销售贩

卖各类低俗非法出版物及网吧、游戏

机经营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等危害

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查缴非

法出版物４４００余件。

【版权保护】　２０１４年，市文广新局全

面宣传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结合４月２６日第十三个世界知

识产权日的纪念活动，深入机关和企

事业单位开展著作权法讲座，为重点

企业提供版权服务。启动企业软件正

版化工作，开展企业使用正版化软件

法律法规专项培训，培训企业５６家，

购置正版软件２３０万元。全面开展作

品著作权自愿登记宣传与推广工作，

年内完成著作权登记作品３１６件，累

计完成作品登记１２７６件。

２０１４年公开出版报纸一览表

名　称 刊　号 刊　期 主办单位

常州日报 ＣＮ－３２－００１２ 日　报 常州日报社

常州晚报 ＣＮ－３２－０１０３ 日　报 常州日报社

常州广播电视 ＣＮ－３２－００８２ 周　报 常州广播电视学会

武进日报 ＣＮ－３２－０１１６ 日　报 常州日报社

常州大学报 ＣＮ－３２－０８２４Ｇ 半　月 中共常州大学委员会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报 ＣＮ－３２－０８５７Ｇ 半　月 中共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委员会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报 ＣＮ－３２－０８５６Ｇ 半　月 中共河海大学常州校区委员会

常州工学院报 ＣＮ－３２－０８６２Ｇ 半　月 中共常州工学院委员会

２０１４年公开出版期刊一览表

名　称 刊　号 刊　期 主办单位

翠　苑 ＣＮ－３２－１００９ 双月刊 常州市文联

常州年鉴 ＣＮ－３２－１６２４／Ｚ 年　刊 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涂料工业 ＣＮ－３２－１１５４／ＴＱ 月　刊 中海油涂料化工研究院

涂料文摘 ＣＮ－３２－１１５５／ＴＱ 双月刊 中海油涂料化工研究院

工矿自动化 ＣＮ－３２－１６２７／ＴＱ 双月刊 常州自动化研究所

印染助剂 ＣＮ－３２－１２６２／ＴＱ 双月刊 煤炭科工集团常州自动化研究院

国外机车车辆工艺 ＣＮ－３２－１１８２／Ｕ 双月刊 南车戚研所公司

机车车辆工艺 ＣＮ－３２－１１８１／Ｕ 双月刊 南车戚研所公司

轨道交通装备与技术 ＣＮ－３２－１３５４／Ｕ 月　刊 南车戚机公司

染整技术 ＣＮ－３２－１４２０／ＴＱ 双　月 常州印染科学研究所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ＣＮ－３２－１７２０／Ｃ 季　刊 常州大学

常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ＣＮ－３２－１７８０／Ｔ 季　刊 常州大学

常州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ＣＮ－３２－１５９８／Ｔ 季　刊 常州工学院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ＣＮ－３２－１７３２／Ｃ 双月刊 常州工学院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ＣＮ－３２－１７３３／Ｎ 月　刊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ＣＮ－３２－１７２１／Ｇ４ 月　刊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学报 ＣＮ－３２－１５９１／Ｔ 季　刊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ＣＮ－３２－１６８８／Ｚ 季　刊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陈玉新）

【常州日报社概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日

报社有《常州日报》《常州晚报》《武进

日报》、中国常州网和手机报５个媒

体，出版发行《常州日报》（简称“日

报”）２９９２．３万份、《常州晚报》（简称

“晚报”）３３５７．４ 万份、《武进日报》

１１５９万份，日报连续第７年入选全国

城市日报十强。年内，４０件作品获江

苏省报纸好新闻奖，其中一等奖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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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作品《常州６０００名出租车司机成

编外巡警》获第十七届江苏新闻奖。

　　报社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先

后策划组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十八届四中全会贯彻落实、重大项

目突破年、文明城市复检总评、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申报、“美丽常州你我共

建”等大型新闻行动和专题报道，营造

舆论氛围，形成社会关注；开设《常州

解读》《常州微型调查报告》《问政一把

手》《常州三人谈》等专版专栏，新闻从

权威发布向权威解读转变；开办“常州

日报”“常州日报乐享时光”“常州晚报

惠生活”等微博、微信公众号和“常州

网”手机客户端，发起成立“常州微信

联盟”。

　　报业广告从版面销售向多渠道传

播、多功能服务、多方式整合营销模式

转型。全年策划组织车展、婚博会、美

食节、房交会等１００余场活动，成为吸

附广告的重要载体；编辑《ＭＡＬＬ时

代》《３１５》《房产红盘》《韩流滚滚》等生

活服务信息特刊，以特刊撬动行业广

告；尝试合作开展电子商务活动，参与

销售，实现经营分成，创新营业收入模

式。除广告、发行、印刷三大主业外，

发行公司拓展物流、配送业务，成为新

的营业收入项目；印务公司扩展商务

印刷业务范围，非报印务大幅上升；商

贸公司启动电子商务模式，常报优购

网（ｗｗｗ．ｃｚｂｕｙ００１．ｃｏｍ）上线。

　　６月，常州日报社全部迁入位于

常州市和平中路４１３号的新址办公。

【常州报业传媒集团成立】　５月，常

州报业传媒集团注册成立，为常州日

报社投资的国有独资文化企业，作为

市场主体承担报业经营产业发展职

责，与新闻采编业务实现分离。常州

日报社投资２０００万元注册成立常州

报业传媒有限公司，为集团母公司；通

过股权和资产重组方式，报社下属的

广告公司、发行公司、印务公司、商贸

公司成为常州报业传媒有限公司子公

司，并共同组建报业传媒集团。常州

市报业广告中心和报社印刷厂改制为

报业广告公司和印务公司，印刷厂撤

销事业单位身份。 （陆　文）

【《常州新周刊》】　２０１４年，《常州新

周刊》出版５２期，每期平均发行量

８．５万份，是常州地区单期发行量最

大的报纸。全年推出４０个版，新增

《常州好人》《常州往事》《新周拍案》板

块。 （黄爱民）

【《中国剪报》】　２０１４年，《中国剪报》

编辑出版１５０期。新闻、文史、信息三

大版块刊发文章１万余篇，总字数近

６００万字。《特别文摘》上、下半月刊

编辑出版２４期。《中国剪报》《特别文

摘》连续两年入选全国报纸５０强、期

刊５０强。

　　《中国剪报》重点打造《周末集萃》

和《读者点题》２个深度报道专版，准

确把握舆论导向，深入挖掘新闻价值，

进一步提升报纸的深度和吸引力。用

１４个专版对全国“两会”进行全面报

道，组织了春节特刊和年终特刊。与

新媒体互动，关注微信、客户端上的选

题和信息。举办《中国剪报》第２３届

读者节活动，收到读者答卷１０５８５份、

读者建议８９６份、阅读体验１０８１份，

３０８３人通过网站、微信、微博、客户端

参与交流和分享，评出优秀建议奖５０

名和阅读体验奖５０名。 （沈　琴）

创意产业基地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创意产业基

地着力推进国家文化科技融合示范基

地、国家广告产业园区、电子商务集聚

区建设，着力推进产业招商、企业培

育、市场开拓、服务提升、机制创新等

方面工作，实现营业收入２６０亿元，完

成税收１３亿元。

　　招商引智。聚焦软件信息服务、

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广告新媒体等

新领域，全年引进企业１２７家，新增省

电子商务园区７家企业、常州印刷电

子研究院、中电通信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筑巢３６０电商平台等一批重大项

目。依托“龙城英才”计划，新引进落

户市级以上高层次人才１９名。以基

地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为载体，赞奇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功引进２名、常

州四海商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引进１

名博士后进站工作，是常州文化企业

引入博士后首个成功案例。先后赴韩

国、法国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

都等地举办和参加１０多场产业招商

活动，对接企业、人才和风投机构，洽

谈合作意向，跟踪潜力项目。

　　业务创新。着力推进国家级创新

资源的集聚优势、实体项目的品牌优

势向市场的辐射转化。助建山东滕

州、济宁和湖北襄阳文创产业园项目，

与当地政府、承载企业签定战略合作

协议；常州恐龙园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科学院常州科学与艺术融合技术研究

所等企业助建宿迁项王故里景区项

目。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文化创意产

业研究院揭牌成立，常州创意产业基

地成为首批战略合作单位；举办第三

次创意旅游产业—技术联盟对接沙

龙，龙城旅游控股集团的８家子公司

发布的市场需求项目与基地５０多家

企业成功进行对接与合作；进一步理

顺中韩游戏人才培训平台运营体制，

引导平台运营团队成立培训公司，面

向市场运行发展。联合发起组建江苏

广告产业园联盟，借“盟”发力广告市

场；联合主办“百家企业进园区”活动，

促成广告企业与重点企业的沟通与合

作，６个项目签约。

　　品牌创建。常州创意产业基地先

后成为江苏省首批重点文化产业园、

江苏省首批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电子

商务产业方向获评 Ａ级，位列全省其

他同类园区前列；中华恐龙园获中国

主题公园标准化工作贡献奖，江苏卡

龙动画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５家

企业入选首批江苏省重点文化科技企

业，常州金刚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获第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电子信息

行业总决赛企业组总冠军，常州香传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获“淘宝２０１４金牌

淘拍档”称号；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江苏省软件企业及国家动漫企业１３

家。常州爱尔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

火星车、卓谨信息科技（常州）有限公

司获第六届中国（芜湖）科普产品博览

交易会金奖的大屏互动———卓谨盒子

系列产品、赞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ＥＩＥＲＡ渲染器和渲染集群管理软件、

江苏博睿工业设计有限公司的智能轮

椅、常州星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智

能耳机 ＶＯＷ、江苏兴煌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的两面翻ＬＥＤ显示屏、广州盒

成动漫科技有限公司的小盒系列拉杆

箱等一批创意新产品在市场上获得成

功。爱尔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年

销售１．５亿、缴税１５００万的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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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浩昊文字国历险记之巧破笑

话城》获国家优秀国产动画片类三等

奖，《山海寻梦》获江苏创新创业大赛

三等奖，炮炮兵获腾讯２０１３风趣动漫

达人奖，《小龙甜品工坊》获优漫杯江

苏省十佳动画片；《恐龙宝贝之失落的

文明》在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等国家签约发行。基地企业家陈戈、

张之益入选２０１４中国最具创意人物

１００榜单，杨建贵入选文化部中国百

强青年设计师，卓谨信息科技（常州）

有限公司等５家企业的领军人才被评

为江苏省“双创计划”和“博士计划”人

才并获重点资助。基地电子商务服务

入选省首批５个优先发展的园区特色

产业方向。

中华恐龙园内的动漫衍生产品推广平台　（创意产业基地　供稿）

　　园区服务。整合“扶改投”“扶改

贷”资金，获批设立常州市创意产业创

业投资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发挥政策对园区企业

做强做优以及新项目引进的促进作

用。深化银企对接合作，通过“扶改

贷”“工资贷”、市文化产业信贷风险补

偿、“苏科贷”等政策渠道，为企业提供

多渠道贷款融资服务。支持推进基地

企业利用新三板、上海股权托管交易

中心（简称“上海股交中心”）等场外交

易市场拓展融资渠道。与上海股交中

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孵化基

地，促进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统服

务，为基地企业提供定向增资、并购重

组、股份转让、价值挖掘、营销宣传等

服务，为其实现转主板、中小板、创业

板上市发挥培育、辅导和促进作用。

全年新增新三板签约企业１０家，完成

企业股改３家，新增Ｑ板挂牌企业１３

家、江苏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２家，

江苏省华源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常州）成功在新三板挂牌。与电子科

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

等知名高校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举

办万名硕博常州行高端人才对接会等

７场人才专场招聘会；举办点亮淘宝

路、黑马文创论坛、企业家高级研修班

等活动，为人才创业、转型提供辅导服

务；结合电子商务产业发展重点，依托

常州常工富藤科技有限公司、常州中

网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共

建电子商务人才培训平台。基地信息

化平台上线运营，并制订出台《重点服

务企业标准》，４１４家企业在平台注册。

【第十一届中国（常州）国际动漫艺术

周】　９月２８日至１０月５日举行，主

题为“大动漫文科融合”，近３０个国家

和地区的４００余家动漫创意企业、展

团、机构参展参会，包括美国孩之宝变

形金刚、台湾快乐星猫、腾讯游戏英雄

联盟等国际知名品牌。主场馆首次设

立专业导览系统。设展位１２１个，其

中特装展位２８个，展商１６８家，开设

展会、大赛、论坛等１０项主体活动。

搭建韩国馆，韩国２０余家顶尖动漫游

戏企业联合参展，与韩国就中韩亚洲

创意征集和推广平台、亚洲影视特效

公共服务平台等达成合作。举办原创

动漫制作前期评审会、江苏省影视动

漫协会年会、中国动漫创意产品“走出

去”国际研讨会等活动，搭建业内专

家、购片商、授权代理商、动漫内容制

作公司等的交流合作平台。首次实现

与环球恐龙城、环球动漫嬉戏谷、淹城

春秋乐园全市三大主题旅游景区联动

办展，展品、展项及各类专业活动体现

了动漫与游戏、新媒体、旅游等融合发

展新业态。以一日一主题创新主场馆

展演形式，举办“金恐龙”动漫游戏形

象表演赛、“辣妈萌娃”ｃｏｓｐｌａｙ选拔赛

和知名配音演员、外籍艺人表演互动

等活动。举办亲子动漫道德讲堂、文

明礼仪动漫片发布等活动，以动漫元

素向青少年传播道德文化内涵。

【创意产业扶持政策出台】　１１月，常

州市财政局、常州市创意产业基地管

委会联合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扶持

创意产业发展，推动产业集聚，促进规

模企业和品牌企业培育。政府将对创

意基地重点引进的总部企业分阶段给

予２００万至５００万元资金扶持；对会

计年度纳税总额首次达到１００万元或

５００万元的重点企业分别给予６万

元、３０万元奖励扶持；对在 Ｑ板或Ｅ

板成功挂牌的基地企业分别一次性奖

励扶持５万元、５０万元；对获得创意

产业投资引导资金股权投资的企业给

予５％到账投资额的奖励扶持，对完

成开发尚未上线但具有较好前景的手

机游戏产品给予５万至５０万元奖励

扶持，按年服务外包收入的３％给予

动漫服务外包企业奖励扶持；对为创

意产业链各环节提供技术性、基础性

服务的平台，以及获国家级、省级重点

扶持的平台，经绩效评审后给予一定

资金扶持；对新获高新技术认定的企

业补贴２万元申报费用；由基地管委

会统一组织参加境内外展会、项目推

介、招商合作等活动的，给予企业一名

参会代表往返交通补贴；新办创意企

业租赁基地核心区内办公用房，人均

用房面积在１５平方米以下的，自签订

入驻协议之日起第一、二年享受房租

减半优惠；给予获国家、省扶持的重点

企业或项目一定的配套奖励。

（曹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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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概　述】　２０１４年末，全市有各级各

类医疗卫生机构１１８２个，其中医院

（含妇幼保健院）、卫生院１０９家，医院

中有三级医院１０家；全市拥有床位

２３６３４张；有卫生技术人员２８０９０人，

其中执业（助理）医师１１３８１人，注册

护师（士）１１７０６人；每千人（常住人

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５．９８人、执业

（助理）医师２．４２人、床位５．０３张。

年内，全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完

成总诊疗２８２１．５９万人次，其中门急

诊２６７９．３９万人次，出院６２．３６万人次。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医疗卫生事业情况一览表

项　目
机　构

（个）

床　位

（张）

卫生总人员（人）

合　计 卫技人员

一、医院合计 ４９ １７８７８ １９９０６ １６９９４

综合医院 ２６ １０１８０ １２００８ １０４０７

中医医院 ５ ２６０７ ３８０１ ３２４４

专科医院 １６ ４６８７ ３９８９ ３２８４

护理院 ２ ４０４ １０８ ５９

二、乡镇卫生院 ５８ ３６５０ ５５９４ ４９４６

三、疗养院 １ １４０ ８２ ７４

四、急救中心 ２ ０ ６９ ３５

五、妇幼保健院（所、站） ８ ６３８ １２５８ １０２７

六、采供血机构 ３ ０ １６５ １１５

七、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 ２ ６０ ６０ ４５

八、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８ ０ ４８３ ３６４

九、卫生监督所 ８ ０ ２４７ １９９

十、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４０ ３４０ ６８

十一、医学科研机构 ２ ０ １９ １０

十二、医学在职培训机构 ４ ０ ２１１ １２

十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

诊部、村卫生室以及其他卫

生机构

６６０ １２６８ ４８２６ ３４３１

十四、诊所、卫生所、医务室机构 ３３７ ０ ８００ ７７０

总　计 １１８２ ２３６３４ ３４０６０ ２８０９０

（黄志娟）

【医院基础建设】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简称“市一院”）３号综合

病房大楼和市第七人民医院门急诊病

房大楼项目竣工投入试运行。市妇幼

保健院、市一院钟楼院区开工建设，至

年底，完成桩基部分的５０％。市中医

医院新建急诊病房综合楼及市第三人

民医院（简称“市三院”）新建公共卫生

临床应急救治中心两项目上报立项申

请。 （任旭东）

【公立医院改革】　２０１４年，全市所有

县级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改

为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２个渠道补

偿。构建起共建专科型、区域型、对口

支援型等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完善医

保支付、绩效分配、信息化支撑等政策

措施，促进建立完善基层首诊、分级诊

疗、双向转诊就医模式。市三院推进

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建立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在省内率先

突破基层绩效考核制度，将基础性绩

效工资与奖励性绩效工资比例由６∶

４调整为４∶６，收支结余的６０％用于

奖励。天宁区２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药房试点由常州人寿天医药连锁公司

托管药房，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再

设置药库，在维持药品价格不变的基

础上，提高药品流动效率，丰富药品品

种。 （陶科叶）

【常州县级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加

成】　常州市自２０１２年以来，按照国

家和省统一部署，以破除“以药补医机

制”为关键环节，以改革补偿机制和提

升医院运行活力为切入点，积极推进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继２０１３年２月



２６日金坛市县级公立医院率先启动

实施综合改革后，溧阳市、武进区分别

于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７日、３月１日正式实

施。本着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

降的基本原则，所有县级公立医院药

品（除中药饮片、医院制剂外）取消药

品加成。县级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

费、药品加成收入和政府补助３个渠

道改为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２个渠

道。除中药饮片和医院制剂外，其他

所有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符合价格

管理规定的药品差价总额，７０％通过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补偿，２０％通过当

地政府财政补偿，１０％通过医院提高

管理水平自我消化。同时，合理调整

体现医护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诊察、

治疗、手术、护理和传统中医项目等价

格，使县级公立医院通过提供优质服

务得到合理补偿，调整后的医疗费用

将按规定纳入医保机制。 （黄志娟）

公 共 卫 生

【社区卫生】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

制定完成，全市２９家示范社区卫生服

务站创建单位完成市级验收。深化健

康管理团队服务，以辖市区为单位重

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８３．７％，居民

签约率２９．３％。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建档率８０．７１％。６５岁以上老人健康

管理率９５．４２％，高血压、Ⅱ型糖尿

病、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规范化管理率

分别为８７．６１％、８６．７６％和９８．４２％。

社区卫生机构与大医院组建医联体，

居民健康档案在城区各大医院与社区

卫生机构共享。城市居民在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门诊就诊率５１．２％。全市

社区医疗机构１００％实施基本药物制

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年网上采购

基本药物７．３亿元，销售６．６亿元。

（姚　窻）

【农村卫生】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新农合

参保人数１７５．３７万人，人均筹资５１５

元，其中财政补助３９９元。筹集资金

９．１６亿元，住院补偿８．１６亿元，县乡

两 级 政 策 范 围 内 住 院 补 偿 比

８１．２９％，住院实际补偿比５５．２４％。

２０种农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补偿

１．１７万人次，补偿１．１２亿元，实际补

偿比７４．１７％。武进区、新北区、钟楼

区、溧阳市实施大病保险，结报４２９３

人次，补偿２１０２．４２万元。金坛市、溧

阳市、武进区和新北区实施门诊总额

预付，住院按床日和单病种混合支付

方式。强化县（市、区）外就医审核管

理，严格执行县（市、区）外就医转诊

制度。

　　机构规划建设不断加强，确认１６

家中心卫生院（金坛３家、溧阳４家、

武进６家、新北３家）、５家镇卫生院

创成省级示范乡镇卫生院，１５家村卫

生室创成省级示范村卫生室。农民健

康工程内涵不断拓展。各地以实施农

民健康工程为抓手，推动新农合支付

方式改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药

物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

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

和难点工作，新北区被表彰为江苏省

农民健康工程先进区，实现全市４个

涉农地区全部创建成江苏省农民健康

工程先进市（区）的目标。加强卫生队

伍建设，各地积极探索乡村医生培养

补充办法，武进区招聘６９名大学生村

医，金坛市、溧阳市委托卫生中专学校

培养乡村医生，新北区启动乡村医生

实用技能进修工作。通过下派挂职、

挂钩帮扶、医联体建设等多种途径，提

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年内，３０

家镇卫生院经评审可以开展部分三级

手术，农 村 居 民 县 域 内 就 诊 率

８５．６２％。 （姚　窻　蒋春新）

【预防接种】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进一步

加强疫苗流通与使用环节的管理。完

善预防接种单位设置，合理安排预防

接种服务频次，科学规范提供预约告

知服务，加大预防接种宣传力度。严

格贯彻落实《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

理条例》《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

法》《预防接种工作规范》等法规和技

术规范，加强疫苗使用和管理，确保冷

链正常运转；预防接种严格实行“三

查”（接种证、健康问诊、疫苗状况）“七

对”（儿童姓名、年龄性别、接种程序、

接种剂量、疫苗效期、注射方法、注射

部位）“五告知”（疫苗的品种、作用、禁

忌、价格和接种后的留观时间）。完善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处置，加强对疑似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监测、报告、调

查、诊断与处理。各地积极推进数字

化预防接种门诊建设。年内，金坛市

新建５家、溧阳市新建３家、武进区新

建９家、新北区和天宁区各新建１家、

钟楼区和戚墅堰区各新建２家数字化

预防接种门诊，全市数字化预防接种

门诊占比６０％。

【儿童口腔疾病干预项目】　常州市自

２００９年起在全市实施儿童口腔疾病

干预项目，超５万名儿童受益。２０１４

年，常州市将儿童口腔疾病干预项目

纳入为民办实事工程，覆盖全市适龄

儿童。开展儿童口腔疾病筛查工作，

由医疗卫生机构专业人员对８周岁儿

童（小学二年级）开展免费口腔检查，

发现龋齿立即建议进一步治疗，防止

龋坏加重。对符合窝沟封闭适应症的

儿童，实施免费窝沟封闭服务，预防龋

齿发生；在全市各小学全面开展口腔

卫生健康教育，普及口腔保健知识，提

高儿童和家长的口腔保健知识知晓

率，养成儿童正确刷牙、护牙的习惯，

保护儿童口腔健康。年内，全市筛查

儿童３．８万人，窝沟封闭２．８５万人。

（潘国才）

【传染病防治】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完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强

化学校等重点场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监测。加强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检测能力建设，特别是做好新

发传染病和输入性传染病检测的技术

储备，提高早期鉴别能力。对传染病

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和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

置。依法、科学、规范地落实各项应对

措施，切实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开展第三轮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

区工作，承担示范区工作的新北区、天

宁区、钟楼区和戚墅堰区因地制宜完

善工作机制，健全防治体系，提升防治

能力，创新工作方法，优化防治服务，

提高防治效果。认真贯彻卫计委等６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艾

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规范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艾滋病检测工作，继续推广

ＰＩＴＣ（艾滋病咨询检测工作）策略和

快检方法，扩大人群检测覆盖面，进一

步提高病例发现和病例管理水平。完

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大力开展查灭

螺工作，加大疫情监测和防急感力度，

切实做好沿江重点地带的监测预警，

２６２ 医疗　卫生



健全渔船民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机制。

常州作为２０１４年宁镇扬常泰和苏锡

常联防联控轮值市，举办两次联防联

控工作会议。深入推进消除疟疾行

动，武进区、新北区、天宁区和戚墅堰

区通过省级消除疟疾的达标评估。全

面完成省下达的肺结核病人发现、治

疗与管理任务，肺结核患者总体到位

率９９％，涂阳患者治愈率９０％以上，

患者病案信息完整率９８％以上；积极

引进使用耐多药肺结核快速诊断技

术，提高耐多药肺结核发现能力；配合

新农合和市人社局完善耐多药肺结核

医疗费用报销流程，扩展耐多药肺结

核规范化诊治覆盖面。健全麻风病监

测系统，市第一、二、七人民医院和中

医医院等医疗机构逐步提高麻风病人

早期发现率，保持麻风病发现的敏感

性。做好手足口病防治工作，提高手

足口病等重点传染病实验室检测能

力，强化重症病例的医疗救治，努力降

低病死率。进一步完善联防联控机

制，加强主动监测，严防埃博拉、人禽

流感、登革热等重点急性传染病。

　　９月１２日，常州卫生、检验检疫等部门联合举行埃博拉出血热疫情应急处

置演练　（卫生局　供稿）

【常州市埃博拉出血热疫情防治】　８

月１４日，常州市出台《常州市埃博拉

出血热疫情防治工作方案》，组织成立

常州市埃博拉出血热疫情预防控制专

家组和常州市埃博拉出血热病例医疗

救治专家组，编印《常州市埃博拉出血

热防控相关文件汇编》等资料，加强对

埃博拉出血热疫情的防控工作。组织

培训全市疾控条线相关专业人员，开

展埃博拉出血热疫区入境人员的健康

监测和健康管理工作。积极与出入境

检验检疫部门沟通协调，并组织全市

疾控机构与市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开

展埃博拉疫情应急处置演练。年内，

常州市共对７３名相关人员进行健康

监测和健康管理，所有监测人员情况

正常。

【常州市人禽流感防治】　２０１４年，全

市累计确诊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病

例５例，为金坛市１例、新北区３例、

天宁区１例；死亡３例，为新北区２

例、金坛市１例。５例全部开展详细

的流行病学调查，并对其中４例进行

外环境溯源（另１例暴露环境在镇江，

由镇江协查），累计检测病例外环境溯

源标本５９份，其中检测阳性１６份。

组织实施家禽养殖环节病原学专项检

测行动，采集３０个规模禽场棉拭样品

６５０份；开展 Ｈ７Ｎ９日常检测和剔除

行动，完 成 各 类 家 禽 血 清 学 检 测

１１１６５份，结果全部为阴性；完成活禽

市场 Ｈ７Ｎ９流感病原ＲＴ－ＰＣＲ检测

８０７样次；组织开展城区信鸽 Ｈ７Ｎ９

专项检测，检测信鸽棉拭样品５４２份，

结果全部为阴性。

　　年内，全市组织开展两次人感染

病例后的应急检测工作，对病人生活

区域和周边农贸市场及活禽来源地的

活禽交易市场的活禽进行病原学检

测，分别检测病原学样品３５１份和

２４３份。同时，加强对重点环节的消

毒指导，累计发放消毒药１０６８５千克。

全市各级累计出动执法人员１７２９人

次，检查涉及活禽交易的农贸市场

２７８个次，检查畜禽养殖规模场１２８９

个次、禽屠宰加工点１３６个次。全市

各农贸市场落实专人负责，每日对活

禽经营场所两次消毒，每半月一次全

面清场消毒。市场活禽均凭检疫证进

场销售，建立并详细记录检疫证索证

台账、活禽购销台账、经营场所消毒台

账、无害化处理台账。

【慢性病、精神疾病防治】　２０１４年，

全市以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和慢性

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为抓手，加强多部

门协作，健全健康促进与慢性病综合

防控和长效管理模式，巩固深化慢病

综合防控示范区创建成果。全面完成

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的评估验

收，天宁区通过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

示范区的评估验收。继续开展人群高

血压、糖尿病和恶性肿瘤等慢性病的

筛查和主动发现工作，按照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规范加强随访管理，探索“社

区发现———综合医院诊断治疗———社

区随访反馈”的综合管理模式。医疗

机构进一步完善院内管理信息系统，

做好恶性肿瘤、脑卒中等慢病信息与

疾控报告网络的对接工作，提高慢病

监测质量。解放军１０２医院、德安医

院等精神卫生专业诊疗机构确保新诊

断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信息及时录入

江苏疾控综合信息应用平台，进一步

提高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质量

和规范管理水平。

【卫生监督】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创建

３５０家放心餐饮示范单位，提前三年

完成１０００家放心餐饮示范工程创建

任务。市卫生监督部门继续强化学校

食堂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以强化索证

索票、食物中毒防控等工作为重点，对

全市６５１所学校７５６家学校食堂开展

专项检查，覆盖率１００％。持续开展

“五小行业”（小饮食店〈饭店〉、小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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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小浴室、小理发〈美容〉店、小副食

品店）长效管理，卫生监督员、卫生检

查员分片包干、责任到人，抓住许可

证、健康证、卫生制度和卫生设施等重

点环节，加大从业人员卫生知识培训

力度。认真组织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和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市一院、儿

童医院、第七人民医院进一步加强食

源性疾病主动监测，不断提高监测工

作水平。以医疗机构在传染病疫情管

理、执行预检分诊制度、消毒隔离管理

制度、医疗废弃物处置等措施的落实

情况为重点，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传

染病防治工作的监督检查。举办放射

工作人员法律法规知识培训班，督促

医疗机构做好放射诊疗建设项目卫生

审查工作，加强对受检者防护用品使

用情况的监管，发现问题限期整改，依

法查处，逐步规范医疗机构的依法执

业行为。

【生活饮用水监管】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

卫生监督部门制定全市生活饮用水在

线监测工作方案，实现实时预警与快

速处置有机结合，进一步完善快速检

测信息公示制度和集中式供水、二次

供水、分质供水单位“一户一档”制度。

快速反应、及时有效处置长江水污染

事件，对集中式供水单位开展水样监

测，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进一步健全全市生活饮用水监督

监测体系，选定１０个水质在线监测

点。深入开展中国卫生监督协会社区

卫生监督协管服务生活饮用水卫生检

测示范项目，在全市范围内新增１０个

示范社区，全市试点社区增加到５５

个，检测点增加到２７５个，监测范围覆

盖全市，受益人口５５万余人，全年公

示水质检测数据１９２５条。扎实开展

饮用水管材管件、全市集中式供水单

位和居民小区二次供水单位专项整治

行动，保障全市百姓饮水安全。

　　开展农村水厂监督管理工作，及

时掌握农村集中式供水卫生状况，举

办农村水厂管理人员培训班，保障农

村居民身体健康。健全完善监测信息

报告制度，实现水厂、乡镇、常规项目

检测全覆盖，农村水厂水样合格率

９６．６％，其 中 金 坛 ９５．８％、溧 阳

９７．２％。 （黄志娟）

【爱国卫生】　２０１４年，溧阳市埭头

镇、武进区嘉泽镇成功创建国家卫生

镇，溧阳市上兴镇、新北区春江镇成功

创建江苏省卫生镇，３７个村创建成江

苏省卫生村；金坛市薛埠镇和武进区

遥观镇、雪堰镇通过国家卫生镇复审，

１０８个江苏省卫生村顺利通过复审确

认。爱国卫生月期间，全市发放各类

宣传资料３２万份、健康生活方式支持

性工具１５００余份，展出各类展板４００

余块，悬挂宣传横幅标语３６５条，制作

电子流动主题口号２８０余条，举办健

康知识讲座２６５场次。６月３０日，市

爱国卫生网站正式上线。

　　进一步提高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

率。全市新增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

２７００户，其中金坛市１２００户、溧阳市

１５００户，金坛市、溧阳市农村无害化

卫生户厕普及率和全市农村无害化卫

生户厕普及率均达９８％，提前１年完

成“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继续全面

开展健康教育。武进区在嘉泽镇、洛

阳镇新建２个健康主题公园、２个健

康长廊、１条千米健康步道。新北区

着力打造以街道为单位的健身小公

园。天宁区在每个街道打造一条健康

步道或一个健康主题园，在全区增设

１８个健康小屋，实现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健康小屋全覆盖。持续开展健康素

养监测项目，积极开展健康城市建设。

天宁区正式启动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江苏

省健康促进区试点项目建设，戚墅堰

区将健康知识、健康生活方式融入到

居民家庭生活中，通过健康家庭促进

健康城市建设。市直医疗卫生单位开

展控烟执法检查和暗访及世界无烟日

系列宣传活动。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

作有序开展，规范病媒生物预防控制

服务机构备案工作。春季灭鼠期间，

全市共修缮、新建毒饵站１０００多座，

发放灭鼠饵剂２０００公斤；下发蚊蝇消

杀药物４０００公斤、灭蟑颗粒剂１５万

包。 （祖熙阳）

【妇幼保健】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调整行

政审批权限，将区属医疗保健机构母

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审批权限交给各

区卫生局；对依法必须由市卫生局审

批的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审批权

限，全部移交到市行政审批中心卫生

局窗口集中办理。开展全市妇幼健康

技能竞赛，促进岗位练兵。对全市助

产机构有关人员进行江苏省爱婴医院

标准（２０１４版）集中培训学习，成立爱

婴医院评估专家组，开展新一轮爱婴

医院创建和复核工作。加强项目管

理，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农村妇

女两癌检查，农村妇女补服叶酸预防

神经管畸形，预防艾滋病、梅毒、乙肝

母婴传播４个重大妇幼卫生项目全面

完成。１１月底，妇女宫颈癌、乳腺癌

２０万人次筛查任务全面完成，全市接

受宫颈癌检查２１３３５７人，接受乳腺癌

检查２１４２５８人。孕产妇艾滋病、梅毒

和乙肝检测率１００％，为乙肝表面抗

原阳性孕产妇所生新生儿注射乙肝免

疫球蛋白接种率９９．８２％；农村孕产

妇住院分娩补助１１０１０人，补助率

１００％；农村妇女补服叶酸预防出生缺

陷２０３０７人，服用率１００％。

（姚　窻）

医 政 医 疗

【医政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市深化平安

医院创建工作。开展维护医疗秩序打

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加大人防、

物防、技防、制度防建设力度，组建警

务室责任民警和专职辅警队伍，平稳

处置医患纠纷，全市未发生重大暴力

伤医事件。各级医疗机构参加各种形

式的医疗责任保险，城区通过人民调

解组织调处的医疗纠纷比例８０％。

　　加大医疗市场监管力度。加强医

疗广告技术审批管理，建立医疗广告

专家审查制度。建立卫生、公安、药

监、计生四部门打击非法行医联席会

议制度。开展口腔个体诊所提升为口

腔门诊部试点工作，门诊部审批权限

下放到各辖区。

　　持续改进医疗服务质量。继续实

施优质护理工程，二级以上医院优质

护理病房比例９５％以上；开展急救、

危重症护理专科护士培训工作。抗菌

药物专项整治各项指标改善明显。制

定《常州市医疗机构临床药师工作管

理规范（试行）》，组织开展两期临床药

师药学查房规范化活动。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

构。制订《常州市健康产业发展三年

行动纲要》和《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健康服

务业工作要点》，推进健康服务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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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细化促进健康服务业各项政策。

加快康复体系建设，规范化培训康复

治疗师９８人。制定《常州市非急救病

人转运社会化工作方案》。新增２家

民营医院。 （岳　健）

【医疗科研】　２０１４年，全市卫生系统

获国家自然基金立项１０项、省自然基

金立项５项。获省科技计划项目临床

医学科技专项立项４项、市科技计划

项目立项３１项，获省卫生厅医学科研

项目立项２项。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２项、二等奖４项、三等奖９项，省

卫生厅医学新技术引进奖一等奖１

项、二等奖１１项。落实和下达２０１３

年度重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项

目、科技成果、发明专利奖励、继续医

学教育项目等卫生科教经费６４７．６万

元。１１月，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简

称“市二院”）神经疾病研究室负责人

周先举成为全市首位江苏特聘医学

专家。

【医学教育】　２０１４年，全市加强医疗

人才考评力度，１９名考核等级为Ａ的

人才获表彰奖励。下达２０１３年培养

及奖励经费２６６．１万元。实施卫生创

新人才中期评估考核，８３名人才进入

卫生创新人才第二阶段培养。５月，

市二院神经外科医师刘芳获２０１４年

度国家公派留学人员资格，是常州市

卫生系统首例得到此项目资助的医务

人员。申报２０１３年国家级和省级继

续医学教育项目，获准国家级项目７７

项、省级项目７８项。

　　强化全科医师培养目标管理。下

达２０１３年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专项

资金５２８万元，新招录全科医生学员

４５名，２０１４年所有新录用进入基层医

疗机构临床岗位的本科生全部参加全

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加强全科医师规

范化培养基地建设与管理。市一院获

卫计委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基地能力

建设项目５００万元中央财政经费资

助。市二院省级示范基地发挥引领带

头作用，为新北区社区医生（乡村医

生）开展理论和实践技能培训。

　　加强基层卫生人员在岗培训。组

织１６人参加全省城乡基层卫生机构

管理人员培训。继续在金坛市、溧阳

市、常州卫生高职校３个培训点开展

村卫生室人员合理用药专项培训，２５５

名学员参加培训并接受省级统考，进

一步规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合理

用药行为。１１项２０１３年适宜卫生技

术库项目获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备

案继续在基层推广。免费培训基层卫

生技术人员３０００多人。市一院、市二

院加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标准

化建设，申报第一批国家级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基地，并获卫计委资格审

核认定，其中市一院２８个专业科目、

市二院１９个专业科目获培训资质认

可。 （汪红艳）

【常州市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试点】　６

月２７日，常州市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试

点工作在新北区正式启动，２２家村卫

生室纳入首批试点。新北区与武进人

民医院和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简称

“市四院”）明确双向转诊“绿色通道”，

４５名专家加入签约服务队伍。签约

服务推出后，乡村医生依托健康管理

团队，以６５岁以上老年人、０—６岁儿

童、孕产妇、慢性病人或精神病患者为

重点，围绕基本医疗服务、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和个性化服务，制定三个服务

组合：基本服务组合重点为指导和帮

助家庭成员免费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健康管理组合重点为

签约家庭成员提供全程动态健康管

理，每户收取１００元；慢性病管理组合

重点为签约家庭中有高血压、糖尿病

等慢性病患者提供全程规范服务，每

户收取３００元，如签约家庭成员中有

２人及以上患有高血压或糖尿病，或１

人同时患有两种及以上慢性病时，此

组合按５００元标准收费。为确保服务

质量，每个乡村医生签约家庭不超过

５００户。居民可自愿选择乡村医生，

签订服务协议，到期可续约、终止或另

选签约医生，原则上每户家庭只能签

约１名乡村医生。年内，１０３名乡村

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工作，２００９户６７８３

名居民自主选择医生，其中６５岁以上

老年人１４１４人、高血压患者１１９１人、

糖尿病患者２４８人。 （姚　窻）

【中医工作】　２０１４年，全市各级中医

医院深入推进多专业一体化诊疗服

务，规范中医医院中医综合诊疗区

（室）建设，打造中医综合诊疗平台，强

化中医综合服务。７个省级中医重点

专科接受省级复核，５个省级“十二

五”中医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接受省级

中期评估，１１个通过考核。开展中医

临床诊疗中心创建，遴选建设２个市

级中医临床诊疗中心。

　　稳步推进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

继续对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和０—３６个

月儿童开展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组

织筛选确定１０项中医药适宜技术，举

办常州市城区、金坛市、溧阳市、武进

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技术人员培训

班。加快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建

设，各辖市区均设立中医药适宜技术

推广基地。新增４个省级乡镇卫生院

示范中医科建设单位、６个中医药特

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溧阳市被

确定为省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县之一。

２人入选第二批省老中医药专家学术

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４人为学术

继承人，７人入选第二批省农村优秀

中医临床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

　　扎实开展中医类别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工作。常州市中医医院被确定

为国家中医住院医师和全科医师规范

化培训基地，钟楼区五星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天宁区青龙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武进区横林人民医院和

湟里镇卫生院被确立为中医全科规范

化培养基地（基层培养基地）。实施中

医药文化惠民工程，开展中医药进乡

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开展中医义

诊咨询、展览展示、健康讲座以及第四

届“中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药文化科

普巡讲活动。开展辖市（区）中医药传

统知识问卷调查、现场调查、项目筛选

评估等工作，针对分布在基层、民间的

中医药传统知识进行调查、挖掘和整

理。 （高志芬）

【市一院２项技术获国家发明专利】　

２０１４年，市一院汪良芝、承晓定、李皓

等联合申请的肠口肠镜用肛管和丁文

鸽、谢陶吟、苏延平等联合申请的肩锁

关节脱位喙锁间韧带固定器获国家发

明专利。汪良芝等发明的肠口肠镜用

肛管，在传动上有所创新，具有调节方

便的特点。丁文鸽等发明的专利属于

医疗器械领域，实用，操作简单，套管

容易穿过喙突上的骨孔，当弹性爪张

开后可以很牢固吊在骨孔上，不会因

为患者的肩部活动导致弹性爪的脱落

失效，避免患者再次手术痛苦。

５６２医疗　卫生



【市一院１项技术获省卫生厅医学新

技术引进一等奖】　２０１４年，市一院

石亮荣等申报的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

细胞在胃癌术后辅助免疫治疗中的应

用获省卫生厅医学新技术引进一等

奖。石亮荣等通过对胃癌患者进行术

后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辅助免疫

治疗，利用单采技术分离患者单个核

细胞，建立高效的自体ＣＩＫ体外培养

体系，明确ＣＩＫ细胞治疗对胃癌术后

患者辅助化疗后免疫重建的价值，对

胃癌术后患者无瘤生存期的影响和治

疗局部晚期胃癌的优势人群，以及对

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有重要指导意

义，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和生存质量。

【市一院获５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

研项目资助】　９月，市一院获５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中，面上项

目２项，分别是核医学科王跃涛负责

的１８Ｆ－ＦＤＧＰＥＴ心肌代谢显像对

缺血性心肌病ＣＲＴ无应答的预测及

相关机制的实验研究、骨科刘锦波负

责的 ｍｉＲ－２９ａ调控 ＰＴＥＮ－Ａｋｔ／

Ｗｎｔ－β－ｃａｔｅｎｉｎ通路促进轴突生长

和神经干细胞增殖修复脊髓损伤的机

制的研究；青年自然科学基金１项，为

影像科陈杰负责的磁敏感成像定量评

价肾纤维化的实验研究；海外及港澳

学者合作研究基金１项，为卢斌峰负

责的危险信号ＩＬ－３３在适应性肿瘤

免疫应答中的作用研究；联合基金培

育项目 １项，为麻醉科杨隆秋负责的

七氟醚通过 ｍｉＲＮＡ２１８－ＮＦ－κＢ信

号通路调节胚胎干细胞向神经元分化

的分子机制研究。

【第五届 犆犲犾犾犇犲犪狋犺牔 犇犻狊犲犪狊犲免疫、

干细胞与疾病国际研讨会】　１０月

１２—１４日在市一院真儒大厦召开，由

市一院、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

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健康科学

研究所、苏州大学、《ＣｅｌｌＤｅａｔｈ ＆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杂志等国内外医学研究机构

联合主办。１５位国际国内知名专家

学者作学术报告，来自北京、上海、吉

林等省市近２００位相关研究领域的科

研工作者、临床医生和研究生参与。

会议以“免疫、干细胞与疾病”为主题，

就干细胞与疾病、免疫与炎症、细胞死

亡与肿瘤等议题进行专题研讨。

（朱　江）

【市二院成为全市首家省级定点病种

救治医院】　５月，省卫生厅批准常州

市二院为农村儿童白血病、农村居民

慢性髓细胞白血病、农村居民血友病

Ａ诊疗型农村合作医疗省级定点医

院。常州市区及金坛、溧阳的新农合

病人，在市二院门诊治疗，办理相关手

续后，有关慢性髓细胞白血病、血友病

Ａ特殊药品可享受由当地农保基金支

付总费用７０％的优惠，有关儿童白血

病特殊药品可享受由当地农保基金支

付总费用８０％的优惠。

【市三院成功救治２名人感染 犎７犖９

禽流感患者】　２０１４年，市三院治愈２

名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患者。患者

传某，男，５２岁，重庆市人，无业。４月

１０日就诊，４月１３日因病情加重转至

市三 院 治 疗，为 常 州 首 例 人 感 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患者。患者范某，女，４７

岁，安徽省人，个体户（售卖活家禽）。

１１月５日因体检发现 Ｈ７Ｎ９核酸阳

性至市三院。两名患者经常州市专家

组诊断为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确诊

病例。经过医护人员全力抢救，２名

患者康复出院。

【市三院耳鼻咽喉科变态反应中心通

过国际论证】　１１月，市三院耳鼻咽

喉科变应性鼻炎诊疗中心通过国际标

准化免疫治疗中心论证。市三院变应

性鼻炎专科成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初，最早在常武地区开展变应（过敏）

性鼻炎诊疗，９０年代中期在国内较早

开展变应（过敏）性鼻炎快速减敏疗

法，２００６年在国内最早开展变应（过

敏）性鼻炎舌下脱敏治疗，始终保持与

国际先进水平同步，承担市内变应（过

敏）性鼻炎诊疗主要科研任务和新技

术的开发、引进。 （黄志娟）

【市四院新北院区肿瘤中心运行】　２

月７日，市四院新北院区肿瘤中心正

式运行。该中心集肿瘤预防、治疗、科

研、教学于一体，占地２．６亩，建筑面

积６９１４平方米。该中心与医院怀德

院区肿瘤诊疗中心和新北院区门诊的

肿瘤诊疗中心联动，与医院已有的国

内首台东芝 ＡｑｕｉｌｉｏｎＰＲＩＭ 全功能

能谱容积ＣＴ和西门子 Ｍａｇｎｅｔｏｍ

Ｖｅｒｉｏ－３．０Ｔ磁共振系统等先进设备

共同构成肿瘤预防、个体化治疗的现

代化诊疗系统。

【常州·名古屋·台北血液净化技术

交流合作中心揭牌】　３月３０日，常

州·名古屋·台北血液净化技术交流

合作中心在市四院新北院区揭牌，同

时举办首届肾友会，日本多和田医院

院长多和田秀夫、日本光寿会医院看

护部长鸟居芳行、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肾脏科主治医师蔡振成、市四院专家

和肾友１００余人就血液净化技术、健

康知识进行了现场交流。６月２０日，

中心正式对外开诊。中心运行中的高

端血液净化机有２０台，有ＣＲＲＴ机１

台，可以完成常规血液透析、血液滤

过、血液透析滤过、单纯超滤、序贯透

析、低温透析、血液灌流等治疗，设有

重症抢救区、专用血透区、普通血透

区、家属休息区等。院外专家每半年

一次或不定期到院查房、义诊，开展技

术交流和远程会诊，使医院血液净化

技术与国际接轨，医院也将派专家赴

台湾、日本进行学习交流。１１月，日

本名古屋市多和田医院院长多和田秀

夫到院坐诊并与血液净化中心医务人

员交流探讨。 （张惠萍）

６６２ 医疗　卫生



天宁区青龙街道青竹苑社区健身中心　（体育局　供稿）

“ＣＣＴＶ体坛风云人物全民健身常州行”活动　（体育局　供稿）

群 众 体 育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启动实施

《常州市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三年行动

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高水平建设

“１０分钟体育健身圈”。全年建成示

范社区５７个、全民健身示范工程２２

个，新建钟楼区荷花池街道全民健身

活动中心等１１个镇街道全民健身活

动中心，分别在天宁区青龙街道和武

进区牛塘镇建成２个拆装式游泳池，

新建和提升３０８个全民健身点。新增

１６所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４８个

新建住宅小区体育健身设施通过验

收。加强社会体育组织建设，年内新

增常州市击剑运动协会、体育文化交

流协会、户外休闲运动协会、路跑运动

协会４家市级协会。至年底，全市共

有３Ａ以上体育社团３２家，其中，常

州市体育舞蹈协会入选常州市十大品

牌社团，常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入选

常州市品牌社团三十强。全年组织一

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４７１

人，培训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５４

人、一级７８人、二级２６０人，在大学生

村干部中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６８人。

天宁区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李志燕

被评为全国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江

苏省十佳巾帼志愿者。组织２０１４年

江苏省暨常州市全民健身日活动，开

展各类全民健身活动４００余项次。年

内，常州群众体育工作经验在全国群

众体育工作会议上推广，主要做法载

入《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报告（２０１４）》，

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地级市。

【犆犆犜犞体坛风云人物全民健身常州 行】　１１月１５—１６日在常州举办，是



“ＣＣＴＶ体坛风云人物”公益活动的组

成部分。１５日，由中央电视台、江苏

省体育局、常州市政府联合举办的题

为《健身有道》主题论坛在常州市传媒

大厦举行，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

江苏省体育局、常州市领导和新华社、

《人民日报》《中国体育报》等体育界媒

体人物出席。与会人员结合常州在建

设公共体育服务示范区工作中的先进

经验，共同探讨在全民健身成为国家

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不断丰富公

共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以创新的思

路和手段努力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多

元体育需求。１６日，由中央电视台体

育频道、常州市政府共同主办，常州市

体育局承办的“风云路中国心”２０１４

年ＣＣＴＶ体坛风云人物全民健身乡

村运动会在武进岑村举办，王非、李

娜、陈
"

、叶钊颖、莫慧兰等体育明星

走进乡村，和当地村民一起组队，共同

参加篮球、乒乓球、门球、平板支撑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中央电视

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体育报》

等２１家媒体对此次活动给予广泛的

宣传报道。 （陈新荣）

第十八届省运会入场式中的常州体育代表团　（体育局　供稿）

【第四次国民体质监测】　５—８月，根

据省体育局统一部署，常州市组织开

展第四次国民体质监测，选择幼儿（３

－６岁）、成年人（２０－５９岁）、老年人

（６０－６９岁）三个年龄段，进行形态、

机能、素质３大类２７个指标的测试，

及时了解和全面掌握城乡居民体育健

康活动和体质状况的变化趋势。市体

育局组建了监测队，在金坛、溧阳市和

武进、天宁、钟楼区设置测试点３０个，

监测适宜人群样本量７０５６人，其中城

镇体力劳动者１６８０人、城镇非体力劳

动者１６８０人、农民１３９２人、城镇幼儿

８４０人、农村幼儿６９６人、城镇老年人

４２０人、农村老年人３４８人。监测的

样本数据上报江苏省体育科研所。

（陈新荣　吴　芳）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　４月，按

照《常州市关于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

实施办法（试行）》要求，市体育局公布

２０１４年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群体

类）项目，包括业务培训、群体赛事、健

身活动、管理服务和设施建设５大类

２２项，在全省率先启动实施政府购买

公共体育服务工作。有４３家单位通

过初步审核参与竞争。常州市成立由

高校教授、社会组织代表、资深媒体人

员等组成的评审组，按统一标准对各

申报单位进行评审，最终确定１６家承

接单位和购买金额，并向社会公示。

市体育局与承接单位签订协议，实施

合同化管理，并支付５０％的购买金额

作为启动资金。项目完成后，市体育

局组织专家对活动实施情况进行评

估，达标后结清购买金额。年内，除健

身路径建设等４个项目按规定进行政

府采购外，其他１８项全民健身赛事活

动按期高质完成，购买金额９９万元，

现场观摩和参与群众近１０万人，吸引

社会资金超１００万元，达到高效规范

化使用财政资金、满足群众公共体育

服务需求目的，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双赢。 （汪旭东）

【实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购买健身服

务】　１月起，常州市区职工医保参保

人员医保个人账户结余金额超过

３０００元的部分，按个人自愿原则，可

用于本人在定点健身场馆购买健身卡

或者进行按次健身消费。市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简称“奥体中心”）、市青少

年业余体育学校（简称“少体校”）全民

健身中心、市清潭全民健身中心和武

进区健身广场成为首批基本医疗保险

定点健身场馆。全年医保卡健身消费

５６００余人次，消费总额３２０万余元。

（陈新荣）

竞 技 体 育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有７名运动

员参加在南京举行的青奥会，获金牌

７枚，其中游泳运动员沈铎一人得６

枚金牌，是该届青奥会上获金牌最多

的运动员。９月１９日至１０月４日，

常州有１１名运动员参加第十七届仁

川亚洲运动会（简称“亚运会”），获奖

牌１０枚，其中金牌６枚。在荷兰举行

的第十三届女子曲棍球世界杯比赛

中，常州运动员王梦雨和蒋艾霖参加

的中国女子曲棍球队获第六名。

　　年内，全市积极推进省体育局和

省教育厅关于“名校办名队”的相关工

作。常州体育运动学校与常州市第一

中学（简称“市一中”）联合承办常州市

男子篮球队和常州市田径队，市一中

承担运动学校高考班文化教学和两支

队伍的文化教学及日常管理，运动学

校负责两支队伍的训练工作，实现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

【常州市体育代表团参加第十八届省

运会】　２０１４年，江苏省第十八届运

动会在徐州市和淮安市举行。常州市

派出９３８名运动员参加２５个大项

５２１个小项的比赛，获奖牌 ４１７．４３

枚，其中金牌２１０．４３枚、总分４２９１．９

分。加上常州籍运动员在全国以上大

赛上所获成绩、运动员输送情况及年

度比赛成绩的折算，市体育代表团共

获奖牌５３５．４３枚，其中金牌２８１．４３

枚，总分６５７３．４分。最终市体育代表

团在综合金牌、奖牌、总分以及赛会金

牌、奖牌、总分６个榜单上均排在全省

第四位，在人才输送上仅次于南京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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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女子曲棍球队获第十八届省运会女子曲棍球甲组冠军　（体育局　供稿）

第二位。在全省县（市、区）金牌排位

上，武进、金坛、溧阳分别位居第一、

六、九位；在区级金牌排位上，新北、天

宁、钟楼、戚墅堰分居第六、十、十三、

三十三位，实现全市竞技体育的新跨越。

【沈铎获青奥会、亚运会多枚金牌】　８

月１７—２２日，在南京青奥会上，常州

籍运动员沈铎获混合４×１００米自由

泳接力、女子４×１００米混合泳接力、

女子１００米自由泳、女子２００米自由

泳、女子４×１００米自由泳接力和混合

４×１００米混合泳接力６枚金牌，成为

此届青奥会夺取金牌最多的选手。９

月２２日，沈铎在仁川亚运会上获女子

４×１００米自由泳接力赛、女子１００米

自由泳赛、女子４×２００米自由泳接力

赛、女子２００米自由泳赛４枚金牌。

沈铎１９９７年出生于江苏常州，２００３

年进入常州市少体校训练，２０１０年进

入江苏省游泳队。

【史婧琳获亚运会蛙泳金牌】　９月２１

日，常州籍运动员史婧琳在仁川亚运

会女子１００米蛙泳赛场上游出１分

０６秒６７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罗

雪娟２００２年在韩国釜山创造的１分

０６秒８４的亚运会纪录。史婧琳生于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９年进入常州市少体校训

练花样游泳，２００２年转练游泳，２００６

年进入省游泳队，并开始在全国比赛

中崭露头角。

【汪敏获亚运会赛艇金牌】　９月２５

日，常州籍运动员汪敏与其他三位队

员合作获仁川亚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双

桨金牌。汪敏出生于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年在常州市业余军体校训练，

２０１２年在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

赛艇女子双人双桨项目第四名。

（宋志娟）

【周溢获世界技巧锦标赛金牌】　７月

１３日，在法国举办的第２４届世界技

巧锦标赛上，常州籍运动员周溢与其

他３名队员合作获男子四人项目金

牌。周溢已多次在世界杯技巧比赛、

世界技巧锦标赛、全国技巧锦标赛中

获得冠军。 （汪旭东）

【庄功平获亚洲举重锦标赛冠军】　９

月，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亚洲举重锦

标赛上，常州籍运动员庄功平获男子

８５公斤级抓举冠军。庄功平出生于

１９９３年，２００７年进入常州体育运动学

校，２０１１年被选入省举重队。

【中小学生体育比赛】　２０１４年，市体

育局、教育局共组织１３项１３次中小

学生体育比赛。

　　５月８—１０日，常州市中小学生

乒乓球比赛在常州市兰陵小学举行。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一队、溧阳市、江

苏省前黄高级中学二队分获高中组前

三名，武进区星辰实验学校、常州市第

二十四中学、武进区湖塘实验中学分

获初中组前三名，常州市兰陵小学一

队、武进区星辰实验小学、武进区马杭

中心小学分获小学组前三名。

　　５月１７—２５日，常州市中小学生

棋类比赛在新北区雅居乐星河湾大酒

店举行。常州市安家中学、常州市外

国语学校、常州市清潭中学分获象棋

中学组前三名，常州市解放路小学、武

进区寨桥中心小学、新北区西夏墅中

心小学分获象棋小学组前三名。常州

市安家中学、常州市花园中学、常州市

外国语学校分获国际象棋中学组前三

名，常州市解放路小学、常州市实验小

学、武进区芙蓉小学分获国际象棋小

学组前三名。常州市外国语学校、江

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常州市实验初级

中学分获围棋中学组前三名，常州市

局前街小学、常州市觅渡桥小学、常州

市怀德苑小学分获围棋小学组前三名。

　　５月２４日，常州市中小学生举重

比赛在常州体育运动学校举行。溧阳

市少体校、武进区李公朴小学、武进区

周家巷小学分获小学组前三名，溧阳

市少体校、武进区坂上初级中学一队、

新北区浦河实验学校二队分获初中组

前三名。

　　５月２４—２５日，常州市中小学生

射击比赛在常州市少体校举行。武进

区横山桥高级中学、新北区实验中学、

溧阳市少体校分获高中组前三名，新

北区实验中学、溧阳市少体校、武进区

横山桥初级中学分获初中组前三名，

武进区崔桥小学、新北区龙虎塘实验

小学、武进区横山桥中心小学分获小

学组前三名。

　　５月２６—３０日，常州市中小学生

羽毛球比赛暨第七届百校羽毛球比赛

在飞龙体育公园举行。常州市田家炳

高级中学、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戚墅

堰区实验中学分获高中组前三名，常

州市实验初级中学、武进区湖塘实验

中学、新北区实验中学分获初中组前

三名，天宁一队、戚墅堰区东方小学一

队、常州市西横街小学分获小学组前

三名。

　　７月１５—１６日，常州市中小学生

武术比赛在常州市虹景小学举行。常

州市清潭中学、常州市外国语学校、武

进区湖塘实验中学分获初中组前三

名，新北区吕墅小学、常州市盛毓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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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常州市怀德教育集团分获小学组

前三名。

　　７月１７日，常州市中小学生健美

操比赛在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举行。

市一中、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常州市

第五中学分获高中组前三名，常州市

北郊初级中学、武进区前黄实验学校、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分获初中组前三

名，刘海粟小学、武进区横山桥中心小

学、常州市局前街小学分获小学组前

三名。

　　７月１７日，常州市小学生棒垒球

比赛在常州市花园第二小学举行。常

州市花园第二小学、武进区嘉泽中心

小学、常州市百草园小学分获前三名。

　　７月２９日至８月５日，常州市中

小学生足球比赛在武进区湖塘实验中

学举行。江苏省横林高级中学、常州

市北郊高级中学、常州市新桥中学分

获高中男子组前三名，常州市实验初

级中学天宁分校、武进区横山桥初级

中学、武进区横林初级中学分获初中

男子组前三名，武进区卢家巷实验学

校、武进区东青实验学校分获初中女

子组前二名，常州市雕庄中心小学、武

进区礼河实验学校、武进区横山桥中

心小学分获小学男子组前三名，武进

区卢家巷实验学校、武进区横林实验

小学、常州市孝都小学分获小学女子

组前三名。

　　８月１３—１５日，常州市中小学生

篮球比赛在常州市奥体中心篮球训练

中心与新北区实验中学同时举行。武

进区星韵小学、刘海粟小学、新北区新

桥实验小学分获小学男子组前三名，

武进区湖塘桥实验小学、武进区庙桥

小学、新北区新桥实验小学分获小学

女子组前三名，常州市新北区实验中

学、武进区湖塘实验中学、武进区星辰

实验学校分获初中男子组前三名，新

北区实验中学、武进区坂上初级中学、

常州市中天实验学校分获初中女子组

前三名，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常州市

第二中学、溧阳市戴埠高级中学分获

高中男子组前三名。

　　８月１９—２１日，常州市中小学生

排球比赛在金坛市体育馆举行。江苏

省前黄高级中学、常州市新桥中学分

获高中男子组前二名，江苏省前黄高

级中学、市一中、常州市第二中学分获

高中女子组前三名，武进区前黄实验

学校、武进区鸣凰中学、常州市实验初

级中学分获初中男子组前三名，武进

区鸣凰中学、武进区星辰实验学校分

获初中女子组前二名，武进区鸣凰中

心小学、武进区泰村实验小学、新北区

罗溪中心小学分获小学男子组前三

名，武进区星辰实验学校、武进区鸣凰

中心小学、常州市虹景小学分获小学

女子组前三名。

　　１０月２４日，常州市中小学生游

泳比赛在市奥体中心新城游泳跳水中

心举行。武进区湖塘实验中学、常州

市朝阳中学、常州市清潭中学分获初

中组前三名，常州市西横街小学、常州

市解放路小学、武进区湖塘中心小学

分获小学组前三名。

　　１０月２８—３０日，常州市中小学

生田径比赛在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举

行。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江苏省武

进高级中学、溧阳市光华高级中学分

获试点校团体前三名，常州市北郊高

级中学、常州市第二中学、常州市新桥

中学分获星级高中团体前三名，武进

区淹城初级中学、常州市局属学校、常

州市新北区分获初中组团体前三名，

常州市新北区、武进区嘉泽中心小学、

常州市钟楼区分获小学组团体前三名。

２０１４年常州籍运动员参加全国及以上比赛成绩前三名表

姓　名 性　别 比赛名称 时　间 地　点 参赛项目 名　次

周　溢 男 世界技巧锦标赛 ５月 美　国 技　巧 １

赵　帅 男 跆拳道世界大奖赛 １１月 英　国 ５８公斤级 ２

沈　铎 女 第二届青奥会 ８月 江　苏 １００米自由泳 １

沈　铎 女 第二届青奥会 ８月 江　苏 ２００米自由泳 １

沈　铎 女 第二届青奥会 ８月 江　苏 ４×１００米混合泳接力 １

沈　铎 女 第二届青奥会 ８月 江　苏 ４×１００米自由泳接力 １

沈　铎 女 第二届青奥会 ８月 江　苏 男女混合４×１００米自由泳接力 １

沈　铎 女 第二届青奥会 ８月 江　苏 男女混合４×１００米混合泳接力 １

沈　洋 女 第二届青奥会 ８月 江　苏 曲棍球 １

屠一丹 女 第二届青奥会 ８月 江　苏 曲棍球 １

汪　敏 女 第十七届亚运会 ９月 韩　国 赛艇四人双桨 １

史婧琳 女 第十七届亚运会 ９月 韩　国 １００米蛙泳 １

史婧琳 女 第十七届亚运会 ９月 韩　国 ２００米蛙泳 ３

沈　铎 女 第十七届亚运会 ９月 韩　国 １００米自由泳 １

沈　铎 女 第十七届亚运会 ９月 韩　国 ２００米自由泳 １

沈　铎 女 第十七届亚运会 ９月 韩　国 ４×１００米自由泳接力 １

沈　铎 女 第十七届亚运会 ９月 韩　国 ４×２００米自由泳接力 １

王梦雨 女 第十七届亚运会 ９月 韩　国 曲棍球 ２

庄功平 男 亚洲举重锦标赛 ９月 哈萨克斯坦 举　重 １

王　俪 女 跆拳道全国锦标赛 ３月 陕　西 ５３公斤级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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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　别 比赛名称 时　间 地　点 参赛项目 名　次

林雅婷 女 跆拳道全国锦标赛 ３月 陕　西 ４６公斤级 ２

冷鸣宏 女 全国跳水冠军赛 ４月 江　苏 女子团体 ３

陶　鑫 男 全国柔道锦标赛 ４月 山　东 １００公斤级以下 ３

蒋　全 男 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 ４月 山　东 ９０公斤级 １

王玄玄 男 全国拳击锦标赛 ４月 河　北 ９１公斤级以下 １

蒋金永 男 全国拳击锦标赛 ４月 河　北 ５２公斤级 ３

杜玉洁 女 全国垒球锦标赛 ４月 江　苏 垒　球 １

刘
#

敏 女 全国垒球锦标赛 ４月 江　苏 垒　球 １

闵　珠 女 全国垒球锦标赛 ４月 江　苏 垒　球 １

张洁婵 女 全国垒球锦标赛 ４月 江　苏 垒　球 １

徐　寄 男 全国赛艇锦标赛 ４月 上　海 八人单桨 ２

袁石林 男 全国赛艇锦标赛 ４月 上　海 八人单桨 ２

朱贵颖 男 全国赛艇锦标赛 ４月 上　海 单人双桨 １

徐千雪 女 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赛 ５月 上　海 集体技术 １

徐千雪 女 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赛 ５月 上　海 集体自由 １

金小玲 女 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赛 ５月 上　海 集体技术 １

金小玲 女 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赛 ５月 上　海 集体自由 １

金小琪 女 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赛 ５月 上　海 集体技术 ２

芮留铭 男 全国技巧锦标赛 ５月 江　苏 男子四人 １

李　铮 男 全国技巧锦标赛 ５月 江　苏 男子四人 １

周　溢 男 全国技巧锦标赛 ５月 江　苏 男子四人 １

郭　培 男 全国技巧锦标赛 ５月 江　苏 男子四人 １

吴旭升 男 全国技巧锦标赛 ５月 江　苏 混合双人 ２

吴世恒 女 全国技巧锦标赛 ５月 江　苏 女子双人 ２

潘　悦 女 全国冠军杯 ５月 甘　肃 曲棍球 ２

张　俊 女 全国冠军杯 ５月 甘　肃 曲棍球 ２

周　珊 女 全国冠军杯 ５月 甘　肃 曲棍球 ２

付　裕 女 全国冠军杯 ５月 甘　肃 曲棍球 ２

罗甜甜 女 全国冠军杯 ５月 甘　肃 曲棍球 ２

陈　晨 女 全国冠军杯 ５月 甘　肃 曲棍球 ２

周　炀 女 全国冠军杯 ５月 甘　肃 曲棍球 ２

虞雅然 女 全国冠军杯 ５月 甘　肃 曲棍球 ２

朱方园 女 全国冠军杯 ５月 甘　肃 曲棍球 ２

郑超群 男 全国棒球锦标赛 ６月 广　东 棒　球 ３

韦　伟 男 ２０１４年全国田径冠军赛 ７月 山　东 ２００米 ２

韦　伟 男 ２０１４年全国田径冠军赛 ７月 山　东 ４×４００米接力赛 ３

高霆捷 男 全国冠军赛气步枪比赛 ７月 重　庆 ６０发气步枪 ３

吴照华 男 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 ９月 云　南 长　拳 ３

韦　伟 男 ２０１４年全国田径锦标赛 １０月 江　苏 ４×４００米 ３

周叶凡 女 全国柔道冠军赛 １０月 山　西 ５２公斤级 ２

赵　静 女 全国柔道冠军赛 １０月 山　西 ６３公斤级 ２

张海侠 女 全国锦标赛 １０月 江　苏 手　球 １

蓝小玲 女 全国锦标赛 １０月 江　苏 手　球 １

乔　如 女 全国锦标赛 １０月 江　苏 手　球 １

莫蒙萌 女 全国锦标赛 １０月 江　苏 手　球 １

于源源 女 全国锦标赛 １０月 江　苏 手　球 １

李佳菲 女 全国锦标赛 １０月 江　苏 手　球 １

黄　霞 女 全国锦标赛 １０月 江　苏 手　球 １

１７２体　　育



姓　名 性　别 比赛名称 时　间 地　点 参赛项目 名　次

王小华 女 全国锦标赛 １０月 江　苏 手　球 １

修丽杰 女 全国锦标赛 １０月 江　苏 手　球 １

周小玲 女 全国锦标赛 １０月 江　苏 手　球 １

翟爱林 女 全国锦标赛 １０月 江　苏 手　球 １

韦秋香 女 全国锦标赛 １０月 江　苏 手　球 １

韩秀超 女 全国锦标赛 １０月 江　苏 手　球 １

赵　洁 女 全国垒球冠军赛 １０月 北　京 垒　球 １

刘
#

敏 女 全国垒球冠军赛 １０月 北　京 垒　球 １

闵　珠 女 全国垒球冠军赛 １０月 北　京 垒　球 １

张洁婵 女 全国垒球冠军赛 １０月 北　京 垒　球 １

高霆捷 男 全国锦标赛气步枪比赛 １０月 河　南 ６０发气步枪 ２

徐千雪 女 全国花样游泳锦标赛 １１月 湖　南 集体技术 １

徐千雪 女 全国花样游泳锦标赛 １１月 湖　南 集体自由 １

金小玲 女 全国花样游泳锦标赛 １１月 湖　南 集体技术 １

金小玲 女 全国花样游泳锦标赛 １１月 湖　南 集体自由 １

金小琪 女 全国花样游泳锦标赛 １１月 湖　南 集体自由 １

蒋　全 男 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 １１月 吉　林 ９０公斤级 １

王玄玄 男 全国拳击冠军赛 １１月 湖　北 ９１公斤级以下 １

杨　君 男 全国拳击冠军赛 １１月 湖　北 ６０公斤级 １

王　奔 男 全国拳击冠军赛 １１月 湖　北 ６９公斤级 ３

张开天 男 全国男子拳击冠军赛 １１月 湖　北 ５６公斤级 ３

吴蓉蓉 女 全国女子举重冠军赛 １１月 山　东 ５３公斤级 ３

张云录 女 全国室外射箭锦标赛 １１月 浙　江 混合团体 １

廖雨洁 女 全国室外射箭锦标赛 １１月 浙　江 混合团体 １

朱经昊 男 全国棒球冠军赛 １２月 广　东 棒　球 １

（宋志娟　徐文博）

２０１４波力杯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女子双打比赛　（体育局　供稿）

体 育 赛 事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制定出台

《举办国际性、全国性重要赛事奖励实

施细则》，鼓励辖市区学校和体育协会

承办大型体育赛事。全年共承办中国

羽毛球大师赛、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

车赛、环西太湖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中

国—古巴国际女篮对抗赛、中国—澳

大利亚国际男篮对抗赛等国际赛事５

项次，承办２０１３—２０１４赛季中国男子

篮球职业联赛（简称“ＣＢＡ”）江苏中天

钢铁队主场、２０１４—２０１５赛季 ＣＢＡ

联赛江苏中天钢铁队和江苏同曦队主

场、２０１４—２０１５中国女排联赛江苏中

天钢铁队主场、全国跳水冠军赛、全国

女子手球锦标赛、全国女子曲棍球锦

标赛等全国赛事１７项次。以合作办

培训、委托办培训等方式，鼓励支持在

常州高校和体育协会培养等级裁判

员，先后与省体育局综合处联合举办

江苏省羽毛球、跆拳道一级裁判员培

训班２期，与江苏理工学院、常州大

学、市棋类协会、市乒乓球协会等单位

联合举办二级裁判员培训班５期。全

年新增国际级裁判员２名、国家级裁

判员３名、一级裁判员６２名、二级裁

判员１１２名。

【波力杯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４月

２７２ 体　　育



２０１４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比赛　（体育局　供稿）

２０１４全国跳水冠军赛　（体育局　供稿）

１５—２０日，２０１４波力杯中国羽毛球大

师赛在常州奥体中心新城体育馆举

行，１１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１２名运动员

参赛。经过５天５轮１２０场比赛，中

国选手林丹获男子单打冠军，中国选

手刘鑫获女子单打冠军，中国选手康

骏／刘成获男子双打冠军，中国选手骆

赢／骆羽获女子双打冠军，中国选手鲁

恺／黄雅琼获混合双打冠军。

【２０１４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武进

赛段】　１１月６日，２０１４环太湖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第六赛段的比赛在武进

区春秋淹城—西太湖举行，１５个国家

２０个车队的２００余名运动员参赛，澳

大利亚ＢＦＬ叉车洲际队的塞缪尔获

赛段冠军。

【犆犅犃联赛江苏中天钢铁男篮常规赛

常州赛区】　１月５日至２月１１日，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赛季ＣＢＡ联赛江苏中天

钢铁男子篮球队主场的８场比赛在常

州清潭体育中心中天钢铁体育馆举

行。江苏中天钢铁男子篮球队分别迎

战北京、上海、新疆、山西、四川、广东、

东莞、佛山等队，共取得５胜３负的成

绩，最终位列常规赛第十一名。

　　１１月７日至１２月１７日，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赛季ＣＢＡ联赛江苏中天钢铁男

子篮球队主场的１０场比赛在常州清

潭体育中心中天钢铁体育馆举行。江

苏中天钢铁男子篮球队分别迎战福

建、佛山、山西、新疆、同曦、东莞、广

东、北京、吉林、山东队，共取得４胜６

负的成绩。

【犆犅犃联赛江苏同曦男篮常规赛常州

赛区】　１１月５日至１２月２６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赛季ＣＢＡ新军江苏同曦

男子篮球队主场在常州奥体中心新城

体育场举行。江苏同曦队先后与福

建、佛山、山西、新疆、上海、东莞、广

东、北京、吉林、青岛、四川、重庆队进

行１２场比赛，取得５胜７负的成绩。

【２０１４全国跳水冠军赛】　３月２８日

至４月３日，２０１４全国跳水冠军赛在

常州奥体中心新城游泳跳水馆举行，

２０个省（市）代表队的２００名运动员

参加了男子和女子单人１米板、３米

板、１０米台，双人３米板、１０米台，男

女个人全能、男女团体以及男女混合

全能共计１５个项目的比赛。经过６

天１７场比赛，广东、海军、北京队分获

男子团队总分前三名；广东、海军、江

苏队分获女子团队前三名。

【江苏中天钢铁女子排球俱乐部成立】

　５月５日，江苏中天钢铁女子排球

俱乐部成立。俱乐部由中天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省体育局和常州体育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是全省

首个职业排球俱乐部，也是全市首个

职业体育俱乐部。俱乐部成立后，原

江苏女排名称改为江苏中天钢铁女

排，主场设在常州武进体育馆。年内，

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５赛季全国女排联赛中，

江苏中天钢铁女排先后与浙江、山东、

广东、上海、福建女排进行１０场比赛，

取得７胜３负的成绩。

３７２体　　育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承办国家级以上大型体育赛事一览表

赛事

级别
赛事名称 比赛时间 比赛地点

国
际
比
赛

２０１４波力杯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４月１５－２０日 常州奥体中心新城体育馆

２０１４中国和古巴国际女篮对抗赛 ４月２９日 溧阳市体育馆

２０１４中国和澳大利亚国际男篮对抗赛 ６月８日 溧阳市体育馆

２０１４武进西太湖国际半程马拉松赛 １０月２５日 武进西太湖景区

２０１４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武进赛段 １１月６日 武进西太湖景区

全
国
比
赛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全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江苏中天钢

铁队主场）

１月５日至２月１２日 常州清潭体育中心中天钢铁体育馆

２０１４全国Ｕ１７男子篮球比赛 ３月３－１０日 常州奥体中心新城体育馆

第七届华东地区业余羽毛球比赛 ３月２７－３０日 常州奥体中心新城体育馆

２０１４全国跳水冠军赛 ３月２８日至４月３日 常州奥体中心新城游泳跳水馆

２０１４中华龙舟大赛（常州·武进站） ４月１９－２０日 武进太湖湾景区

２０１４长三角运动休闲体验季暨长三角户外运动

赛会

５月１０－１１日 溧阳天目湖景区

２０１４全国啦啦操锦标赛 ５月２４－２６日 溧阳市体育馆

２０１４中国男子乒超联赛（江苏中超电缆主场） ６月１４日至７月２６日 武进体育馆

２０１４中国常州国际体育舞蹈公开赛 ８月２４日 武进体育馆

２０１４全国女子手球锦标赛 １０月１０－１８日 溧阳市体育馆

２０１４全国定向公开赛·溧阳站 １０月１８－２０日 溧阳南山景区

２０１４全国女子曲棍球锦标赛 １０月２０－２８日 武进曲棍球基地

２０１４全国女子手球超级杯赛 １０月２１－２７日 江苏常州手球基地

２０１４中国热气球公开赛（常州站） １１月７－９日 武进西太湖景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全国女子排球职业联赛（江苏中天钢

铁队主场）

１１月－１２月 常州大学体育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全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江苏同曦队

主场）

１１月－１２月 常州奥体中心新城体育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全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江苏中天钢

铁队主场）

１１月７日至１２月１７日 常州清潭体育中心中天钢铁体育馆

（花　盛）

体 育 产 业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市体育局积极争

取省级体育产业引导资金，全市有１５

个项目单位获总计１０８０万元资助金

额，总额位列全省第一。常州体育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不断整合市级体育场

馆资源，健全产业体系，深化健身、会

展、演艺、房地产等多类产业，营业收

入１．１４亿元。常州青奥体育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稳步推进清潭体育中心场

馆企业化运营管理步伐，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１１７０万元。巩固体育彩票基

础站点改造成果，大力发展体育彩票

销售工作。体育 彩 票 全 年 销 售 额

１３．７４亿元，位列全省第四。７月，市

体育局会同市公安、卫生等部门对全

市约４５家游泳场所进行联合执法检

查。继续按照法律法规做好市区游泳

场馆证照的核发工作，年底，市区累计

核发证照３６家，游泳领域保持安全运

行零事故。

【全国第六次体育场地普查工作完成】

　２０１４年，常州完成全国第六次体育

场地普查工作。此次普查于２０１３年

底启动，历时１年，涉及全市体育场、

体育馆等８３类标准体育场地和１类

非标准体育场地，参与普查人员４００

多人。年底，常州市完成场地普查的

实地丈量、数据填写、数据录入、省市

审核等工作。普查结果显示，全市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为２．０４平方米，比全

国第五次体育场地普查增长５１％。

（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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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爱心义诊行动启动　（计生委　供稿）

人口和计划生育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人口出生率

６．６８‰，自然增长率１．６７‰，出生政

策符合率９９．４７％，出生人口性别比

（男 婴 出 生 数／女 婴 出 生 数 １００）

１０６．９６，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率９４．５％。

　　年内，市人口计生委以“人人健

康、家家幸福”为理念，深化人口家庭

幸福工程，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２０１２２人次，覆盖率９０．３％。联合

市妇联、常州日报社开展“最美家庭”

幸福故事征集活动，联合市民政局、老

龄委、电视台等开展常州市第二届“幸

福金婚”评选活动，联合市卫生局开展

妇幼健康服务年活动，配合市妇儿工

委为２２９２名特困家庭已婚育龄妇女

开展宫颈癌、乳腺癌筛查服务。生殖

道感染查治２５万人次，孕、环情随访

２６万人次。成功举办百场“科学育儿

进社区”和第七届亲子运动会，编纂出

版《常州市０～３岁亲子美劳手册》，向

３０００个新生儿家庭赠送《０～３岁亲子

指导手册》。制作《青春俱乐部》宣传

片并向学校、社区和企业免费发放，组

织实施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联合举办的青春健康家长培

训项目，提升青少年家长的性与生殖

健康教育沟通能力。

【“单独两孩”生育新政实施】　３月２８

日，江苏省“单独两孩”生育新政出台，

常州同步实施。设置办证简易程序和

一般程序，启用再生育审批管理系统，

办证时间从４５天缩短至３０天。１２

月，《常州市关于特殊情形批准再生育

一个孩子的规定》出台，将符合条件的

再婚家庭“单独”夫妻纳入再生育审批

对象。至１２月底，全市累计受理审批

“单独两孩”２１６０对。市人口计生委、

社科联和常州工学院联合完成的《“单

独两孩”新政视域下的人口发展与治

理研究》获省社科联优秀成果二等奖

和省人口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　２０１４年，

全市人口计生部门对６．２万名农村部

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５０２５

名独生子女死亡（简称“失独”）或伤残

的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发放奖励优

惠资金７１７０万元。向４２５名计划生

育困难家庭发放公益金７１．２万元。

对符合政府发放条件的灵活就业人

员、进社保的被征地农民、特殊困难企

业职工，以及城镇非从业居民的独生

子女父母发放一次性奖励金１．０８亿

元，近３万人受益。落实机关事业单

位社会化用工、部分挂靠企业被征地

农民的一次性奖励金发放渠道。协同

国税、地税、财政、人社等部门做好特

殊困难企业、连续三年零申报缴税企

业的认定，对拒不支付一次性奖励的

４７９０家企业（涉及９９７８人）进行督促。

【“春晖”失独家庭关爱帮扶体系】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通过推进中国计划生

育协会（简称“计生协”）计划生育特殊

家庭帮扶模式探索项目，逐步构建以

“春晖”为品牌的关爱帮扶体系。实施

“春晖送暖”行动。落实重大节假日关

怀慰问机制，出台计划生育特别扶助

对象住院护理服务综合保险，城区特



扶金实行每季度一发，联合民政部门

将城区６０岁以上３５０户失独家庭纳

入“一键通”虚拟养老体系，联合市慈

善总会对当年发生突发事件和重大困

难的２３户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给予共

计９．３万元的慈善救助。开展“春晖

志愿”服务。春晖志愿者与全市计划

生育特殊家庭成员全面形成一对一、

多对一的结对帮扶，提供精神慰藉、家

政服务、健康医疗等针对性服务。打

造“春晖家园”阵地。全市已打造２３

个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情感关爱基地

“春晖家园”，通过提供心理辅导、开展

文体活动等形式，帮助特殊家庭宣泄

和告别内心的伤痛，重拾生活信心。

组织“春晖爱心”活动。４—５月，举办

春晖爱心之旅，组织３００多名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人员游览常州花博园、青

枫公园，走入自然，放松心情；联合农

工民主党巡回开展春晖爱心义诊行

动，现场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免费义

诊、结对咨询。

【国际康健项目深度推进】　２０１２年，

常州市计生协被中国计生协确定为国

际康健项目实施单位。该项目全称

“生育关怀—关爱流动人口项目”，由

中国计生协与美国开拓者国际组织合

作开展，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中国计生协

又相继引入香港乐施会等组织加入常

州项目。项目采取“参与式”按需服务

方式，搭建外来工乐意参与、企业愿意

支持、社会资源融合利用的公共服务

平台，为外来工弱势群体倡导及推行

大健康的理念和实践，提供系统性、关

键性的性与生殖健康、权益维护等服

务，不断满足流动人口对卫生和计划

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求，并

引导他们顺利融入流入地的社区和

社会。

　　常州市依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和原南京人口干部管理学院，对

１１１４名企业外来工开展基线调查，形

成《常州市外来工社会管理与生殖健

康服务状况调查报告》《常州企业外来

工生活状况—基线调查专题研究报

告》，为项目提供科学依据。调查显

示，占９０％以上被调查者表示愿意或

非常愿意融入当地，同时８０％左右表

示未参加过当地社区活动。项目明确

“三位一体”的工作框架，由外来工参

与搭建集健康宣传倡导、休闲娱乐为

一体的康健驿站，参与编制为他们量

身定做的包含日常生活、健康生活、社

会保障、家庭计划、家庭发展等２８个

服务主题的《康健手册》，参与组建康

健自愿者队伍。３年中，全市投入经

费２００多万元，服务培训企业外来工

１万多名，在企业、社区建成康健驿站

１１家，免费发放《康健手册》１．５万册，

有康健志愿者５００余人。

　　年内，常州先后在深圳全国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现场会、

厦门国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示范试点

启动暨国际项目交流会、成都国家流

动人口计生协建设推进会上做项目经

验介绍发言。２０１５年１月，常州项目

团队赴美国与开拓者国际组织、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专家学者进行康

健项目交流研讨，美方对常州项目给

予充分肯定，并认为康健驿站是常州

的创意，希望常州的试点经验能推广

到其他地方。 （陈　艾 吴　芳）

人 力 资 源

【高层次人才引育】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

引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人才４．３万

名，其中硕士及以上高层次人才３５４４

名；新增专业技术人才２７４２１人；新增

高技能人才２．６万人，每万名劳动者

中高技能人才数超过６４０名。“龙城

英才计划”深入实施，１５５人入选领军

人才优先支持项目，其中国家“千人计

划”特聘专家１４人。

　　高层次外国专家引进取得突破。

常州菲涅克斯电器技术有限公司引进

的美国籍专家博士崔彰允成功入选第

四批国家“外国专家千人计划”，常州

大学引进的法国籍教授翔云和常林股

份有限公司引进的日本籍
$

田英之等

４名外国专家，分别入选２０１４年度国

家文教类、经济类高端外国专家项目；

１６个项目入选２０１４年度国家普通类

和示范类引智项目，２０个项目入选省

级普通类引智项目，６９个项目入选市

级引智项目，５个项目入选市级高层

次外国专家工薪补助项目，１０家单位

被评定为市级引智工作站。天合光能

有限公司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首席科学家 ＶｅｒｌｉｎｄｅｎＰｉｅｒｒｅＪ

ａｃｑｕｅｓ博士获２０１４年江苏友谊奖。

　　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

（简称“双创计划”）和“双创博士”引进

工作全面提升。“双创计划”自主创业

类入选２２人，比上年增１００％；“双创

博士”入选２６人，增４４．４％。“万名

硕博常州行”主题活动深入实施。通

过硕博研究生社会实践对接活动、龙

城金秋高层次人才洽谈会、招才引智

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座谈会、校企

对接、名校学子看龙城等活动，共邀请

各地高校硕士以上研究生３５７１人到

常州参加活动；组织３５５家单位举办

高层次洽谈会和研究生社会实践对接

会，提供研究生以上岗位２９９９个，９９２

名研究生与企业达成就业和社会实践

意向。天宁留学人员创业园被评为省

级留学人员创业园。常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常州斯威克光伏新材料有限公

司、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管委会（区

域性）、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常州

联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５家单位被

评为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举办

常州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创新实践

基地）与高校博士后管理办公室合作

签约暨博士后招录对接会，邀请上海

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２９

所高校博士后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和

６０余名博士后后备研究人员与常州

市设站单位进行洽谈对接。（毛明华）

【常州首个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获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１月，国家

“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常州正选软件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荷兰籍公民彭

秀东获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成为常

州首个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外国

人永久居留证获得者。彭秀东是北京

理工大学和荷兰代尔夫特技术大学博

士，后入籍荷兰，２００８年７月在常州

创办正选软件科技有限公司，重点从

事软件技术、软件质量保证技术等系

统研究、产品开发以及软件质量保证

服务外包，２０１３年入选中组部第七批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吴　芳）

【高技能人才培养】　４月２６—２９日，

第二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总决赛在常

州举行，全省３４５名职工选手和２５１

名学生选手参加总决赛。常州代表队

获职工组４个技能状元、学生组９个

第一名，团体总分均列全省第一。大

６７２ 社会　生活



第二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江苏省高技能人才成果展　（人社局　供稿）

赛期间还举办首届江苏省高技能人才

成果展，常州展馆被评为唯一的特等奖。

　　年内，常州组队参加第六届全国

数控技能大赛，获数控机床装调维修

工高职师生组和职工组第一名各２

个。建成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和省

级大师工作室各１个、市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８个，获评省、市级企业首席技

师的分别为９人、２１人。９家单位被

评为市级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６家

单位被评为市级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

基地。

　　首次开展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人

才财政支持项目建设，全市认定高技

能人才培养项目８２个２３３２人、青年

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３４个３１２５人，

最终有３０１４人享受奖励资金２４７．７５

万元。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与德国爱

尔福特培训中心合作开设中德国际

班，首届招收学生３６人，借鉴德国“双

元制”培养模式，学生前三年在国内，

最后一年到德国学习，并在德国参加

工商业联合会（简称“ＩＨＫ”）的职业资

格考试，合格者获ＩＨＫ职业资格证书。

【事业单位人事工作】　２０１４年，市人

社局推进全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

作，发布招聘简章７４份，推出招聘岗

位２７１９个。推行人员聘用制度，全市

１９２３家事业单位签订聘用合同７２４３４

人，聘用合同 签 订 率 １００％。开 展

２０１３年度事业单位年度考核工作，涉

及人员７２４３４名。深化机关事业单位

人事管理信息化建设，市本级人事编

制管理和财政统发、金保系统实现全

面对接，与天宁、钟楼、戚墅堰区人事

管理信息系统全面直连，工资业务即

时网上办理。首次实行考试考核、以

分定档、按需分配的军转安置方式，完

成１３７名（含自主择业２人）军转干部

接收安置任务。全年组织实施人事考

试３９项１４．４万科次，参加考试人数

６２７７７人，考试安全率１００％。

【公务员管理】　２０１４年，市人社局在

全省率先开展公务员招录“资格复审

阳光行”活动，实际招录公务员和参照

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２８７人

（不含省直部门）。开展第４期科级干

部更新知识培训、第４３期公务员正科

任职培训和第４４期公务员副科任职

培训，举办３期市级机关科级以下公

务员法治理念轮训班，承办１期苏

南—苏北公务员对口培训。加大公务

员平时考核工作力度，推动辖市区建

立完善公务员平时考核制度。以日考

勤、周记实、月对帐、季评鉴、年运用为

核心的工作记实式公务员考核管理系

统成功上线，并在市人社局、供销社和

外事办等单位使用。

【人才市场】　２０１４年，市人社局实施

“校园优才引进计划”，重点规划高校

较为集中、招聘成效较好的２３个地区

的７１所高校为“名校优才引进计划”

路线。全年举办１２场推介宣讲会，吸

引４０００多名毕业生参加；组织３５００

家次单位提供招聘岗位１．９万个，其

中需求硕士以上职位的岗位５２００多

个，进场求职人数３．３万多人，达成初

步就业意向近万名。组织用人单位赴

上海、武汉、南京、合肥和省内兄弟城

市人才市场举办７场招聘会，引进在

职紧缺专业技术人才。

　　全年全市各级人力资源市场举办

各类招聘会５４３场，提供就业岗位

５３．４万个。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举

办各类招聘会１１４场，其中大型综合

性招聘会３６场、专场招聘会３９场、公

益性招聘会１７场、“名企优才”中高级

人才招聘会２２场，累计１．４１万家单

位２５．８万个职位进场招聘，进场应聘

人员３６．１万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近９万人次。发挥无形人才市场作

用，举办１６场公益性网络招聘会，参

加８场全国公益性网络招聘会，提供

就业岗位１．３９万个。

　　年内，全市新增人事代理人员

２３５４人，累计３３５３９人；新增人事代

理综合服务单位１１家２４２人，累计

２１２家４１６７人；保管各类人才档案

１０９１７８万份，完成职称初聘７５０人，

办理学历认证４５８份。全市完成专业

技术人才继续教育１４００４７人。

【网络视频招聘系统上线】　１０月１１

日，网络视频招聘系统正式上线启用。

该系统通过视频、语音、预约等多媒体

方式进一步加快招聘求职进程，缩短

招聘求职时间，无时空和地域限制，有

效降低了招聘和面试成本。至年底，

有７７０家单位使用该系统，１３３７８１人

次投递求职简历，１０３９８人次接受预

约面试。

【人事人才公共服务】　２０１４年，常州

市职称网上申报系统开通，至年底，有

１９７４人在网上申请办理，建设工程高

级专业技术资格首先试点开展网上申

报评审。市人社局成立环境保护专业

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改变

原来环境保护专业中级职称由建设工

程中级评审会代评模式。

　　年内，市外国专家局办理外国专

家证３２６件（含家属证新办２０件、文

化教育类 １７１件、经济技术类 １３５

件），办理外国专家证延期３４９件、变

更８４件、注销１５７件；办理外国专家

来华工作许可证２８６件（含文化教育

７７２社会　生活



类１６１件、经济技术类１２５件）、注销

３２件。开展国、境外学历认证７００

份，涉及２５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国

外学历学位认证申请６３４份，港澳台

地区学历学位认证５４份，境内举办的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颁发的学历学位证

书１２份。

【劳动就业】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就业局

势稳定，城镇新增就业１３．５万人，失

业人员再就业４．７万人，就业困难人

员再就业１万人，期末城镇登记失业

率继续控制在４％以内。相继开展城

乡劳动者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

培训人数分别为３．６８万人、２．５万

人，扶持创业和创业带动就业人数分

别为７２８９人、４万人。向７．１万人次

发放社会保险补贴８７１６．３万元；３０３

名大龄失业人员享受延长失业保险待

遇期限优惠政策，向他们发放失业金

１５０万元，代缴医疗保险７３．６万元；

８９家单位２４９人申报小微企业吸纳

高校 毕 业 生 社 保 补 贴，享 受 补 贴

１１７．５万元；市本级发放大学生创业

培训和创业扶持资金２６８．６万元，其

中创业培训补贴２３９．５万元、租金补

贴２７．３万元。深入推进省级创业型

城市建设，金坛、溧阳成功创建省级创

业型示范城市。创新打造创业服务综

合平台，武进区科创服务中心和天宁

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被评为省级

创业示范基地。常州人才派遣有限公

司被评为全国人力资源诚信服务示范

机构。

【劳动关系】　２０１４年，全市规模以上

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９９．９７％，已建

工会企业集体合同签订率９８．９１％；

劳动用工备案１１９．８万人；审查集体

合同６５３０份，其中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６３３６份。全市取得经营许可的劳务

派遣企业数１７１家，外地在常州分公

司备案１１家。年内，市人社局发布

２０１４年全市企业工资指导线，全市企

业工资增长基准线１３％，增长下线为

４％，不设增长上线；发布２７９个人力

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１３个行业

的人工成本水平、费用构成以及投入

产出情况信息。市区一类地区最低工

资标准由原来的１４８０元／月上调为

１６３０元／月，增１０．１％；二类地区由原

来的１２８０元／月上调为１４６０元／月，

增１４．１％。江苏华利达服装集团有

限公司等１６家企业被表彰为江苏省

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武进国家高

新区被表彰为江苏省模范劳动关系和

谐工业园区。

　　监察保障。全市劳动保障机构接

受投诉举报案件２７５４件，立案查处各

类案件１８８１件，法定时间内结案率

１００％。监察用人单位６２２７户，责令

用人单位补签劳动合同１．４１万份；追

发劳动者工资待遇８０７３．２４万元，涉

及劳动者１．３４万人，其中农民工工资

６７３３万元，涉及农民工１．１２万人；督

促补缴社会保险费４１３７万元，涉及劳

动者０．９２万人；成功调处劳动关系矛

盾纠纷２１７７起，调处成功率８２％。

　　争议调处。全市各级劳动人事争

议调解组织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

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１４３９１件，其

中案前案外调解处理８４９４件，占接处

案件总数的５９％。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机构立案处理案件５８９７件，结案率

９６％，其中经仲裁机构调解及撤诉处

理的案件占结案总数的７４％，未发生

立案后的群体性事件。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２０１４年，常

州市落实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

策，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

促进计划，启动新一轮大学生创业引

领计划。人行常州市中心支行、市财

政局、市人社局和市妇联联合出台小

额担保贷款贴息政策，进一步扩大对

象范围、降低准入门槛、增加经办机

构，面向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群体

发放小额担保贷款，扶持创业，年内发

放贷款４３５．３万元。市人社局首次将

高校毕业生纳入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

补贴范畴，帮助高校毕业生拓宽就业

渠道、提供就业保障。在开展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登记的基础上，

首次面向所有常州籍应届毕业生提供

实名制登记服务。至年末，全面完成

常州市户籍高校毕业生、离校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实名登记调查工作，对有

就业服务需求的毕业生提供信息咨

询、就业指导等服务，高校毕业生实名

登记率和就业服务率均达１００％；省

下达的５７８９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中，已就业４４１８人，自愿暂时不就

业５３人，升学、参军、出国等其他情况

１３１８人。

　　年内，新增４家市级大学生创业

园，其中武进区科创服务中心被评为

省级大学生创业园１家，入驻企业

３８９家。常州科教城大学生创新创业

园和常州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学院成

立，常州大学、江苏理工学院、常州工

学院、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常州轻

工职业技术学院５所院校建立首批常

州市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全

市２０２家就业见习基地接受１８０３名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

（毛明华）

社 会 保 障

【社会保险】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建立城

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机制，出台征地

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并

于１０月１日起全面施行生育保险新政。

　　以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为契机

加快医保城乡统筹。从 １ 月起对

２０１３年度市区大病保险待遇进行补

偿，补偿总额达８３６７万元，其中职工

医保个人最高补偿金额２８．９万元，居

民医保个人最高补偿 ４５．３ 万 元。

２０１４年度大病保险费用实现实时结

算，全年补偿费用９５３５万元，其中职

工医保个人最高补偿金额３３．４万元，

居民医保个人最高补偿４８．３万元。

　　７月１日起，对市工伤保险定期

待遇进行调整。调整继续向原工伤定

期待遇较低的人员倾斜，设定一至四

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及工亡职工供养

抚恤金的最低增长额度，工伤职工生

活护理费标准按照生活完全不能自

理、大部分不能自理和部分不能自理

三个等级，每月标准分别为２３２４元、

１８５９元、１３９４元。市区失业保险金最

低发放标准由每月７４１元提高到每月

８０６元，最高发放标准由每月１４８０元

提高到每月１６３０元。

　　至２０１４年年底，全市企业职工养

老、城镇职工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

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１３０．５２万人、

１８１．５万人、１０５．１９万人、１１０．０１万

人、９６．８９万人，养老、医疗、失业三大

保险综合覆盖率９８％。连续第十年

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市区

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为每月２２２０元，

８７２ 社会　生活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提

高至每人每月１７０元。职工医保和城

镇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

基金支付比例分别稳定在 ８０％ 和

７０％以上。

　　７月，市本级社保征缴业务网办

平台上线运行，参保单位授权用户可

以在网上直接办理单位员工参保、停

保以及年度社保基数申报等社保征缴

业务，不再需要赶到社保经办机构窗

口办理。至年底，已开通社保网办单

位数量２７００多户，企业通过网办平台

操作业务达５．７万人次。 （毛明华）

【生育保险新政实施】　１０月１日起，

常州开始施行生育保险新政。生育保

险适用范围由原来的城镇各类企业和

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扩大到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雇

工的个体工商户在内的所有用人单位

及其职工，同时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生

育保障也做出安排，覆盖城乡所有育

龄妇女；全市实行统一的生育保险政

策，建立生育保险调剂金；建立费率动

态调整机制，将缴费比例从０．８％下

调到０．５％，每年将减轻用人单位缴

费负担约９０００万；对用人单位为职工

连续缴费不足１０个月的，职工可以享

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而生育津贴和

一次性营养补助在用人单位连续缴费

满１０个月后，生育保险基金再予以支

付；增加享受男职工护理假期间的生

育津贴，将一次性营养费补助标准由

原来的上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

工年平均工资的１％提高至２％。新

政实现了制度无缺失、人群全覆盖、衔

接更顺畅目标，标志着覆盖城乡所有

育龄妇女的生育保障体系基本建成。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服务】　２０１４

年，常州市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便民服务点退出机制，撤销４４家，

新增４６０家，向社区延伸设立５０家。

至年底，全市有便民服务点２８６７个，

实现金融交易８６．３６万笔、金融服务

额４．１亿元。试点推进一门式服务，

依托基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平

台，与银行、村民委员会、社区居委会、

本地商户合作建立便民服务点，提供

个人缴费、余额查询、待遇领取、持卡

消费等服务；将业务信息系统网络延

伸到村、社区，提供参保登记、权益查

询等服务。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缴费、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权

益查询全流程四个不出村（社区），在

此基础上，采用数据比对、上门核实等

办法进行资格认证，通过网上查询、

１２３３３电话查询等方式进行权益查

询，实现服务不出门。针对有特殊困

难，不方便出门的居民可以主动预约，

工作人员上门帮助办理参保缴费业

务。至年底，建成村、社区示范点３３家。

【医疗保险市级统筹】　２０１４年，１６２

家医保定点单位实现常武双向互通，

１６家医保定点单位实现常金、常溧异

地互通。全年常武互通刷卡２３２万人

次，常金、常溧互通刷卡２万余人次，

基本满足参保人员市内异地就医就近

诊疗、看病配药的需要。年内，市本级

新增择优准入医保定点零售药店１９７

家，进一步方便了广大参保职工就近

购药。 （毛明华）

民　　政

【双拥优抚】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各级投

入资金２．５亿元支持部队和国防建

设。一批重要军事工程相继建成。连

续第六年开展军地互办实事活动，军

地互办实事１００项。市双拥工作领导

小组各成员单位、辖市区筹集资金

９２０多万元，为部队更新文化训练生

活设施；组织开展心理服务、法律服务

和流动图书、科普讲座进军营活动，培

养军地两用人才，提升部队文化软实

力；新开通武警水电五支队新营房拥

军专线，方便官兵出行。军民共建道

德讲堂、军民共建精神文明、与“常州

舰”城舰共建等活动常态化开展。落

实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

制，全面实现补助标准城乡一体化，重

点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标准平均增幅

１０％；发放家庭义务兵优待金和立功

奖励金１９５９．８５万元。全年军供站运

送新老兵６９批次，完成７４２７名过往

军人的保障任务。８月，军供现代指

挥可视系统建成。

　　驻常州部队积极参加平安创建、

文明创建、义务植树、献血、扶贫帮困

等拥政爱民活动，向贫困地区和困难

家庭捐款８５万元，部队医疗机构减免

贫困家庭医药费近４０万元，军训学生

８万人。８月５日，云南鲁甸地区发生

地震，驻常州武警水电五支队３０名官

兵紧急驰援，出色完成抗震救灾任务。

　　７月２１日，溧阳市、金坛市、武进

区、新北区、天宁区、钟楼区、戚墅堰区

被命名为省双拥模范城（区），新北区

薛家镇、戚墅堰区建设局、驻常中国人

民解放军７３１９６部队被表彰为省双拥

模范单位，陈丹华、屠秀梅、许巧珍、茅

海江被表彰为省双拥先进个人。常州

市在全省率先实现辖市区省级双拥模

范城（区）“满堂红”。

【随军家属就业安置】　２０１４年，常州

市区接收安置随军家属６３人，其中

１６名符合指令性安置条件的随军家

属被安置到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为申请自谋职业的４７名随军家属发

放一次性货币安置补助金计３３１．７７

万元。随军家属年度安置率计１００％。

【退役士兵安置】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接

收退役士兵１７５０名，其中转业士官

５１名，发放货币安置金７１８８．６８万

元，义务兵和不满１２年的退役士官安

置率１００％。出台《市政府关于加强

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实施意见》，规范落

实国家和地方对退役士兵的各项优惠

政策。市退伍军人和军队离休退休干

部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常州市

市区退役士兵岗位安置暂行规定》和

《常州市退役士兵岗位安置积分办

法》，首次推行积分选岗、阳光就业，组

织市区２５名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

的退役士兵参加选岗。开展辅助就业

工作，举办退役士兵专场招聘会２场，

组织退役士兵参加各类技能培训，总

计培训１４９６人，其中短期培训１０８０

人、中长期２４０人、复读１７６人，全员

实际参训率８５．４９％。

【军队移交离退休干部安置】　２０１４

年，常州市落实军队移交政府安置的

离退休干部有关待遇，补发住房补贴、

服装费、定期增资等资金计７６４．１５万

元。全年接收军队退休干部和无军籍

离休退休退职职工３８人。有序开展

军休服务社会化工作，出台《常州市军

休服务社会化方案》。常州市军队离

休退休干部第二休养所退休干部杨九

龄被评为全国军休干部先进个人。

【“常州舰”执行海军第十七批护航任

务】　３月２４日，“常州舰”从舟山军

９７２社会　生活



港出征，执行海军第十七批护航任务，

至１０月２２日返回，历时２１３天。完

成澳大利亚１０万平方公里海域马航

ＭＨ３７０失联客机搜寻任务；执行索马

里、亚丁湾海域３１批８３艘中外船舶

接护任务，保证被护船舶的百分百安

全；在顺访约旦、阿联酋、伊朗、巴勒斯

坦和技术停靠新加坡期间，积极宣传

常州历史文化、人文景观和投资环境，

丰富了城舰共建内涵。市委常委、纪

委书记、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

斌率领常州市慰问团参加“常州舰”护

航出征和返航仪式。

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南大街步行街慈善广场开展　（民政局　供稿）

【最低生活保障】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保

障城乡低保对象２４７０３户４２７１６人，

保障 人 数 占 全 市 户 籍 总 人 口 的

１．１７％，发放保障金１．６８亿元。落实

低保标准自然增长机制，新北、天宁、

钟楼、戚墅堰区７月１日起城乡低保

标准提高至６２０元，武进区４月１日

起城乡低保标准提高至５００元，金坛

市、溧阳市７月１日起城市低保标准

提高至４６０元。加大收入核查和低保

复审力度，强化动态管理，全市清退低

保对象６９６２人，新增２１３２人。

【生活救助】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实施临

时生活救助政策，累计救助１００５６８人

次，支出救助金４８０５．８万元。特殊困

难残疾人生活救助由民政部门移交

残联。

【医疗救助】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区实施

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新政，医疗救助

１３１９６人次，比上年增长１５０％。其

中，门 诊 救 助 １２０６００ 人 次，增 长

１３５％；住院１８５９６人次，增长３３０％。

医疗 救 助 金 额 ４８０５．８ 万 元，增 长

２４２％。其中，门诊救助金额６７１．３万

元，增 长 １４５％；住 院 救 助 金 额

３４１４．４２万元，增长２０１％。

【灾害救助】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探索灾

害民生保险工作，发挥保险的社会风

险管理作用。在常州市区行政区划范

围内继续开展自然灾害商业保险（包

括自然灾害公众责任保险及自然灾害

家庭房屋保险），具有常州市区户籍的

居民，不受年龄限制，自愿免费投保，７

月中旬，完成第二次投保工作。开展

国家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工作，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开展经常性宣传

教育活动，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定期组

织演练，提升社区居民减灾意识与避

灾自救技能。至年底，全市新增国家

级减灾示范社区８个，累计１５个。

　　７月２７日，常州地区发生洪涝灾

害，受灾镇１０个，受灾人口９５３０人，

紧急安置１６２人，过渡性安置３２９９

人；倒塌房屋２８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１１２公顷，直接经济损失４２１８万元。

【“两节”慰问标准提高】　２０１４年元

旦、春节期间，常州市继续开展普惠性

节日慰问工作。新北、天宁、钟楼、戚

墅堰区按每个低保对象增发一个月全

额低 保 金 ６２０ 元 的 标 准，共 计 向

１０９５７名低保对象发放低保金４７５．５

万元；对５２６５户低保边缘困难家庭发

放一次性生活补贴１５００元／户，共发

放补贴５９２．３万元。 （褚　峰）

【城乡社区“减负增效”】　７月２４日，

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推动城乡社区

“减负增效”的实施意见》等８个文件，

包括社区党建、政社互动、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社区专职工作者、

社区服务用房建设以及创建考核等多

项内容，在社区发展的体制机制、资金

保障、队伍发展、管理方式等方面取得

重大突破。

　　开展“政社互动”。编制《村（居）

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和《村

（居）民委员会依法协助政府工作事

项》目录，明晰基层政府和群众自治组

织的权责边界。年内，全市８６．２％的

镇街道和村社区签订《基层群众自治

组织协助政府工作协议书》，并就工作

完成情况开展双向评估，通过契约化

管理方式，促进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

组织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实施社区事务准入制度。按照

“分级准入、规范进入”的原则，在市、

辖市区建立社区事务准入制度，对进

入社区的各类事项依法审核和登记，

对未经准入的事项一律不许进入社区。

　　完善以城乡社区为平台、社会组

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

的“三社联动”机制。与社会资源融

合，统一建立社区管理服务站、社会组

织工作站和居（村）民活动站“三大

站”，开展“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

＋志愿者”联动服务；全面推进驻区单

位将文化、卫生、体育等设施向居民开

放。全年建成三级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１６个，发展各类社会组织９５２６个，其

中社区社会组织６３３７个；建成４００平

方米以上城乡社区服务中心９８８个。

　　整合部门信息化资源。依托城乡

社区综合管理和服务信息化平台，优

化集成纪委、综治、档案、人社、计生、

残联等１２个部门进入社区的信息化

系统，实现社区内部工作平台软件安

装率１００％，电子台账应用率１００％。

利用社区信息化平台积极开展“四级

联动”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加强城

乡社区信息网络规范化建设，努力实

现纵向四级贯通、横向互联互通。

　　通过社区集中治理，社区负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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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减少，取消组织机构２１个，减幅

５７％；取 消 各 类 阵 地 ２３ 个，减 幅

８５％；取消工作任务和指标项目２３

项，减幅２３％；取消盖章证明项目６０

项，减幅７５％；取消所有市级纸质台

账和所有市级创建达标评比项目。减

负后，社区服务方式更加多样，一站式

服务、网格化服务、上门服务、专业服

务比重提升。全市４９０人通过２０１４

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通

过率３０．２７％，列全省第一。天宁区

被认定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

验区，溧阳市被认定为全省现代社区

治理创新实验区；新创全国和谐社区

建设示范城区２个、全国和谐社区建

设示范街道２个、全国和谐社区建设

示范社区７个，全市省级城乡和谐社

区建设达标率分别为城市９８．７％、农

村９８．２％。 （王锐红 吴　芳）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地名新命名一览表

标准地名 地名所处方位

新世界商业广场 新世界花苑西侧，劳动西路南侧，兰陵北路东侧

孟河大道 新３３８省道东北侧，兴镇路西南侧

顺阳路 青河路西侧，政泰路东侧

明阳路 孟河镇通江村委黄家村西侧，政泰路东侧

艳阳路 红旗路（规划）西侧，政泰路东侧

望江路 顺阳车辆厂西侧，政泰路东侧

观里路 望江路北侧，顺阳路南侧

青河路 新３３８国道北侧，小河宏光塑件厂南侧

政泰南路 新３３８省道西南侧，老３３８省道东北侧

春华路 祁连山路西侧，小龙港河东侧

春城路 祁连山路西侧，小龙港河东侧

春平路 祁连山路西侧，小龙港河东侧

丰收路 红旗路（规划）西侧，孟河大道东侧

魏中路 ３３８省道北侧，沿江东路南侧

祁连山路 东海路北侧，春华路南侧

东港二路 赣江路北侧，３３８省道南侧

东港三路 兴塘西路北侧，黄海路南侧

沿江东路 魏安路东侧，玉龙北路西侧

向阳路 魏安路东侧，滨新路西侧

金牛路 魏安路东侧，常州龙泉管道有限公司西侧

望府花苑 青竹苑西北侧，龙锦路东北侧，贺家塘河西南侧

新幼路 毓秀路东南侧，新秀路西北侧

毓秀路 新幼路东北侧，华丰路西南侧

新秀路 新幼路东北侧，华丰路西南侧

黑牡丹科技园 青洋北路东侧，华阳南路西侧，龙锦路东北侧

瑞富苑 金色领寓东南侧，海棠路（规划中）西北侧，银杏路延伸段西南侧，星港大道东北侧

金安家园 三丰路东侧，青龙西路西北侧，龙城大道高架西南侧

香山欣园 阿里山南路东侧，天柱山路西北侧，西湖路南侧

富民景园 齐梁大道东侧，东亭路西侧，孟河大道西南侧

河枫御景花苑 枫林雅都东北侧，月季路西侧，玉兰路西南侧

青龙邻里中心 竹林北路北侧，青龙苑的西侧、东侧

荣盛锦绣华府 嵩山中路东南侧，衡山路西北侧，汉江中路西南侧

花语馨苑 凤凰路西侧，劳动东路西南侧，凤凰浜东北侧

松涛苑 中吴大道西北侧，松涛路西南侧，西林街道东岱村委东北侧

王下新村 王下村七家沟东侧，王下村北三组西侧、北侧

振昌路 龙江路东侧，长江路西侧

新桥商业广场 华山北路西侧，长江北路东侧，北郊中学北侧

馨都苑 华山北路西侧，长江北路东侧，北郊中学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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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地名 地名所处方位

亨达未来城 丁堰街道常丰村委排姆村东侧，华丰路西侧，常州市润发光电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北侧

双贤里 东横街南侧，大成路北侧

清潭西路 荆川路西侧，龙江路东侧

清潭路 长江路西侧，荆川路东侧

大成路 化龙巷西侧，北大街东侧

风华桥 光华路东段，凤凰路以东２００米，跨凤凰浜河

周季桥 光华路东段，青阳路以西１００米，跨前浪浜河

邵家桥 玉龙路段北侧，跨小王河

上沟桥 玉龙路新闸段，跨南凤河

玉荷桥 玉龙路段的铁道地道北侧，跨小王河（规划）

紫韵香庭 东方西路西南侧，青阳中路高架西北侧，青阳花苑小区东北侧

环龙路 起于长江中路，止于天山花园小区

迪诺创意园 东支河西南侧，永汇河东南侧，河海东路北侧，九龙仓东北侧

府东巷 东起双贤里，西止北大街

陆家弄 东起双贤里，西止北大街

乌龙庵 北起大成路，南止木桥头

木桥头 北起乌龙庵，南止局前街

弘阳上城 长江南路西侧，中吴大道南侧，新城长岛花园北侧

新景花苑 华山北路东北侧，云台山路西北侧，红河路南侧

浦陵南路 东起晋陵南路，西至兰陵北路

通成路 原名为空港一路，南起龙城大道，北至罗北路

通达路 原名为空港三路，南起龙城大道，北至罗北路

通和路 原名为空港五路，南起龙城大道，北至罗北路

万都商业广场 浦北新村东侧，和平中路西侧，清凉寺南侧

典雅商业广场 龙城大道北侧，新北区三井实验小学南侧，惠国路西侧

世豪商业广场 龙源路西北侧，孟河首府东北侧，金府路西南侧

新孟商业街 孟河人民医院西侧，金府路东北侧，腾村路西南侧

嘉禾尚郡花园 昆仑路东南侧，天山路西北侧，龙城大道东北侧

新景花苑 云台山路东南侧，云河路南侧，腾龙苑北侧

香溢俊园 丽华北路东侧，五角场东路东北侧，天宁街道兆丰村委陆家村西侧

赤水路 由宝塔山路向东延伸至汤庄桥路。延伸段方位位于龙城大道北侧、黄河西路南侧

龙洲伊都花苑 横塘河西侧，青龙街道勤丰村委丁家塘南侧，竹林北路北侧

银华商业广场 常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西侧，钟楼区城管执法大队五星中队东侧，勤业路北侧

映像江南花园 孟河天乐酒店西侧，世豪商业广场北侧，齐梁金府南侧

美墅园 孟河镇马家村委马家村西侧，文化新村北侧，安定河南侧

奚家桥 新北区三井街道嵩山路，跨三井河道

华海城市广场 晋陵南路东侧，劳动西路南侧，清凉西路北侧

华海城市花园 晋陵南路东侧，劳动西路南侧，清凉西路北侧

深业华府花园 万福花苑西侧，通济河东北侧，沪宁铁路南侧

寒山路 南起沪宁高铁，北至嫩江路（规划）

红河西路 西起玉龙北路，东至薛家镇船舫村委蒋家塘

西海路 西起灵山中路，东至天柱山路（规划）

长宏公寓 华山北路东侧，通江北路西侧，前圩村委圩塘五村南侧

小黄山路 东南起齐梁大道延伸段，西北至孟河镇双亭村

齐梁大道 南起孟河大道，北至九龙路

双拥路 东起灵山中路，西至西观庄村委

龙东花园 青洋中路东侧，常州市万都加油站西侧，东方西路南侧

清凉西路 西起兰陵北路，东至晋陵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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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地名 地名所处方位

南园巷 西起和平北路，南至桃园路

盛麟路 南起规划道路六十四，北至勤业路

韩村路 南起规划道路六十四，北至勤业路

龙星路 东起规划道路六十六，西至龙江路

崇文桥 崇文路，大红旗路交叉口以北１００米，跨通济河

北沿街 东起长江路，西至白荡河

东龙路 南至武进区域内，北至中吴大道

玉龙南路 南起常金路，北至龙城大道

滨新路 南起东海路，北至３３８省道

辽河路 东起龙江北路，西至春江中路

东庭苑 富民景园东侧，滕龙路西侧，富民花园二期北侧，孟河大道南侧

天际苑 银河湾第一城西侧，天山花园东侧，沪宁城际铁路北侧

御　园 水晶城东南侧，东方西路东北侧，云青路西南侧

龙须路 东起通江中路，西至长江北路

嫩江路 东起长江北路，西至龙江北路

新龙二路 南起沪宁高铁，北至嫩江路

武夷山路 南起新桥大街，北至锦海星城２７幢东侧

乐山路 南起沪宁高速，北辽河路

科勒路 东起乐山路，西至顺园路

云台山路 南起辽河路，北至云河路

新桥大街 东起云台山路，西至长江北路

【婚姻登记】　２０１４年，全市各婚姻登

记机关推进常州１９９０年以后婚姻登

记历史数据输入工作。利用婚姻登记

预约系统，制定登记高峰期应急机制，

做好“情人节”“七夕节”“５２０”等全年

特殊日期婚姻登记工作。市婚姻协会

相继开展婚姻论坛、玫瑰婚典、金婚评

选、“烟雨江南”婚庆博览会等公益活

动，培育和创立常州婚庆礼仪服务品

牌，繁荣婚庆市场，倡导良好婚俗文

化，提升婚姻服务水平。全年全市共

办理结婚登记３８１５５对、离婚登记

９９３３对，补发结婚证８６０２对、离婚证

５７０对，出 具 婚 姻 登 记 记 录 证 明

２９９４８份。

【收养登记】　２０１４年，全市完成收养

登记１４４个。６月底，常州市成立第

三方评估机构常州市阳光收养救助服

务中心，于７月１日起对市区收养人

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进行评估，

最大限度实现被收养儿童生存权、发

展权，至年底，评估收养家庭３０个。

【殡葬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市骨灰安放

规 划 存 放 量 ６１８０５９ 个，已 存 放

３９０１９４个，其中墓地安葬９０６０４个、

室内格位安放２６１７３６个、壁葬安放

３７７２６个、临时存放１２８个。全市共

有公益性骨灰存放设施（骨灰堂、纪念

堂）２５２个，其中公墓６５个，其余均为

节地式骨灰安葬设施，镇骨灰堂拥有

率１００％。常州市投资２８００万元新

建常州市公益性殡葬设施龙城古园，

常州市殡仪馆顺利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质

量体系审核认证工作。溧阳市投入资

金８４００万元建设骨灰堂，总建筑面积

１．３２万平方米，计划安放骨灰架７万

个。实施殡葬基本服务项目费用减免

政策，为１６１８５名无丧葬补贴人员免

除基本殡葬服务费２１０７．９万元。

　　推行绿色殡葬。９６４４４常州殡葬

服务平台推出文明节俭办丧引导服

务。全年全市尸体火化２．５万多具。

市民政局提前谋划清明工作方案，发

起“文明祭祀、节俭祭祀、绿色祭祀、安

全祭祀”倡议，切实加强公共祭祀场所

的安全教育和检查，确保祭扫活动安

全、顺畅、有序。举办第九次骨灰撒海

活动，４４位逝者骨灰撒入大海；倡导

文明绿色生态殡葬理念，３位逝者骨

灰参加不保留骨灰的环保生态葬法。

【救助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市共救助流

浪乞讨人员２７１７人次，其中未成年人

１２８人次。建立民政、公安、城管“三

位一体”社会救助与社会管理紧密衔

接的街头流浪乞讨现象治理机制；协

调市救助管理与社区联动，建立跨区

域综合救助服务网络；相继开展寒冬

流浪乞讨人员主动救助、夏季送清凉、

保青奥会安全救助等专题行动。常州

市救助管理站争创全国一级救助站，

创新和完善工作机制，加大硬件设施

建设，加强救助设施和能力建设，规范

救助流程，充分保障生活无着流浪乞

讨人员的基本生活权益。推进未成年

社会救助保护体系建设。为巩固“接

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成果，开展

以“合力保学、快乐成长”为主题的“流

浪孩子回校园”专项行动。

【社会组织】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对行业

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

乡社区服务类４类重点培育和优先发

展的社会组织予以简化流程、直接登

记。至年底，直接登记社会组织１１

家。２月，开展优秀社会组织、社会组

织先进个人和优秀公益企业评选活

动，评出５０家优秀社会组织、５０名社

会组织先进个人和３０家优秀公益企业。

　　开展社会组织评估工作，１９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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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参加评估，获４Ａ 等级５３

家、３Ａ等级２１家、２Ａ等级８８家、１Ａ

等级３６家。市民政局联合常州广播

电视台举办常州市十大品牌社会组织

评选活动，常州市装饰材料行业协会、

常州市河南商会、常州市保险行业协

会、常州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常州市武

进区总商会、金坛市兰花协会、溧阳市

夕阳红艺术团、常州市体育舞蹈运动

协会、常州市交通运输与物流协会、常

州同心文化交流促进中心被评为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品牌社会组织。

　　市现代社会组织发展中心以购买

服务、委托运营的方式与常州工学院

签定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协议，７月１

日，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发起

成立的益工场社会组织支援中心入驻

市现代社会组织发展中心，正式投入

运行。至年底，全市７个辖市区均建

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市民政局对武

进、天宁、钟楼、新北、戚墅堰区的５家

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进行考核，下

拨扶持资金４０．２万元。 （谢　眈）

【孤儿养育】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提高孤

儿养育标准。对在政府举办的福利机

构养育的孤儿，养育标准由每人每月

１４００元提高到每人每月１５４０元；对

由民政部门监管的社会寄养散居孤儿

及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养育

标准由每人每月８４０元提高到每人每

月９３０元。

【慈善事业】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各级慈

善会募集到账资金１．２８亿元，发放

（支出）各类救助金８７７０万元，扶助困

难对象７．２９万人次，其中市慈善总会

（含４个分会）募集４０４６万元，发放

１８１２万元，扶助困难对象２．５９万人

次。在第三届中国慈善城市评比活动

中，常州、金坛、溧阳全部入选中国慈

善城市百强名单，其中常州市再次获

七星级最高荣誉。在第二届中华慈善

突出贡献奖评选活动中，常州３家企

业、２名个人、“捐出一张废纸、奉献一

片爱心”慈善项目、武进区慈善总会分

别获奖。

２０１４年度常州市慈善救助情况一览表

项　目

单　位

市本级 武进区 金坛市 溧阳市 总　计

人　次
金　额

（万元）
人　次

金　额

（万元）
人　次

金　额

（万元）
人　次

金　额

（万元）
人　次

金　额

（万元）

助　学 ９５６ １８８．３５ ５０４ １４８ ２１５０ ２０７ ３６３ ２１１．８５ ３９７３ ７５５．２０

助　医 １４５０ ５３７．５２ ３８１７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１３ ９７７９ １２２．７６ １８０４６ ２８７３．２８

助　老 ２２６０ ７７．６５ ８４７ １２１ ５００ ５１ ５９１ ６７．４６ ４１９８ ３１７．１１

助孤（残） ７０３ ７０．４８ ５４ ２７ １００ １１ ４０ ４ ８９７ １１２．４８

助　残 ／ ／ １００ ２０ １００ １２ ６５８５ ３１３．２７ ６７８５ ３４５．２７

助　灾 １ ０．２８ ／ ／ ５０ ０．２ ／ ／ ５１ ０．４８

助　困 １７６８３ ２４１．３８ ６０１７ ７２２ ５００ ８２６ ５４６９ ３３９．５８ ２９６６９ ２１２８．９６

其　它 ２８１５ ６９６．８９ ／ ９４０ ３４００ ４０７ ３１１２ １９３．３６ ９３２７ ２２３７．２５

合　计 ２５８６８ １８１２．５５ １１３３９ ４０７８ ９８００ １６２７．２ ２５９３９ １２５２．２８ ７２９４６ ８７７０．０３

（
!　峰）

红十字会工作

【救护工作】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红十字

会开展“百万救护培训”工作，普及救

护培训６３５７０人次、初级救护员培训

７５６４人，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溧阳

天目湖景区水上救援队通过首批省红

十字应急救援队评审认证。常州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与社区结对开展的生命

健康安全教育项目获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３０万元专项经费支持。市红十字

培训中心全年完成机动车驾驶员救护

培训９万多人次，为２３家企业１０００

多名员工进行初级救护员培训并颁发

证书。

【救助工作】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红十字

会累计筹集款物近３００万元，救助困

难群众３０００多人。对６名０—１４周

岁的白血病患儿和２名先天性心脏病

患儿分别给予１８万元和２万元专项

救助金，为１００余名流动人口儿童就

学发放资助金１０万元。元旦、春节期

间，集中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为

２００户困难家庭送去慰问金，向德安

医院、仁慈医院、残疾儿童康复中心、

儿童福利院等单位拨付救助物资。开

展大学生“圆梦助学公益”行动，对符

合条件大学新生，按每人４０００元的标

准给予一次性资助。接受贝因美婴童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捐赠的价值７６．９

万元的奶粉７５５箱，定向捐赠给新市

民学校、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智障儿

童小学等１２家单位。与市仁慈老年

康复中心联合开展失能老人救助，出

资共建爱心病床，并为老年人康复争

取国家彩票公益金专款２０万元。召

开市红十字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会

议，会议同意将市红十字会历年滚存

积余的１１００．７万元限定性捐款转为

人道救助基金。

【救灾工作】　２０１４年，市红十字会接

收对云南鲁甸地震捐款８０．４万元，其

中市本级接收捐款４０．６万元，全部汇

缴至江苏省红十字会捐赠账户，统一

用于灾后重建。“８·２”昆山爆炸事故

后，市红十字会与市药监局、卫生局联

合为伤员救治开展药械捐赠工作，共

接收药械３批５种，价值６０万元。

【捐献工作】　２０１４年，市红十字会完

成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１３８９份，省骨

髓库有效入库血样１０５７人份；１０９位

志愿者初次配型相合，３人成功实现

捐献，女辅警吴爱萍成为江苏省第

４００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被评为

４８２ 社会　生活



２０１４年度“最美常州人”。

穆斯林向市民族宗教局赠送感谢牌匾　（民宗局　供稿）

　　全市２８人登记人体器官捐献，成

功捐献１例，捐献出一肝两肾；登记角

膜捐献１１例，成功捐献４例；登记遗

体捐献４７例，成功捐献３例。市人体

器官（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在栖凤山国

际人文陵园落成，同时，开通网上纪念

园，市民可以通过网络、手机献花等形

式祭奠捐献者。

　　年内，市红十字会与市文明办、市

级机关党工委、市献血办公室在市行

政中心联合举办“心系群众健康，三献

温暖寒冬”集中行动，３１７名市级机关

公务员参加无偿献血，２０人参加捐献

造血干细胞登记采样，７人登记人体

器官捐献。

【市人体器官（遗体）捐献者纪念碑落

成】　５月９日，市人体器官（遗体）捐

献者纪念碑在常州栖凤山国际人文陵

园揭碑。该碑占地２５０平方米，造型

为一对男女用双手牵起红十字，男女

人形镂空，体态宛如一颗爱心，展开的

副碑如同天使的翅膀守护着需要帮助

的人。

【志愿服务】　２０１４年，市红十字会组

织志愿者队伍参加全市“邻里守望”社

区志愿服务集中行动，通过发放应急

救护知识手册、接受现场咨询、进行心

肺复苏和急救包扎等现场示范演练，

向社区居民普及急救知识。开展高校

“博爱青春”暑期志愿服务活动，６所

学校的１１项活动获省、市红十字会专

项资金３万元。联合为白血病女孩路

露发起定向募捐，并向省骨髓库、中华

骨髓库申请配型移植治疗。新北区红

十字会义诊志愿者服务队连续４年走

进社区为慢性病、老年病居民提供诊

疗。溧阳市红十字会在１２个社区成

立爱心志愿者工作站，就近就地帮助

困难群众。

【红十字会成立１００周年纪念】　５月

８日是第６７个世界红十字日，市政府

召开座谈会纪念常州市红十字会成立

１００周年。市红十字会举行《常州红

十字志》《人道百年》史料及《百年红

会》画册的首发式，组织团体会员单位

为群众开展义诊义疗、无偿献血、捐献

造血干细胞、应急救护知识普及等公

益活动。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传播红

十字文化，《江苏红十字报》《常州日

报》《常州新周刊》专版介绍常州红十

字会百年历史及人道善举。联合今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今创杯“我与

红十字的故事”征文比赛和红十字运

动知识有奖问答活动。积极参加全省

红十字理论与实践学术论文大赛并获

优秀组织奖。 （张　涛）

民族团结和宗教事务

【民族工作】　常州市少数民族具有人

数少、成分多、居住地域分散等特点。

２０１４年年末，常州市有少数民族４８

个，人口１．５６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０．４％，其中回族、满族、土家族、壮族、

苗族等６个少数民族人口超１０００人。

外来少数民族人口３．７９万人。全市

有清真食品基本供应点４处，悬挂江

苏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颁发的清真标志

牌的饮食网点５４处、清真拉面店近

５００家。全市有清真寺２处、民族贸

易定点生产企业１家、西藏民族中学

１所、回民聚居村１个；农村少数民族

致富项目４８个，惠及少数民族群众

７００人；有省级少数民族工作示范社

区９个。

　　在９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暨国务院第六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

会上，市民宗局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

【宗教工作】　２０１４年年末，全市有批

准设立和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１６８

处，其中佛教７９处、道教１８处、伊斯

兰教２处、天主教５处、基督教６４处；

有寺观教堂４３处，占全市宗教活动场

所总数的２５．６％；认定备案的教职人

员４１４人，信教群众４０余万人。全市

有常州市佛教协会、道教协会、伊斯兰

教协会、天主教爱国会、基督教三自爱

国会和基督教协会６个市级宗教团体。

　　１０月，国家宗教局在常州市召开

全国流动穆斯林工作座谈会，市民宗

局局长赵世平在会上作题为《来到常

州城便是常州人》的发言，介绍常州流

动穆斯林服务与管理“五心”工作法，

即“以包容心欢迎穆斯林来常创业、以

平等心帮助穆斯林融入常州、以温暖

心坚持真情服务、以敬畏心建立工作

机制、以真诚心促进共同发展”。

　　年内，天宁禅寺成功举办第三届

佛教文化艺术节暨天宁宝塔落成开放

７周年系列活动，向信徒和游客展示

了天宁禅寺梵呗唱诵；举办“佛教与当

今社会”专题讲座和“若来宝塔见如

来”大型梵乐晚会。市基督教堂天之

韵圣乐团多次进行基督教音乐展示。

金坛茅山书院将松风阁建成国内品种

最全、数量最多的大型道教图书馆，并

免费对外开放；在江苏道教第七届“玄

门讲经”活动中，常州市两位选手分获

一等奖、三等奖。宗教慈善周活动募

集款物折价８５万元。 （季　爽）

５８２社会　生活



残疾人事业

【概　述】　２０１４年末，全市有残疾人

２４．４万人，其中，视力残疾４万人、听

力残疾６．９万人、言语残疾０．４万人、

肢体残疾５．２万人、智力残疾１．１万

人、精神残疾３．１万人、多重残疾３．７

万人。

　　年内，市政府发布《常州市残疾人

事业现代化指标体系》，根据残疾人生

存、发展和参与状况设置３级６０项指

标体系，涵盖残疾人社会保障、康复、

教育、就业、托养、文化体育娱乐、社会

环境等方面，体现以残疾人为本的核

心理念和平等参与共享的基本宗旨；

出台《关于全面加强残疾预防工作意

见》，要求在健全宣传教育体系、出生

缺陷干预体系、疾病防治和用药安全

体系、意外伤害防控体系、环境污染致

残防御体系和康复服务体系６个方面

形成各部门同心协力、齐抓共管、综合

治理的新格局；制定《关于全面加强残

疾预防工作意见责任分解方案》。

　　常州市开展千名残疾人就业培训

帮扶工作，组织爱心花社花艺、初级盲

人保健按摩、青虾养殖、食用菌养殖等

培训班４０期，培训１６５５人次；举办残

疾人就业招聘会９场，新安置残疾人

就业５１９人；选拔２８名残疾人参加全

省第五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分别

获计算机组装第一名、数据处理第二

名、手机维修第三名。开展“圆康复

梦、圆就业梦、圆文化梦”等一系列“助

残圆梦”行动。助残日期间，常州市四

套班子领导及各级残联领导走访贫困

残疾家庭、助残点３０００多个，发放慰

问金及物品２８０余万元。７月１８日，

开展志愿助残阳光行动，成立由２３名

残疾人组成的自强事迹报告团和由

５５名教育、医疗、司法界人士以及热

心残疾人事业的社会人士组成的“阳

光使者”讲师团，宣传残疾人自强不息

精神，传播志愿助残理念。积极参与

人居环境奖创建工作。推选１０名残

疾人为无障碍设施监督员，开展“环境

无障碍，方便你我他”主题活动，组织

无障碍建设监督员、肢残人和志愿者

近５０人考察东方大道、丁塘湿地公园

等地，体验无障碍设施，撰写考察报

告。聋人张旭东获“全国自强模范”

称号。

【康复服务】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开展万

名残疾人免费体检工作，筛查出符合

“具有常州市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

证、无固定工作”体检条件的残疾人

１．０５万名，城区完成体检６７１０名，金

坛、溧阳、武进各完成体检１０００名，同

时，为每位参检者建立个人健康档案，

实现基本数据库的对接和录入。康复

项目进医保得到全面落实，１８个康复

项目、４个残疾儿童康复项目、６个辅

助器具适配项目全部纳入医保报销；

０—１４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全面

实施，０—６岁每人每年救助１．７４万

元至２．３２万元，７—１４岁按照０—６

岁标准的一半进行救助，３１３名残疾

儿童得到救助；继续开展“社区光明

行”（组织专业人员深入社区进行白内

障筛查并优惠提供手术，对贫困对象

提供免费手术）、“康复指导进家庭、辅

助器具进家庭、康复知识普及进家庭”

“助视、助听、助行”和彩金项目（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项目，包括贫困重度

残疾人辅具适配、助视器验配、就学就

业等项目）等康复服务。年内，筛查出

符合手术指征的白内障患者７７６９名，

完成免费复明手术２６６０例；完成辅助

器具捐赠配发 ５２００ 件，其中 轮 椅

１０９３辆；装配假肢矫形器１１３例，验

配助听器６２例；筛查低视力９５０人，

配发４００件；救助贫困精神残疾人

３８７３名。组织手语培训班２期，培训

６２人；组织１１２人参加残疾人驾车体

检，培训聋人驾驶员１７人、肢残人驾

驶员２０３人；对１４３６名肢残人发放燃

油补贴，总额３７．３３万元。

　　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完成整体

提升改造工程，于１２月１日落成揭牌

并为残疾人服务。改造后的康复中

心，新增残疾人综合业务服务、低视力

康复、听能管理、残疾人技能实训、残

疾人信息综合服务平台、残疾人康复

健康指导、智障青少年技能培训７大

功能，能为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转

介、教育康复、功能康复、技能康复、职

业康复、社会康复等一站式服务。

【扶贫帮困】　２０１４年，市教育局、残

联等８个单位联合出台《常州市特殊

教育提升计划》，全面推进全纳教育

（无歧视、无排斥、无分类的教育理念，

在教育过程中容纳所有学生，反对歧

视、反对排斥）。开展未入学残疾儿童

调查，调查出义务教育年龄段未入学

残疾儿童３５８名。向２６５名残疾学生

核发助学补贴，发放助学金３０．６６万

元，其中省补贴１．１７万元、市区各补

贴９．４８万元。开展彩票公益金学前

教育专项补贴，５０名贫困残疾儿童获

资助１５万元。出台《关于明确特殊困

难残疾人生活救助工作的通知》，从市

民政系统向市残联系统移交重残生活

救助人数１６９７９人，移交一户多残、依

老养残人数１４４５人，发放救助金额

４２０１．６２万元。发放助残金９３１．９１

万元，为居家安养人员发放护理补贴

３０６．６４万元，重残补贴、一户多残、依

老养残发放补助金１００９６．５６万元。

为５．６２万名残疾人办理意外伤害保

险，补贴保费２７３．２万元。

【残疾人宣传文化工作】　２０１４年，市

残联开设政务微信公众订阅号（ｃｚｃｌ＿

ｗｅｉｘｉｎ），开拓新型宣传平台。开展以

“让梦飞翔·我梦最美”为主题的常州

市第五届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征集残

疾人原创主题文学作品４１篇，并推荐

优秀作品１５篇报送参加省征文比赛，

获一等奖１篇、二等奖２篇、三等奖３

篇。年内，常州电视台播出《手语新

闻》５２期，免费刊登助残公益广告、静

态宣传字幕２００余次，市残联在《常州

日报》《常州晚报》推出专栏文章６０篇。

【残疾人竞赛】　２０１４年，市残联承担

省轮椅篮球队、省聋人篮球队和省特

奥田径队的组队、集训、参赛任务，省

轮椅篮球队获２０１４年全国轮椅篮球

锦标赛暨第九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预

选赛第四名。组织６３名运动员参加

江苏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田径、游

泳、羽毛球、乒乓球、盲人门球、坐式排

球６个大项的比赛，其中年龄最小的

９岁、最大的６３岁，共获金牌３２枚、

银牌１４枚、铜牌１３枚，打破省记录９

项，团体总分位居第四，金牌总数位居

第五。在各类国际大赛中，常州市运

动员获金牌１５枚。

【２０１４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　４月

９—１６日在常州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举行。７５０余名来自全国２５个省、

市、自治区的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

员以及裁判员、媒体记者、志愿者参

６８２ 社会　生活



会，其中运动员３７７名，参加２２个大

项的比赛，是历届全国残疾人游泳单

项赛事中参赛规模最大、参赛运动员

最多的一届。同期还承办全国残疾人

游泳培训班，来自１５个省市的３３名

学员及１８名裁判员参加培训，培训班

首次专门增设了手语教程内容。常州

市输送３名运动员参赛，获３金３铜，

其中杨涛获男子Ｓ９级４００米自由泳

金牌，徐夕涵获女子Ｓ５级５０米蝶泳

金牌，周聪获男子Ｓ８级１００米仰泳金

牌并打破全国纪录。

（张津宁　吴　芳）

老 龄 事 业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年末，全市有６０

周岁以上户籍人口７８．０２万人，占全

市户籍总人口的２１．２％。常州市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

的意见》，向老年人提供政务服务、卫

生保健、交通出行、商业服务、文体休

闲、维权服务６个方面３５个项目的优

待。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教育

工作的意见》，明确以发展镇街道和社

区老年教育为重点，积极扩大老年教

育普及面。市老年人法律服务中心全

年为老年人免费提供法律服务，累计

２４２人次。

　　先后举办“十佳老有所为人物·

爱心助老之星”“幸福金婚夫妻”评选

活动和第三、第四届中老年公益相亲

大会。举办第二届养老产业招商会，

推出优质项目３５个，其中推介项目

２６个、签约项目９个。组织开展敬老

志愿服务周活动，动员各级、各部门志

愿者走进社区、老年人家庭和养老机

构，提供家政、照料、护理、咨询、心理

疏导等志愿服务。推广安康关爱行

动，全市有３０余万老年人参加老年意

外保险。

　　在省老年人体育节上，常州获优

胜奖６个、优秀奖４个，并成功承办常

州分会场各项赛事和展示活动。市夕

阳红艺术团《鲜花的祝福》节目获“欢

乐春天”江苏省第二届中国人寿杯老

年春晚金奖。２名老人在江苏省首届

福彩杯老年好声音大赛中获二等奖。

水稻育种专家钮中一被中央组织部授

予“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

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理事黄焕培

研制发明的五轮轿式单驱动老人电动

车获国家专利并投入生产。以“科学

生活，创新圆梦”为主题的万都杯首届

老科技工作者书画摄影作品展展出作

品１４７件。 （胡　利）

【《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

意见》】　７月１日出台，规定对常州

市６０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政务服务、

卫生保健、交通出行、商业服务、文体

休闲、维权服务６个方面３５个项目的

优待。其中，对８０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发放尊老金，８０至８９周岁、９０至９９

周岁、１００周岁及以上３个年龄段每

人每月分别获尊老金５０元、１００元、

３００元；对独生子女死亡或伤、病残后

未生育或收养孩子家庭的夫妻，女方

年满４９周岁，即可申请领取计划生育

特别扶助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先

为辖区内６５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

免费建立健康档案，每年为老年人提

供一次健康管理服务，包括生活方式

和健康状况评估、体格检查、辅助检查

和健康指导；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对老

年人看病就医实行优先照顾，并配备

专用设备以方便老年人就医；老年人

凭老年人优待证在市奥林匹克体育中

心、市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游泳健身

中心、市清潭体育中心体育场馆健身

锻炼，所有项目均享受不低于５０％的

优惠。 （吴　芳）

【居家养老】　２０１４年，全市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站）实现城乡全覆盖。为５

万余户老年人家庭免费安装“一键

通”。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试点

工作。１月６日，新北区河海街道“万

家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正式启动居

家养老服务标准化试点，将通过标准

化的原则和方法，在洗衣、助餐、康复

保健、文体娱乐、精神慰藉等方面制定

科学合理、满足需求的制度和服务流

程，建立可操作的居家养老服务满意

度评估方法，为居家养老服务向标准

化发展摸索积累经验。年内，由天宁

区民政局、常州质监局城区（天宁）分

局和天宁区居家养老管理中心共同承

担的天宁区居家养老管理服务标准化

试点项目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项

目，该项目历时３年，将通过建立完整

的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体系，指导居

家养老服务工作，最终达到人员配置

合理化、活动场地标准化、功能设置齐

全化、管理服务规范化、信息完整公开

化、考核管理常态化、绩效评估科学

化、服务质量高效化的目标。

【虚拟养老“一键通”】　２０１４年，常州

市市级财政安排福利彩票公益金２７０

万元，通过政府采购形式，为５万余户

老年人家庭免费安装虚拟养老终端

“一键通”。“一键通”是在定制的固定

电话机上（或老年手机、定位腕表）预

先设置６个“一键通”拨出电话号码，

一键就能拨出，方便老年人拨打电话

和紧急求助。虚拟养老“一键通”包含

生活服务和紧急救助两大服务体系。

生活服务体系涵盖家政服务、家电维

修等１５大类３００多个子项，主要由

１２３４９热线电话加盟单位提供，通过

按下“一键通”绿键获取服务。紧急求

助体系包含紧急呼叫、１１０报警、１２０

急救等，以及老年人亲属联系人号码

键，当老年人遇到突发情况时，只要按

下“一键通”红键，１２３４９热线电话接

线员即根据情况联系老年人亲属或老

年人所在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站）人员上门查看情况并及时救助；

当老年人按下“一键通”话机上的１１０

键或１２０键时，１２３４９热线电话会同

时收到“一键通”自动发出的短信提

醒，让平台工作人员及时了解“１１０”

“１２０”救援情况，做到跟踪服务。

（胡　利）

【养老护理】　２０１４年，常州市新增养

老床位３４４７张。市财政对天宁、钟

楼、新北、戚墅堰４个区的养老机构、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行补贴和特殊困

难对象援助服务补贴７８０余万元。全

市发放尊老金 ７０００ 余万元，惠 及

１１．１万老年人。开展养老护理培训

工作，全年培训管理人员、护理人员

８６０余人。７月１日起，城市“三无”老

人（城镇居民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

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

和扶养人确无赡养或扶养能力的６０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保障标准提高到

每人每月１２３０元，其中对分散供养并

符合条件领取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金的“三无”老人实行差额发放。举办

常州市首届护理员大赛和常州市第二

７８２社会　生活



常州市举办首届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　（民政局　供稿）

届养老产业招商会，继续实施养老（福

利）机构综合责任保险。 （褚　峰）

【常州市首届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

赛】　１０月１２日上午在常州卫生高

职校举办决赛。大赛由市政府主办，

市民政局、人社局、卫生局、总工会、妇

联和常州卫生职校承办。经过１个多

月的选拔，７支代表队的４２名参赛选

手进入决赛。决赛分理论知识、技能

操作两部分进行现场考核。对决赛得

分前１０名的选手，分别授予“常州市

养老护理标兵”荣誉称号，同时晋升高

级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职业资格。

对决赛中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双合格

选手，晋升中级工（国家职业资格四

级）职业资格。

【常州老年大学概述】　２０１４年底，市

老年大学有７个系５６个专业２５３个

班和８０名聘用教师，参与学习８３００

人次。总投资４０００万元的改扩建项

目主体竣工。校书画研究会分别在瞿

秋白故居和市图书馆举办“春之声”

“书之海”“喜迎国庆”书画展，“美好家

园”“百花争妍迎国庆”“美丽中国”摄

影展，剪纸作品展等９次，展出作品

９６０余件。出版学员优秀作品集《常

州老年画刊》４期。１０月，市老年大学

被评为省老年书画研究会先进集体。

校艺术团举办“夕阳红社保情”专场文

艺演出，校越剧队、锡剧队多次参加社

区“天天乐”活动，老年大学学员成为

社区文化建设的骨干。“敬老月”期

间，举办庆祝建国６５周年全市老年大

学文艺汇演。 （胡　利）

关心下一代工作

【概　述】　２０１４年，全市有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各级组织３９８１个，有老

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

“五老”志 愿 者 ４．８ 万 余 名。全 市

１００１个社区、村基本建立阳光驿站

（即校外教育辅导站），其中７７９家建

立校站联系制度。参加阳光驿站工作

的有“五老”５２００余人、在职教师２０３０

余人、大学生村干部４７０人、其他社会

志愿者２７００余人，辅导青少年３５．１

万人次。９３８名“五老”参加网吧义务

监督员队伍，对全市５００余家网吧进

行义务监督。

　　年内，全市各级关工委广泛开展

“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老少共

筑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编写《建国

６５周年的追梦》等宣讲材料１３０９篇，

组织、聘用“五老”宣讲员１５８８人向青

少年宣讲中国梦和新中国成立６５周

年来的辉煌成就，听讲青少年５５．６万

人次。策划、制作《阳光３６５》电视期

刊３集，并制成１０００多套光盘赠送到

各学校、社区、村，依托阳光驿站播放

２０９７场次，观看人数３９．９８万。和市

文明办、教育局、社科联共同发起“做

自豪的常州人”征文、演讲比赛活动，

约１６万名中小学生参加征文活动，

６０００余名中小学生参加演讲活动。

【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与帮教关爱】　

２０１４年，各级关工委组织２３６个法制

教育宣讲团（组）１０５７名法制宣讲员

作宣讲报告１０８０场次，４１．８万人次

的青少年受到法治教育。组织３２００

名“五老”对６４７名失足、有不良行为

的青少年进行帮教，发动７５３０余名

“五老”关爱服刑人员未成年人子女、

流浪儿童、辍学生、闲散未成年人等４

种对象。全市９６１个村社区实现未成

年人零犯罪，占总数的９６％。依托阳

光驿站，筹集资金１１６０余万元，对

３６６８名困难青少年进行扶贫助学，帮

助９５６名孤残青少年、儿童解决实际

困难。 （刘鸿军）

８８２ 社会　生活



书书书

金　坛　市

【概　述】　金坛市位于江苏省南部，

沪宁杭三角中心地区。２０１４年，全市

面积９７６．７平方公里，辖７个镇、１个

街道，计９３个村、２２个城市社区、５个

农村社区，年末户籍人口５５．３４万人。

　　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４７１．４８

亿元，比上年增１３．１％。其中，第一

产业 完 成 增 加 值 ３０．４３ 亿 元，增

４．６％；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２４３．０３

亿元，增１３．５％；第三产业完成增加

值１９８．０２亿元，增１３．８％，三次产业

增加值比例为６．５∶５１．５∶４２。

　　全年实现财政总收入１２３．５２亿

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３０．１２亿元，其

中税收收入２６．５亿元，占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的８８％。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３７．４６亿元，增１２．５％，其中教育、文

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

卫生、节能环保、住房保障等民生支出

分别为７．３亿元、０．６亿元、４．３１亿

元、３．５７亿元、１．８３亿元、２．２５亿元。

金坛市被评为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

均衡县（市、区）、全国农村集体“三资”

（资 金、资 产、资 源）管 理 示 范 县、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江苏省法制建设示范县

（市、区）、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度江苏省文

明城市、江苏省首批创业型示范市、江

苏省双拥模范先进单位。

【开放型经济】　２０１４年，金坛市新批

外商投资企业１５个，增资项目６个，

新增协议注册外资１．３６亿美元，实际

到账注册外资１亿美元。成功组织上

海经贸活动周金坛专题活动、金坛高

端装备制造及汽车零部件产业推介会

等招商活动。

　　全年完成进出口总额１５．２５亿美

元，增３．９％。其中，出口１２．２亿美

元，增２．６％；进口３．０５亿美元，增

１４．２％。新增境外投资企业９个，总

投资１５５５８万美元，中方协议投资

１２２０９ 万 美 元。新 签 外 经 合 同 额

１７２８６万美元，完成外经营业额２４１６３

万美元。对外承包工程不断扩大，新

签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上的项目６个，累计

１４个。

【农　业】　２０１４年，金坛市实现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６２．１６亿元，增８．６％，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３２．５６亿元，增

４．６％。全市稻麦周年单产１００４．２公

斤，比上年提高４．１公斤。其中，小麦

单产３６０．２公斤，较上年增加５．４公

斤；水稻单产６４４公斤。粮食总产量

２．７６亿公斤，减２．６％。其中，夏粮产

量８１７０万公斤，减１．６％；秋粮产量

１．９４亿公斤，减３％。粮油产量８３０

万公斤，减３．５％；肉类产量５６５０万

公斤，增０．２％；水产品产量４１７０万

公斤，增７．５％；禽蛋产量１０５０万公

斤，增１％；茶叶产量２１０万公斤，减

１．１％；水果产量８７０万公斤，增０．７％。

　　全市新增高效设施农、渔业面积

７００公顷，新增高标准农田１３３３．３公

顷。农民专业合作社６４５家，新增市

级以上示范社４６家，其中国家级４

家。家庭农场５４０家，其中创成市级

示范３０家。新增常州市级农业龙头

企业９家，总数１７家。金西农产品加

工集中区成为常州市首家省级农产品

加工园区，填补常州地区空白，后渎特

种水产养殖场成为全省第六批出口农

产品示范基地。品牌建设力度加大，

金坛雀舌、茅山青锋、金坛大米成为农

业部“名特优新”农产品，金坛雀舌“百

鸟朝凤”包装获农业部包装创意优秀奖。

【工　业】　２０１４年，金坛市完成规模

以上 工 业 总 产 值 ８０１．４８ 亿 元，增

２１．６％，其 中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产 值

３６７．９亿元，增１１．７％，占规模以上工

业的４６％，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１８６．９９ 亿 元，按 可 比 价 计 算 增

１６．８％。全年工业用电量３８．５６亿千

瓦时，增９．１％。

　　金坛市四大支柱产业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７８０．２４亿元，

增２２．２％，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

９７．３％。装备制造、化工及新材料和

光伏 新 能 源 产 业，分 别 实 现 产 值

２２６．６６亿元、２９９．１１亿元、１３３．７５亿

元，纺织服装业实现产值１２０．７１亿元。

　　金坛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产品销

售收入８０２．６５亿元，增１９．９％，实现

利税９３．６９亿元，利润６３．７５亿元，分

别增２０．１％和３０．９％，规模以上工业

亏损企业亏损总额下降２６．５％。新

增民营企业１１９５家。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１４年，金坛市完

成固 定 资 产 投 资 ２６８．９９ 亿 元，增

２５．５％，其中一、二、三产分别完成投

资１．８３亿元、１８８．３２亿元和７８．８４

亿 元，分 别 增 ３５．６％、２３．７％ 和

２９．８％，三次产业投资比例为０．７∶

７０∶２９．３。

　　全年在建亿元项目１０９个，比上



年增加３５个，完成投资１５９．１１亿元，

增２８．２％。总投资８５亿元的众泰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整车项目全面开工建

设，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储气库、江苏苏

格达斯铝合金科技有限公司、常州亿

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１００兆瓦渔光一

体光伏电站、江苏顺丰铝业有限公司

等项目推进顺利，埃马克（中国）机械

有限公司高端机床、晨风（金坛）服饰

有限公司高档服装制造、隆英（金坛）

特钢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南方光纤科

技有限公司等项目竣工投产。

【商品贸易】　２０１４年，金坛市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９７．６１亿元，增

１１．６％。其 中 城 镇 实 现 零 售 总 额

１７６．８４亿元，增１１．５％；乡村实现零

售总额２０．７７亿元，增１２．２％。按行

业分，批发业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８．８８ 亿 元，增 １２．３％；零 售 业

１５０．３７亿元，增１２％；住宿业０．９６亿

元，增０．９％；餐饮业１７．４亿元，增

１０．３％。

　　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企业的销

售额中，吃、穿类传统商品销售额

４７．４７亿元，增７．３％，占销售总额的

３１．６％；汽车类成为消费品市场热点，

销售额１０．７１亿元，增２２．１％；金银

珠宝类消费呈回落态势，零售额１．４２

亿元，降１７．９％。全年新增个体工商

户３５２６户，民营企业新增注册资本

６５．３８亿元，个体工商户新增注册资

本７．５７亿元。

【旅　游】　２０１４年，金坛市接待游客

７１８．１万人次，增１２．９％，旅游总收入

７５．７７亿元，增１４．６％。长荡湖成功

创建成江苏省生态旅游示范区，长荡

湖水街被授予省四星级乡村旅游点，

华夏宝盛园成功创建成省自驾游基

地。成功举办“春到上阮赏樱花”、长

荡湖籽虾节、“金坛水果蛮好”水果采

摘节、长荡湖湖鲜美食节———“蟹动江

左”“蟹动常州”、乡村旅游嘉年华等活

动。编印《金坛市交通旅游绿色出行

手册》；开通金坛旅游局官方微信平

台，全年发布微信３００余期。年末，全

市拥有国家Ａ级景区２家、星级酒店

５家、旅行社１４家、省星级乡村旅游

点８家。

【金融保险】　２０１４年，金坛市金融机

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５４４．８亿元，

比上年增加７２．６８亿元，增１５．４％，

其中储蓄存款余额２９９．０１亿元，增

１３％。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４１８．９８

亿元，增２３．７％。其中，短期贷款余

额２２９．９３亿元，增２０．８％；中长期贷

款余额１７３．２４亿元，增２３．９％。南

京银行、浦发银行和光大银行３家机

构相继入驻金坛，银行业金融机构累

计１７家。

　　全年实现保费收入９．３亿元，增

１０．６％。其中财险保费收入３．４９亿

元，寿险保费收入５．８２亿元，分别增

２６％和３％。各类保险理赔和给付支

出３．９５亿元，增２６．６％。其中，财险

赔付支出１．９亿元，寿险赔付支出

２．０５亿元，分别增１４．９％和３９．８％。

【城乡建设】　２０１４年，金坛市工业集

中区基本实现“七通一平”（具备给水、

排水、通电、通路、通讯、通暖气、通天

然气或煤气以及场地平整条件），道

路、管网、绿化等各类基础设施配套不

断完善，工业标准厂房和邻里中心等

配套设施建设加快推进，金武路（金坛

段）快速化改造、华城路东延（一期）等

常金快速通道建设加快推进，延政路

西延、２４０省道城区段景观化提升改

造、南环二路和２０１县道儒林段改扩

建等１７条道路主体工程完工，市综合

公交站场建成运营，城乡主干道亮化

工程全面完成。城乡燃气主管网和移

动４Ｇ（ＴＤ—ＬＴＥ）网络实现全覆盖，

１１０千伏盐港输变电工程竣工投运，

千亩以上圩区圩堤全部达到２０年一

遇防洪标准。

　　丹阳门中路、华城社区分别创成

省城市管理示范路、省城市管理示范

社区，城乡和谐社区达标率分别为

７０％和９６％。顺利通过国家节水型

城市创建专家组验收和省文明城市考

核测评，愚池湾水利风景区跻身国家

级水利风景区行列。成功创建全国农

村“三资”管理示范县和省级“四有一

责”示范县，直溪镇和金城镇南瑶村等

１８个镇村获省首批“水美乡村”称号，

金城镇方边村获“全国新农村建设社

会管理特色村”称号。

【建筑业】　２０１４年，金坛市建筑企业

完 成 施 工 产 值 ２６６．９６ 亿 元，增

２９．２％，施工面积和竣工面积分别为

２３９５．７７万平方米和９５３．９万平方

米。新增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７项、

二级资质８项、三级资质４项，专业承

包一级资质６项、二级资质９项、三级

资质２３项，劳务企业５项，一体化一

级资质３项、二级资质１项、三级资质

２项。

【交通运输】　２０１４年，金坛市完成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２４．５亿元。新

建科教路、滨河北路等道路１８条，改

造道路６条。至年底，全市公路通车

总里程２０１０．８公里，内河航道总里程

２９４公里。全年公路客运量２３３３．７

万人次，比上年增２２．７％；公路货运

量１５６７万吨，增２３％；港口吞吐量

１７２万吨，增５６．５％。

【邮电通讯】　２０１４年，金坛市邮政业

务总量７６８９件；订销报刊杂志累计

１４８５．３万份，比上年增加３１万份；通

信业务收入５．４８亿元。年末，本地电

话用户１９万户，移动电话用户５６万户。

【环境保护】　２０１４年，金坛市完成钱

资湖水环境综合整治和下塘河景观四

期工程，实施第二污水处理厂扩建工

程，新增污水收集管网３６公里，完成

６个居民小区生活污水接管工程。指

前镇建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８

套，受益人口１．６２万人。加强环境预

警体系建设，开发区盐化工区、培丰化

工集中区两个大气污染自动监测预警

站建成投运。加快淘汰燃煤小锅炉，

全年淘汰燃煤锅炉１１９台，关停并转

“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企业３家。

　　集中式供水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

达标，城市环境噪声达标区、覆盖率均

达１００％，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率１００％，ＰＭ２．５降３８．４％，空气

质量达到二级以上标准天数占全年总

天数的６２％。全面推进“生态绿城”

建设，完成薛埠镇绿色政府创建，创成

８个省级生态村、７所常州市级绿色

学校。

【科　技】　２０１４年，金坛市申请专利

２２３０件，授权８７０件，其中发明专利

申请８３８件，授权７８件。新增高新技

术企业７家、省民营科技企业１６３家、

省高新技术产品５２只，新增江苏省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１家、省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７家、省工程中心２家、省企

业研究生工作站５家。５家企业成为

２０１４年度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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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示范创建单位，２家企业被评为江

苏省贯标先进企业，２家企业获２０１４

年常州知识产权创新企业称号。９个

项目获科技部立项扶持，儒林科技创

业园被认定为常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

　　先后组织企业与南京大学、中国

矿业大学、江苏理工学院等院校开展

产学研活动，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５５

项，建立江苏鑫品茶业有限公司—陈

宗懋院士工作站、江苏宏源中孚—米

哈伊洛夫·米哈伊尔外籍院士工作

站，设立南京大学技术转移中心金坛

分中心，共建南京大学—前药制药原

料厂联合实验室。埃马克（中国）机械

有限公司获２０１４年省国际科学技术

合作奖。

　　全年引进高层次人才３８７人，１

人入选２０１３年科技部人才推进计划

科技创新创业人才，１人获２０１４年度

常州市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４人入

选２０１４年江苏省“双创计划”，４名博

士入选２０１４年江苏省“双创博士”。

【教　育】　２０１４年，金坛市拥有各级

各类学校９７所，在校学生５９０７５人，

教职工４９８３人。新增省特级教师１

人、常州市学科带头人１２人、常州市

骨干教师３２人。新建２所幼儿园，成

功创建江苏省优质幼儿园２所、常州

市优质幼儿园５所。中考人均总分比

上年增２分，总分优分率１７．６％，比

上年提高４％。高中教育质量持续提

升，本二以上达线率６７．４％，连续三

年增幅位列常州第一。江苏省金坛中

等专业学校在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中获３块金牌、４块银牌、７块铜牌，

被省教育厅评为职业教育先进集体。

金坛开放大学正式成立。

【文　化】　２０１４年，金坛市举办“欢

乐金沙———广场文艺月月演”８场、文

体下乡下基层系列活动３０场，举办各

类书画摄影展览８次，组织农家书屋

读书征文、“红领巾读书”征文、六一杯

少儿书画赛等各类活动５次，送书下

乡６０００余册，送电影下乡１２２３场，开

设３０个类型的免费文化艺术班。大

型儿童音乐剧《从长荡湖来的女孩》公

演，被评为第十届上海优秀儿童剧最

佳剧目奖和受观众欢迎剧目奖；儿童

剧《黎明的河边》获省舞台艺术精品工

程优秀剧目奖。摄影作品《中华龙·

中国梦》和原创歌曲《水生水长水姑

娘》获第十一届江苏省五星工程奖金

奖。金坛市成功创建成江苏省第二批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金坛博物馆被省文物局列为博物

馆预防性保护工程试点单位，７件馆

藏文物入围“我心目中的常州十大国

宝”。完成金坛刻纸、金坛抬阁、董永

传说、金坛封缸酒酿造技艺、直溪巨龙

５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中长期保护

规划编制。１３项第三批金坛市级“非

遗”项目名录及相关代表性传承人公

布，白龙荡传说、茅麓旗枪茶炒制技艺

和金坛景泰蓝３个项目成为常州市级

“非遗”。国家级“非遗”项目金坛抬阁

新增省级传承人１名。金坛市再次被

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

【卫　生】　２０１４年，金坛市拥有各级

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１９６家，其中市级

医院３家、卫生院１４家、城市社区服

务中心２家。全市开放病床２１１９张，

千人拥有床位数３．８张。全市卫生技

术人员２６９７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１４３０人、注册护士１０５７人，千人拥有

医生数２．５人，千人拥有护士数１．９

人。积极推行家庭医生责任制，开展

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试点工作，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参保率１００％，实际人均

补偿比５２％。加强卫生信息化建设，

实现居民健康档案在全市医疗卫生机

构的共享，影像、检验、病理、远程会诊

中心加快建设。金坛人民医院被评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全国群众满意的卫

生计生机构。

【体　育】　２０１４年，金坛市承办２０１４

年江苏省青少年县组篮球比赛，先后

举办茅山杯山地自行车公开赛和

２０１４年金坛茅山登山健身大会。完

成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工作，建

成“十分钟健身圈”示范社区２个，完

成２０个村（居）全民健身工程提档升

级。全市运动员在江苏省第十八届运

动会上获金牌６０枚，位列全省县（市、

区）第六。金坛籍运动员汪敏获第十

七届仁川亚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双桨项

目金牌。

【居民收入】　２０１４年，金坛市城镇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６９０２元，人

均消费性支出１９７８１元，分别比上年

增９％和７％；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１８７３３元，人均消费性支出

１１６１４元，分别增 １０．８％ 和 ９．１％。

居民储蓄继续增加，年末居民储蓄存

款余额２９９．０１亿元，增１３％。

【惠民工程】　２０１４年，金坛市开工建

设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４２８

套、经济适用住房３５４套、限价商品房

６７０套、棚户区危旧房（安置房）改造

４１６０套。新增就业岗位１．５万个，援

助困难群体就业５００人，提供应届高

校毕业生就业岗位５２５０个。启动建

设慢行步道系统，免费公共自行车系

统投入运行。加大养老机构建设，全

市拥有机构养老床位数共３８６１张，每

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３３．８张；建

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１２３家，实

现城乡全覆盖；全市１０００户老年人家

庭安装运行“一键通”紧急呼叫系统。

推行殡葬惠民政策，全年减免殡葬基

本服务费用４１４．８万元，受益家庭

３１４１户。

【社会保障】　２０１４年，金坛市企业职

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大

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１２．７３万人、

１５．９９万人、９．４９万人、１２．４３万人、

８．７５万人，其中养老、医疗、失业和工

伤保险参保覆盖率分别为９８．６％、

９８％、９８．７％、９８％。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１８．２１万人，参保覆

盖率９９％。

　　全市有重点优抚对象５２３７人，发

放补助经费３３６５．７万元。城乡低保

标准提高到４６０元／人／月，农村五保

集中和分散供养标准分别提高到

７２００元／人／年和６２００元／人／年，城

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平均比例６０％。

提高年度限额封顶标准，低保、五保、

孤儿、城市“三无”（无劳动能力、无收

入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人）

对象和其他对象（重残）分别提高到

３．５万元和２．５万元。开展第１３个

慈善周活动，募集慈善资金１７２１万

元，发放救助资金８２６．７万元。完成

福利彩票销售１．０９亿元，组织福彩爱

心公益行动，全年发放公益金７９８．３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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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与负责人名单

中共金坛市委员会

书 记 范寿柏

副　书　记 狄志强

王国胜（正处级）

常 委 王生大（正处级，至２月）

王跃中

陈春洪

吴小华※

刘东升

刘国新

沈新峰

张德智

田杰亮（８月任）

金坛市人大常委会

主 任 范寿柏

副　主　任 于炳才

杜跃华（正处级）

赵钢超

王新辉

金坛市人民政府

党 组 书 记 狄志强

市 长 丁荣余（至１月）

狄志强（１月任）

副　市　长 陈春洪

沈新峰（至１月）

王艳红※

陈锁龙

刘明江

杨金忠

朱柏松

李 皓

田杰亮（１０月任）

杨 琦（１０月任）

沈群峰（１月任）

谭子祥（至９月）

杨占豹（至１月）

党 组 成 员 葛惠明（副处级）

政协金坛市委员会

主 席 张建华

副　主　席 段振国

潘双林

姜 玲※

吴欲晓

周新生

秘　书　长 王美英※（至１月）

李 达（１月任）

中共金坛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吴小华※（兼）

副　书　记 孔奋平（至４月）

俞云法

金坛市人民武装部

党委第一书记 范寿柏

政　　　　委 张德智

部　　　　长 王建斌

金坛市人民法院

院 长 周增伟（至１２月）

代 理 院 长 宋文良（１２月任）

党 组 书 记 周增伟（至１２月）

宋文良（１２月任）

金坛市人民检察院

检　察　长 蔡和方

党 组 书 记 蔡和方

开发区、镇

江苏省金坛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沈新峰（兼）

　管委会主任 冯锁强（至７月）

李　皓（兼，７月任）

金城镇党委书记 孟敖祥

镇 长 吴志高

薛埠镇党委书记 于忠俊

镇 长 刘 斌

尧塘镇党委书记 陈国荣

镇 长 刘国荣

直溪镇党委书记 董龙庆（副处级）

镇 长 韩巧生

朱林镇党委书记 周文俊

镇 长 王新强

指前镇党委书记 史荣生（副处级，至

１２月）

诸葛林（１２月任）

镇 长 姜金华

儒林镇党委书记 杨荣平（副处级）

镇 长 朱 霞※（至１２月）

徐 飞（１２月任）

东城街道

　党工委书记 刘亦波（至３月）

张小平（３月任）

　办事处主任 王 勇

　注：姓名右上角有※者为女性。

（夏　冰）

溧　阳　市

【概　述】　溧阳市位于长三角西南部

的苏、浙、皖 三 省 交 界 处，总 面 积

１５３５．８７平方公里，辖１０个镇、１个省

级经济开发区、１个省级旅游度假区

和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计１７５个

村、５１个社区。２０１４年末，全市户籍

人口７９．３９万人，常住人口７６．０２万

人，其中城镇人口４３．４１万人，城市化

率５７．１％。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７１６．２９亿元，增１１．１％；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９４２２４元，增１．０４万元。其

中，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４３．９２亿元、３７５．１１亿元、２９７．２６亿

元，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６．１∶５２．４

∶４１．５。全 年 实 现 财 政 总 收 入

１０２．０９亿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５０．６２亿元，增１１％。

【开放型经济】　２０１４年，溧阳市完成

协议注册外资６．５１亿美元，实际到账

注册外资４．０１亿美元。新增外资项

目２６个、增资项目９个，其中投资总

额超亿美元的项目４个。实现进出口

总额１０．２２亿美元，其中出口７．４４亿

美元、进 口 ２．７８ 亿 美 元，分 别 降

１６．４％和２．５％。完成外经新签合同

额１．７６亿美元，增１４１．４８％，外经营

业额１．５７亿美元，增１４５．７％。

【农　业】　２０１４年，溧阳市完成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８１．６７亿元，增７．６％。

其 中，农 业 产 值 ４４．３１ 亿 元，增

７．３％；林 业 产 值 １．０６ 亿 元，增

１．６％；牧 业 产 值 ６．６７ 亿 元，降

４．２％；渔 业 产 值 ２６．５ 亿 元，增

１１．２％；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３．１２亿

元，增１３．２％。

　　全市粮食种植面积１０３．１７万亩，

比上 年 增 加 ０．６ 万 亩；粮 食 总 产

５３．８９万吨，增０．２６万吨，单产５２２．４

公斤，居全省第二位，其中水稻、小麦、

油菜单产分别为６３９．７公斤、３６２．５

公斤、１６３．１公斤。全市新增高效农

业面积４万亩，其中设施农业面积

１．５万亩、设施渔业面积１万亩，新建

标准化养殖池塘３０００亩、水产养殖面

积２２．７７万亩。新增常州市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区３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８家，拥有常州市级以上龙头

企业１６家，其中省级重点龙头企业８

家。天目湖白茶农产品地理标志被农

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确定为首批

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示范样板创建

试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溧阳白芹”

入选２０１４江苏农产品地理标志２０

强，溧阳青虾成为国家工商总局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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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溧阳市主要农林牧渔业

产品产量一览表

产品名称
产量

（吨）

比上年

增长％

粮食总产量 ５３８９１７ ０．５

　其中：水稻 ３８１０６５ －０．５

小麦 １３２１３１ ３．２

油料总产量 ３０８０１ －２．５

　其中∶油菜籽 ２８８２２ －２．４

茶叶产量 ４２２８ ６．０

水果产量 １８６７５ ３．４

蔬菜产量 ３０９９５１ ２．４

【工　业】　２０１４年，溧阳市完成工业

总产值２０００．７９亿元，增１２．２％；完

成产 品 销 售 收 入 １９６９．５ 亿 元，增

１２％；实现工业利税总额１８６．２９亿

元，增２２．７％；实现利润总额１０７．３

亿元，增２２．６％。规模以上工业完成

总产值１７４６．４６亿元，增１２％；完成

产 品 销 售 收 入 １７１９．２７ 亿 元，增

１０．９％；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实 现 利 税

１６７．３７亿元，增２１．３％；规模以上工

业实现利润９６．８５亿元，增１９．７％。

全年工业用电量５８．６１亿千瓦时，增

２．４％。

　　溧阳市有星级工业企业（净入库

税金３０００万元以上）１９家，其中五星

级（入库税金５０００万元及以上）４家，

分别为江苏华朋集团有限公司、江苏

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国强镀

锌实业有限公司、江苏金峰水泥集团

有限公司。全年工业应税销售收入

１９１１．６３亿元，比上年增５％。江苏申

特钢铁有限公司、江苏金峰水泥集团

有限公司、江苏新时代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江

苏国强镀锌实业有限公司、江苏鸿开

有色金属有限公司６家企业入围中国

民营企业制造业５００强。科华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在新三板挂牌。

２０１４年溧阳市工业企业主要产品

产量一览表

产品名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

增（％）

变压器　 千伏安 ５４８６３４１４ ３．３

电力电缆 千　米 ４６３５８７．５ ４４．１

服　装　 万　件 ３０５８．４ ６．６

产品名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

增（％）

啤　酒　 千　升 ２０３８７７ １４．４

纱　　　 吨 ８８７３．７ －７．０

发电量　 万千瓦时 １６２７２３ ４．４

水　泥　 万　吨 ２１７６．４ －０．８

水泥熟料 万　吨 １３８１．６ ５．８

生　铁　 万　吨 ２３２．２ －２．２

钢　材　 万　吨 ４２９．１ １１．９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１４年，溧阳市完

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４３８亿元，增

６．４％。其中，第一产业投资１．６亿

元，增４８．３％；工业投资３２０亿元，增

１．１％；第三产业投资１１６．３亿元，增

２３．８％。投资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项目

２４３个，完成投资额２２７．７亿元，增

４．１％，其中亿元以上项目６０个，累计

完成投资额１１２亿元。全社会技术改

造投资完成１８９．３亿元，占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的４９％，其中工业技术改

造投资完成１８８．６亿元，占工业固定

资产投资的５８．９％。三次产业投资

比重为０．３７∶７３．０７∶２６．５６，其中服

务业投资占比上升３．７百分点。溧阳

二十八所系统装备有限公司拖挂式房

车、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ＣＰＴＥＫ－兴锻、常州汉德电动车有限

公司高档电动机车、燃油摩托车等一

批新兴产业项目建成投产，天目湖水

公园建成投运，江苏软件园天目湖基

地一期、江苏金桥市场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金桥流通中心一期主体竣工。房

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５１．５ 亿 元，增

２２％。

【国内贸易】　２０１４年，溧阳市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５９．２２亿元，增

１４％。其中，批发业 ９．７１ 亿元，增

１３．５％；零 售 业 ２２５．６３ 亿 元，增

１３．５％；住宿业４．６２亿元，增６．７％；

餐饮业１９．２６亿元，增２１．６％。城镇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１６６．２６ 亿 元，增

１１．８％；农村消费品零售额９２．９６亿

元，增１８％。全市亿元以上市场实现

成交额１３８．５６亿元，增８．３％。江苏

苏浙皖边界市场成交额１１５亿元。

【旅　游】　２０１４年，溧阳市接待游客

１３４１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１４２．８４

亿元，分别增１２．８％和１４．５％。曹山

慢城游客中心全面建成并投运，南山

漂流项目投运，天目湖玉枝颐养山庄、

南山花园二期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

念馆等一批全市重点旅游项目稳步推

进。长荡湖湿地公园正式获批国家湿

地公园（试点），溧阳市成为全国唯一

拥有两个国家级湿地公园的县（市）。

【建筑业】　２０１４年，溧阳市完成建筑

业施工产值５９０．８亿元，增１２．８％；

实 现 劳 务 收 入 １８３．２ 亿 元，增

１２．８％；实现建筑业地税收入１０．６８

亿元，增 １５％。全市建筑企业 ２４６

家，１４家企业施工产值超１０亿元。

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华

能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天目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评为中国建筑业

最具成长性百强企业；江苏正方园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天目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被评为全国建筑业先进企

业；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江苏

天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华能建

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天力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被评为江苏省建筑业百

强企业。江苏华能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承建的江苏省海安县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参建的南京上坊北侧地块经济适

用房项目分别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全年商品房施工面积３６３．６万平

方米，降 １５．７％，其中新开工面积

１０４．４万平方米，增４７％。商品房销

售面积８０万平方米，增０．３％，其中

住宅销售面积７２．５６万平方米，降

１．４％。

【交通运输】　２０１４年，溧阳市交通工

程完成投资２４．６３亿元，全长２４公里

的东环线建成投用，实现城市东部与

常溧高速公路、２３９省道、１０４国道、宁

杭高速公路及天目湖景区的快速对

接。１０４国道溧阳段、１０２县道、长山

路路改桥及燕山南路三期、四期建成

通车。常溧高速公路完成前期工作和

路基、桥梁工程。丹金溧漕河溧阳段

完成７０％的工程量，芜申运河溧阳先

导段基本建成，南渡桥东段开工建设。

新增等级公路１７４公里、三级航道

１５．２公里。完成２００公里农村公路

提档新建和３２座危旧农桥改造。

　　新辟、优化城市公交线１０条、镇

村公交线１８条，出租车更型２６５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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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溧阳至宜兴毗邻公交，实现市与

市之间横向公交网络的零突破。新

增、延伸中关村公交专线各２条，园区

职工公交出行更加便捷。全年新增、

更型三级公交车１７０辆，新建公交站

亭５８个，实现城市５００米、镇村２公

里半径公交站点全覆盖，公交覆盖率

居全省前列，其中镇村公交覆盖率居

全省县级市第一。

【金融保险】　２０１４年末，溧阳市金融

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８４８．４５亿

元，比 年 初 增 加 ５２．９５ 亿 元，增

６．７％；贷款余额６０４．０６亿元，增加

６７．８５亿元，增１２．７％。广发银行正

式入驻溧阳。证券交易总额超４００亿

元，增２１％。６家主要保险公司完成

保费收入１０．６４亿元，增１４．１％。其

中，财产险收入４．９１亿元，增１６％；

寿险收入５．７３亿元，增１３．５％。赔

付额４．５７亿元，增１１．５％。其中，财

产险赔付２．７２亿元，增１０．４％；寿险

赔付１．８５亿元，增１３％。

【科技创新】　２０１４年，溧阳市完成高

新技 术 产 业 产 值 ６４９．７ 亿 元，增

１４．６％，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

上工业产值３７．２％。申请专利１４４７

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５４９件；专利授

权８４０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１１２件。

新增认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１１家，

累计５７家；新增常州市级企业研发机

构６家，企业研究生工作站２家；新增

常州市级孵化器３家，全市累计１０

家；新申报省级孵化器１家，新增孵化

面积１５万平方米，累计５３万平方米；

培育科技企业１８０多家。组织申报省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１０家，认定省级

研究生工作站２家、常州市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６家。举办院士溧阳行、

常州科教城—溧阳市产学研对接洽谈

会等产学研活动１４次，新增产学研合

作项目１５个。

【教　育】　２０１４年末，溧阳市有中小

学７５所，其中小学３９所、中学３６所。

在校学生６．５８万人。其中，小学生

３．８万人，小学生毕业率１００％；中学

生２．７８万人，初中生毕业率９８．６％。

有中专学校２所，在校学生０．６８万

人；幼儿园６０所，在园幼儿１．８６万

人。高考二本以上达线率７１．１７％，

比全省二本以上计划录取率高３６．３７

个百分点。职业中专对口高考达线率

６８．０５％。异地新建的溧阳市中关村

实验小学、溧阳市竹箦中心小学、溧阳

市竹箦中心幼儿园竣工交付。

【卫　生】　２０１４年，溧阳市拥有医疗

机构２３２个，其中医院１１个、卫生院

１５个。实有床位数２８７９张，卫生工

作人员４９６４人，卫生技术人员３８１２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１７０２人、注

册护士１４４８人、药师（士）１７６人。溧

阳市人民医院新院和上兴镇卫生院主

体结构封顶。新建溧阳市血站项目交

付使用。新建、改扩建城市社区卫生

服务站３家和村卫生室１３家，新增省

级示范乡镇卫生院２家、村卫生室３

家。五里亭、燕山和昆仑３家新建的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站投入使用。埭头

镇创成国家卫生镇。

【文化体育】　２０１４年，溧阳市被文化

部新命名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度“中国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少儿书法、傩文

化）”，被国家体育总局确定为全国啦

啦操实验区城市。举办江苏省２０１４

全民健身日，成为省内首个举办省级

健身日的县级市。

　　举办中国—古巴女篮国家队对抗

赛、中国—澳大利亚男篮国家队对抗

赛、全国啦啦操锦标赛、全国女子手球

锦标赛、全国定向公开赛等一批国际、

全国性大型赛事。建成溧阳市美术

馆、燕山公园５公里健身步道。市文

化馆开设免费培训班６０余个；市图书

馆送书下乡３万余册次，累计接待读

者２０余万人次、外借图书１８余万册

次；市锡剧团送戏下乡８０余场，公益

演出６０余场；市影剧公司送电影下乡

３７４４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

接待观众４９万人次，举办未成年人及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近１０场。

【公用事业】　２０１４年，溧阳市完成建

设路东延伸、工农桥、龙虎路桥、清焦

桥、２４１省道与１０４国道交叉口渠化、

世纪茗城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启

动城市慢行系统、南环路东延伸等项

目；对燕山、西门、盛世华城３个菜场

实施提档升级。改造城中二路、三路、

南河沿、振兴路４条背街小巷，完成花

园路、育才路、清泓路等人行道修复

４８０处。新增道路面积约８．５万平方

米。南渡天然气门站正式建成，新增

天然气用户１１１４３户。

　　全年实施房屋征收项目１１个，累

计完成征收面积３０．２２万平方米，户

数２１３３户，完成率９８．６３％。新启动

的码头水街、燃料公司地块项目按序

推进。开工建设保障房４０３２套，竣工

３４１４套，东盛苑、盛扬苑、上份村、燕

岭茗苑一期安置房交付。

【环境保护】　２０１４年，溧阳市顺利推

进燕山公园二期、燕湖公园建设，建成

龙盛苑和燕鸣路街旁绿地２．７万平方

米，完成戴埠镇南山花园生态绿道铺

设１０公里。完成村庄生活污水整治

３５个，总投资４５５０万元建设污水接

管工程７个、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３０

套。完成全市生态红线区域范围边界

勘定４０５．１平方公里，设置标识标牌

５３块，编制生态红线保护规划，完成

沙河水库和大溪水库水源涵养区生态

资源调查。

　　基本建成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建成扬子水泥２条生产线、南方水泥

１条生产线、金峰水泥４条生产线脱

硝设施，完成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

业１１家。整治完成江苏开磷瑞阳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企业６家、燃煤锅炉１２７台。完成１５

万吨／日中心水厂主体工程，全市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１００％。

【社会保障】　２０１４年，溧阳市新增就

业１３４５６人，失业人员再就业２５８１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以内。

开展职业技能和创业培训，培训人数

分别为６６９５人、１８９４人；扶持创业

１２１１人，创业带动就业５８１１人；新增

转移农业劳动力４９５３人。帮助３９０

名市民实现就业或自主创业。

　　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５．３４万名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每月

增１９５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

老金标准由每人每月８０元提高到９０

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缴费

１３．１万人，比上年增加１万人。职工

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分别

净增缴费６２０７人、４６９０人、４６８１人、

５５２８人、４７７７人。符合条件的灵活就

业人员生育费用纳入医疗保险基金

支付。

【居民收入】　２０１４年，溧阳市城镇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５５３１元，增

４９２ 辖市区概况



８．９％；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８２２２元，增１０．７％。年末全市城乡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４１４．０３亿元，人均

储蓄存款５４４６３元，增４１８５元。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１．８９万元（新口

径），增６．９％；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１３７０１元（新口径），增９．８％。

（尹少鹏）

组织机构与负责人名单

中共溧阳市委员会

书　　　记 盛建良

副　书　记 蒋 锋（３月任）

潘云芳※

苏江华（至３月）

常　　　委 闵建平（至８月）

夏国浩

周卫中

刘 佩※

张爱文

邵钦华

丁国明

毛建国

溧阳市人大常委会

主　　　任 盛建良

副　主　任 周建明

张 艳※

武宝林

马小其

溧阳市人民政府

市 长 苏江华（至３月）

代　市　长 蒋 锋（３月任）

副　市　长 周卫中

夏国浩

唐华新

蔡金龙

王朝晖（对口支援青海）

刘 敏※

刘新农

曹 俊

王 龙（至９月）

赵苏洪（１月任）

陈 安（８月任）

政协溧阳市委员会

主 席 狄立新

副　主　席 赵国兴

王勤月※

罗志强

韩金红※

陆晓明

崔文敏

中共溧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毛建国

副　书　记 郑丽萍※

刘学俊

溧阳市人民武装部

党委第一书记 盛建良

政　　　　委 金 健

部　　　　长 丁国明

溧阳市人民法院

代　院　长 任志清（至１月）

院 长 任志清（１月任）

党 组 书 记 任志清

溧阳市人民检察院

检　察　长 周常春

党 组 书 记 周常春

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

党工委书记 盛建良

管委会主任 苏江华（至３月）

蒋 锋（３月任）

开发区、镇

江苏省溧阳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闵建平（至８月）

邵钦华（８月任）

　　管委会主任 庄松年

溧城镇党委书记 高伟新（至８月）

史晓春（８月任）

镇 长 史晓春（至８月）

潘建中（８月任）

天目湖旅游度假区

党工委书记 龚友强

管委会主任 朱志军

天目湖镇党委书记 龚友强

镇 长 朱志军

埭头镇党委书记 夏国中

镇 长 孙龙斌

上黄镇党委书记 唐云娟※

镇 长 张 涛

戴埠镇党委书记 李国平

镇 长 扈军华

别桥镇党委书记 唐洪祥

镇 长 赵 明

竹箦镇党委书记 王耀庆

镇 长 邹启东

上兴镇党委书记 蒋 彤

镇 长 高 昱

南渡镇党委书记 吴旺志

镇 长 张 顺

社渚镇党委书记 花建国

镇 长 吴志东

　注：姓名右上角有※者为女性。

（莫　俊）

武　进　区

【概　述】　武进区位于长江三角洲太

湖平原西北部，濒太湖，衔蟢湖，东邻

江阴市、无锡市，西毗金坛市、丹阳市，

南接宜兴市，北靠常州城区、新北区。

总面积１２４５．８平方公里。２０１４年

末，全区有耕地４．１３万公顷，辖１４个

镇、２个街道，计２４５个村、１２３个社

区，户籍人口１０４万人。

　　２０１４年，全区落实“加力城乡一

体，加速生态文明”的发展主题，统筹

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

明五大建设，全面打响产业培育、城乡

一体、生态文明和改革创新四大战役，

较好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全年地

区 生 产 总 值 １９０５．３３ 亿 元，增

１０．２％；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２９．６３亿

元，增 ３％；规 模 以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４２６８．４１亿元，增８．２％；完成全社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１００３．１４ 亿 元，增

１２．２％；协议注册外资超１３．９１亿美

元，实际到账注册外资９．０５亿美元；

完成进出口总额超１００亿美元，其中

自营出口增９．４％，位列苏南前茅。

蝉联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

区第一名，并被评为中国综合实力百

强区第三名。

【开放型经济】　２０１４年，武进区引进

近亿美元重大项目６个，中国香精香

料有限公司投资项目、大族精工半导

体科技（常州）有限公司、常州天合亚

邦光能有限公司等行业龙头企业入

驻，常州软银华龙创业投资企业、常州

宝湾物流有限公司两家注册资本超

３０００万美元的生产性服务业落户，顺

风光电投资（中国）有限公司、联合光

伏（常州）投资有限公司、瑞声（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到账３．４３亿美元、

５１６９万美元、３０２４万美元，巴西 ＷＥＧ

（万高）公司并购常州新亚电机有限公

司项目交易额２３８０万美元。全年完

成协议注册外资１３．９１亿美元，实际

到账外资９．０５亿美元，列常州市各辖

市区第一。对外贸易平稳运行，累计

完成进出口总额１００．０３亿美元，占全

市进出口总额的３４．７％。外经业务

５９２辖市区概况



稳步提升，全区完成新签外经合同额

１．６４亿美元、外经营业额１．０５亿美

元，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１６４．２％、

１０４．７％。

【开发区建设】　２０１４年，武进区着力

培育产业园区，促进平台载体活力迸

发。武进国家高新区被列入苏南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省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试点单位。西太湖科技产业园深化

产城融合发展，中以常州创新园升格

为国家层面共建园区，全国首个国家

石墨烯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成

功落户。武进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

区发展框架全面拉开，引领行业发展

的示范作用逐步显现。１３个镇级重

点工业集中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９００亿元。全区建成标准厂房１００

万平方米。全区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省标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实际

到账注册外资分别占全区的３９％、

５０．５％和８０％。

【农　业】　２０１４年，武进区推进现代

农业发展，新增高效农业面积１万亩，

新建高标准农田１．７万亩，高效农业

保险覆盖率６８．７％，邹区现代农业产

业园区升格为省级现代农业（渔业）产

业园区。新增市级农业龙头企业８

家，国家、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分别

为３家、１４家、１０家。新申报无公害

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简称

“三品”）共计２７个，完成“三品”续报

农产品４８个，“三品”种植面积占耕地

面积比重超过９０％。新增农民专业

合作社５７家、家庭农场３２５家、国家

级农民合作示范社３家，新型农业经

济主体经营面积３２．７万亩。实施科

技入户培训，在１１个镇遴选科技示范

户２５５０户，建立林果重点专业村８

个、畜禽特色专业村３个、渔业整村推

进村６个。水稻育种连创佳绩。武运

粳２７号被农业部认定为超级稻示范

推广品种，成为武进区育成的第三个

超级稻品种；水稻新品种武运粳３０号

通过江苏省主要农作物审定品种目录

公示；超高产粳稻武运粳２３号的育成

与推广获省农业丰收奖一等奖。全区

农业生产保持基本稳定，实现农业总

产值８４．９８亿元、农业增加值５２．７２

亿元，分别增５．１％、４．５％。

【工　业】　２０１４年，武进区加快实施

工业经济“四十四百”（发展十大行业、

建设十大产业链、打造十大企业工业

园、提升十大载体平台，培育１００家工

业大企业、推进１００个工业重点项目、

建成１００万平方标准厂房、培育１００

家创新型科技企业）提升计划，不断增

强企业实力，促进工业平稳有序发展。

新增工业销售超百亿元企业１家、超

５０亿元企业２家，累计分别达６家、

１３家。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亚邦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百兴集团有

限公司、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常州

东方特钢有限公司、江苏常发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６家企业入选中国民营企

业５００强，江苏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获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市长质量奖。区

内企业参与制（修）订并发布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各８项，新增中国驰名商

标６件、省著名商标１８件，“三名”（驰

名、著名、知名）商标数量继续保持全

省县区领先。１９１家个体户升级为企

业，１２０家小微企业升级为规模以上

企业，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１９００

家；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常州第六元素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登陆新三板，４３

家企业在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

新增创投资金１０亿元，累计７９．２亿

元。全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９６２．６７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４２６８．４１亿元，分别增１０．５％、８．２％。

完成 省 标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产 值

１２５０．２４亿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１８０３．０４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的２９．３％、４２．２％。西太湖国际医

疗产业园、武进工业设计园被省行业

部门列为共建产业园。

【服务业】　２０１４年，武进区持续推进

服务业“三四五”（提升三大现代购物

商圈、完善三大景区，做强四大现代服

务业集聚区、推进４０个服务业重点项

目，做大五大物流园、培育５０家服务

业重点企业）壮大计划，促进服务业提

档升级。全区实 现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８０８．８３亿元，增１０．６％，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４２．５％。完成全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４４９．０９亿元，增１２％；亿元

市 场 成 交 额 １０９４．８２ 亿 元，增

１０．８％。全年旅游接待人数１４６８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１７５亿元，分别

增１０％和２３％。完成文化产业增加

值１０８亿元，增１４％。万达广场、环

球动漫嬉戏海等项目建成投运，中华

孝道园创成国家４Ａ级景区。新增省

服务业创新示范企业１家、省服务业

重点培育企业２家，亚邦医药物流中

心成为全市首家５Ａ级物流企业。横

林镇崔北村成为全市首个省农村电子

商务示范村。

【金　融】　２０１４年，武进区新增金融

机构及网点８家，累计有银行机构２２

家、小贷公司１２家、证券机构１１家、

风创投公司５２家、融资性担保公司７

家、典当１１家和保理公司１家。年

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类存款余额

２０８０亿元、贷款余额１５５０亿元，比年

初分别增加１５０亿元和１６０亿元。区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启动运作。创

新资托贷、资管保等融资担保服务模

式，新增担保额４１亿元。深化与政策

性银行的银地共建，实现企业贷款余

额超过７０亿元。加强应急专项资金

管理，及时帮助风险企业解决资金链

困难，为４６家企业提供应急转贷资金

２３８笔，总计２８．９亿元。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２０１４年，武进区

深化城乡规划，完成新一轮镇村体系

布局、绿色建筑发展的规划修编，探索

推进西太湖科技产业园经济发展规

划、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与生

态文明建设规划协调融合编制，地下

管线普查和综合管理信息系统项目获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金奖，东

部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启动实施。完善

基础设施，人民中路、大通东路等城市

道路完成改造，延政西路西延、武进大

道东延和金武路改造等交通工程按期

推进；轨道交通武进段管线迁改基本

完成，武进先行段启动建设。在中心

城区建成健身绿道１６．３公里，新增公

共停车场２个。新辟、调整优化公交

线路２６条，建成公交站棚１１１个，常

州汽车客运东站、横林公交枢纽中心

建成投用。加强城镇管理，牛塘镇纳

入中心城区管理，“九整治、三规范、一

提升、三创建”（对城郊接合部、城中

村、棚户区、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城市

河道环境、低洼易淹易涝片区、建设工

地、农贸市场进行整治，规范占道经

营、车辆停放、户外广告设置，提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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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城市环境和管

理水平，创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市、国

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有序推进，整

治高架沿线城中村７１个、重要节点

８５个。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

养提升，在上级文明指数测评中保持

全市领先。改善镇村面貌，嘉泽镇创

成国家卫生镇，遥观镇、雪堰镇通过国

家卫生镇复审，新增省级卫生村４个、

省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１个。郑陆镇

焦溪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

【生态环境保护】　２０１４年，武进区实

施生态文明战役，推进十大工程７５个

项目，环境质量综合指数８４分。深化

生态文明创建，８个镇完成生态文明

建设规划，武进国家高新区、武进经济

开发区通过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国

家级考核验收。建设生态绿城，西太

湖重要湿地保护区、宋剑湖湿地郊野

公园等１５个项目基本完工，新增造林

绿化 面 积 １．８ 万 亩，林 木 覆 盖 率

２３％。推进环境整治，全面启动新一

轮清水工程，整治完成重点污染河道

１１条，新沟河拓浚延伸工程按序推

进，武南污水处理厂二期建成投用，新

建污水主管网６２公里；１３类１３５项

太湖水环境治理工程全面实施；饮用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１００％。推进大气

污染防治，拆除懒汉炉１１５４台，改造

工业炉窑５４座，年用煤量减少２万

吨；对３１９家建筑工地、企业开展扬尘

整治，对７１家轧钢、印染等企业实施

提标 整 治，实 现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率

６３．８％，ＰＭ２．５平均浓度下降４．３％。

全面启动新一轮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洛阳镇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主体完

工。推进节能减排，停批退批高耗能、

重污染项目３９个，完成５家热电厂脱

硫改造和４５家电镀企业、２１家印染

企业、４９家合成类化工企业整治，将

２８５家企业纳入危险废弃物处置规范

化管理体系。推广清洁能源，新增天

然气用户２万户，车用天然气消费量

超过２７００万立方米。全年单位 ＧＤＰ

综合能耗下降５．５％。

【科技创新】　２０１４年，武进区深入推

进科技创新，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２．６５％。新增高新技术企

业５９家、省级以上研发机构３０家，新

建科技孵化器、加速器共３８万平方

米，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１５件。

深入实施万名产业英才集聚三年行动

计划，新增各类产业人才２．２万人。

新引进领军人才项目６７个，落户国家

“千人计划”项目２０个；７名人才入选

省“双创计划”，１６名企业博士入选省

“双创博士”。洛阳、礼嘉、湖塘３个镇

成为省创新型试点镇。

【社会事业】　２０１４年，武进区加快推

进奔牛高级中学新校区建设，有序实

施无证幼托园所整治，获评全国义务

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教育改革创新

示范区、社区教育示范区。启动实施

３家区级公立医院改革，４０％的镇卫

生院与三级医院组建医疗联合体。加

快建设城乡一体“１０分钟体育健身

圈”，第五届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

赛、中国热气球公开赛、中国女排职业

联赛、中国乒乓球超级联赛等重大赛

事在武进区顺利举行，武进区在江苏

省第十八届运动会上蝉联县级金牌榜

首位。加大文化惠民力度，开展“社区

天天乐”等活动；广播剧《天佑中华》获

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启

动建设老年大学，有序推进金东方颐

养园等养老服务项目，每千名老人机

构养老床位数４３张，实现城镇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

【人民生活】　２０１４年，武进区深入实

施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城镇居民、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４１３６３元

和２１７７７元。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新

增城镇就业２．９万人，城镇登记失业

率控制在２％以内。进一步提高养

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标准，常武医保互

通基本覆盖到位。建成公共租赁住房

５６９３套、限价商品房１６８１套，发放廉

租住房租金补贴９５户；投放住房公积

金贷款１５．５亿元。全年新增慈善资

金６１００ 万元，发放慈善救助 资 金

３５００万元，救助１．３万人次；新增光

彩协议资金１．１亿元，实施光彩项目

１５０个。 （万向阳）

组织机构与负责人名单

中共武进区委员会

书 记 周 斌

副　书　记 臧建中

凌光耀

常 委 叶明华（援疆）

江建文

!

艳※（至１２月）

顾伟国

陈 虎（至１２月）

孙金才

单骏初

杨国成

徐 萍※

傅宁汉（至４月）

刘亦鸣（４月任）

崔 娟※（５月任）

武进区人大常委会

主 任 周 斌

副　主　任 黄汉林

邰建平

张 美※

郭志贤

武进区人民政府

区 长 臧建中

副　区　长 顾伟国

陈 虎

王明昌

郑政平

陆雅芬※

谢国正

薛建忠

王朝晖（至８月）

上官小天（１月任，至１２

月）

崔 娟※（５月任）

路宏伟（８月任）

政协武进区委员会

主 席 张建新

副　主　席 王友诚

倪晓谦※

陆小玉

张志朝

周耀南

王友东

中共武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徐 萍※

副　书　记 朱志伟

朱鹏程

武进区人民武装部

党委第一书记 周 斌

政 委 刘亦鸣

部 长 傅宁汉（至４月）

荆浩良（４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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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区人民法院

院　　　长 潘桂林

党 委 书 记 潘桂林

武进区人民检察院

检　察　长 蒋国强

党 组 书 记 蒋国强

开发区、镇、街道

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周 斌

　　管委会主任 臧建中

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区

　　党 委 书 记 李文平

　　管理处主任 周文彬

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

（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王友东（至２月）

石旭涌（２月任，至

１２月）

刘志峰（１２月任）

　　管委会主任 石旭涌（至８月）

刘志峰（８月任）

武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党工委书记 吴小琴※（至１月）

施小平（１２月任）

　　管委会主任 戴志华

武进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区

　　党工委书记 陈　虎（兼任）

　　管委会主任 徐　宁

雪堰镇党委书记 姜甫明（至１０月）

张 龙（１０月任）

镇 长 张燕玲※

前黄镇党委书记 裴晓冬

镇 长 沈筱飞（至１２月）

居敏俊（１２月任）

礼嘉镇党委书记 徐治国

镇 长 王 勇

湖塘镇党委书记 蒋金明

镇 长 蒋志龙

牛塘镇党委书记 恽益明

镇 长 严晓国

洛阳镇党委书记 刘志峰（至８月）

朱红兴（８月任）

镇 长 朱剑波

遥观镇党委书记 郑全伟（至１２月）

薛建忠（１２月任，

兼任）

镇 长 朱红兴（至８月）

冯 晖（１２月任）

横林镇党委书记 薛红霞※

镇 长 徐 海

横山桥镇党委书记 储小平

镇 长 费 晔※

郑陆镇党委书记 曹志伟

镇 长 杨康成

奔牛镇党委书记 施小平（至１０月）

张华锋（１０月任）

镇 长 杨震乾

邹区镇党委书记 周仲华

镇 长 丁献忠

嘉泽镇党委书记 吴小琴※（至１月）

施小平（１０月任）

镇 长 戴志华

湟里镇党委书记 黄一鸣

镇 长 张华锋（至１０月）

武为锋（１２月任）

南夏墅街道

　　党工委书记 路 琦（兼）

　　办事处主任 蒋 丽※

西湖街道

　　党工委书记 虞钟清

　　办事处主任 张学技

　注：姓名右上角有※者为女性。

（宋志盛）

常州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新　北　区

【概　述】　常州高新区、常州市新北

区位于常州市北部，北临长江、南至沪

宁铁路，东与江阴市和天宁区交界，西

接丹阳市和扬中市。全区土地总面积

４３９．１６平方公里，辖６个镇、３个街

道，计４８个村、６０个社区，常住人口

６２．２４万，其中户籍人口４８．６３万人。

２０１４年，全 区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９００．２亿元，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８９．３亿元、固定资产投资７２２亿元，

其中 工 业 投 入 ４２０ 亿 元，分 别 增

１２．１％、７％、１８％和１７％。

【开放型经济】　２０１４年，全区外资外

贸逆势而进，完成协议注册外资９．２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８亿美元；新批

利用外资项目６３个，其中３０００万美

元以上项目１７个。引进总投资超

１００亿人民币或１０亿美元项目１个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ＳＵＶ、ＭＰＶ

等系列乘用车项目）、超５０亿人民币

或５亿美元项目２个（香港健亚有限

公司胰岛素项目、新阳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新材料项目）、超３亿美元项目２

个（查特深冷工程系统〈常州〉有限公

司项目、上海宇培〈集团〉有限公司项

目航空物流仓储项目）。全年进出口

总额１０７亿美元，居全市第一，其中常

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完成进出口

１８．５亿美元，居企业进出口全市第一。

【农　业】　２０１４年，全区加速推进高

效农业建设，实现农业总产值２７．４７

亿元，增７．６％。新增无公害农产品

２０只、绿色食品７只，新增高效设施

农业面积１．０２万亩，建成高标准农田

１万亩。引进现代农业项目８个，协

议总投资１３．４亿元，全区首个规模外

资和工厂化农业项目一正农业科技

（常州）有限公司投产运营。小型农田

水利重点县三期工程竣工投运。全区

农业机械化水平８３％，农业现代化水

平跃居全省前列。

【工　业】　２０１４年，全区工业发展转

型提质，完成工业总产值２９３８亿元，

实现产品销售收入２８８０亿元，均比上

年增１１．５％。重点产业集聚壮大，５０

个项目列入市十大产业链重点项目，

开工在建率超过９５％，累计完成投资

１６５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１０５％，扬

子江药业集团江苏紫龙药业有限公

司、朗盛（常州）有限公司的三元乙丙

橡胶项目、美伊电钢（常州）机械有限

公司等１８个重点项目建成投产或即

将投产。新材料、汽车及零部件、光伏

新能源、工程机械及农机、生命健康、

通用航空、智能电网、文化创意八大产

业中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产值１８２７亿

元，增１６．５％。企业转型步伐加快。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小板

成功上市，全区累计上市企业９家；常

州瑞杰塑料有限公司、江苏华源建筑

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在新三板成

功挂牌；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常州

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太平洋

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获评２０１４

年常州市市长质量奖。

【服务业】　２０１４年，全区现代服务业

提档升级，完成服务业增加值３６２．３

亿元，增１１．５％，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４０．２％。常州有则科技有限公司等

１８家企业完成主辅分离（指企业将生

产经营过程中的原材料采购、产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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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安装、包装、营销等非核心辅助性

的业务从其主营业务中分离出来，集

中力量发展主业），常州新润石化仓储

有限公司、普洛斯常州物流园等５个

重点服务业项目竣工投运，顺丰物流

常州电商产业园、航天主题乐园、龙创

汽车设计院等５个高端服务业项目签

约落户，新桥电商产业大厦启用，淘常

州电商交易平台年交易额突破８亿

元。金融、类金融业持续壮大，常高新

集团有限公司小微金融中心集聚类金

融机构３８家，全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７３４．７亿元、贷款余额５８９．６亿元，分

别增１１．５３％、１７．２１％。第十一届中

国（常州）国际动漫艺术周成功举办，

全区创意文化产业营业收入２６０亿

元，增２５％。

【城市建设与管理】　２０１４年，全区城

市功能日趋完备。在全市率先开展

“多规合一”（多方面规划编制、实施融

合）试点，新增土地流量指标１．３６万

亩。新龙生态林一期工程基本建成，

新龙国际商务城科技金融中心、电商

产业园、总部经济区一期全面启动，新

龙湖湿地公园二期进程过半，环球恐

龙城东大门与迪诺水镇同步建成开

放。常州工学院新北校区、江苏省常

州高级中学新北校区加快建设，三井

文体活动中心建成投用，春江全民健

身中心基本完工，区公共卫生中心启

动建设。基础设施加快建设。轨道交

通１号线新北段正式开工，１２２、２３８

省道推进顺利，河海东路改造提升完

成，玉龙路建成通车，狮山路、寒山路、

红河路等园区骨干道路基本建成，通

江路改造工程获国家金杯奖。全年完

成征收（动迁）住宅８６１户、非住宅

１１６家，协议动迁面积６５万平方米；

安置小区在建１６个、新建４个、交付

４个，全年安置３０６２户，面积４８万平

方米。城乡环境不断优化。“九整治、

三规范、一提升、三创建”城市环境综

合整治有序推进，高架及骨干道路沿

线环境整治基本完成，城市长效管理

考评跃居全市第一。深入实施“清水”

“蓝天”“净土”工程，全年关停并转８

家化工企业，２４条河道截污清淤生态

修复工程全面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ＰＭ２．５浓度比上年降２％。新一

轮村庄环境整治全面启动，村居环境

不断优化。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工业

示范园区，罗溪镇、三井街道、龙虎塘

街道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镇（街道），

实现生态镇（街道）全覆盖。

【科技创新】　２０１４年，全区自主创新

驱动有力，组织实施国家级、省级科技

计划１２０项，成功立项省重大成果转

化专项资金项目１１项，占全市总量的

６１％，居全省开发区首位。新增省级

外资研发机构１家、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７家、高新技术企业３９家，高

新技术企业总数３３０家；新增中国驰

名商标２件、省著名商标１４件，驰名

商标数量继续居全省开发区首位；新

增国家标准１１项、行业标准９项、专

利授权５０００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２４．９件，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超过２．８％。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１１５０亿元，比上年增２１％，占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５１％。引进研

发中心１０个、项目团队１８个。浙江

大学常州工业研究院建成入驻，全年

院内入驻企业销售超３０００万元。印

刷电子产业研究院获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建设中国印刷电子公共服务平

台，中国科学院遗传资源研发中心（南

方）签约落户，西夏墅工具产业创业中

心成功创建国家级孵化器，各类创新

孵化器、加速器面积累计达１７５万平

方米。全市首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工作

室揭牌入驻，新增省“双创计划”人才

１１人、“双创博士”１６人、“龙城英才计

划”４２人，累计引进国家“千人计划”

专家８３人，大成绿色镀膜团队成功入

选省“双创计划”团队，销售收入超千

万元人才企业１９家，人才综合指标居

全市第一。科技金融加速融合，为３０

家企业申报“苏科贷”项目，帮助企业

融资突破１亿元。

【社会事业】　２０１４年，全区社会事业

全面提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功通

过省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现场验

收，飞龙实验学校、常州新北区罗溪中

学、常州世茂香槟湖小学等５所学校

竣工启用，常州市新北区新桥初级中

学、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滨江中学等

９所学校建设进展顺利。卫生服务功

能深层拓展，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

务站规范化建设全面启动，新北人民

医院国际诊疗中心投入试运行，低成

本“健康海云”二期工程全面实施，“单

独两孩”政策顺利推进，春江镇成功创

建省级卫生镇。群众体育设施不断完

善，新增７个全民健身示范工程，１０

所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４２个农村

社区“１０分钟体育健身圈”全面建成。

组织参加江苏省第十八届运动会，所

获金牌突破５０枚，在全省区县名列前

茅。孟河镇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人民生活】　２０１４年，全区居民收入

稳步增长，建立城乡一体的就业登记

制度，强化就业培训和援助，新增就业

１．５万余人，失业再就业６６００人，城

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９％和１１％。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城乡社区股份合作社改革等改革试点

工作进展顺利。社会保障扩面提标，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至１７０

元／月，农村合作医疗人均筹资标准提

高至５６０元，企业职工养老、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分别净增７５００人和１．３万

人。为民办实事全面完成，安装居家

养老“一键通”９８００户，组织老年人白

内障筛查２．６万名，每千名老人拥有

养老床位近５０张，位列全市第一。全

区６０个安置小区技防设施覆盖到位。

组织机构与负责人名单

中共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工作委员会

书 记 张东海

副　书　记 吴晓东

陆 敏※

党工委委员 薛建南

王宇伟

杨 光

王俊岚（至４月）

安春燕※

薛明方

赵福良（４月任）

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主 任 吴晓东

副　主　任 薛建南

王宇伟

嘉秀娟※

陆 平

徐卫东（至１２月）

金立卫

陆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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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军（１２月任）

中共新北区委员会

书 记 张东海

副　书　记 吴晓东

陆 敏※

常 委 薛建南

王宇伟

杨 光

王俊岚（至４月）

安春燕※

薛明方

赵福良（４月任）

新北区人大常委会

主 任 李西宁

副　主　任 胡秀芳※

蒋献国

黄 皎

范国元（至９月）

施肇?

党 组 书 记 李西宁

党 组 成 员 吴建国

新北区人民政府

区 长 吴晓东

副　区　长 薛建南

王宇伟

可志忠（至２月）

嘉秀娟※

陆 平

徐卫东（至１２月）

韩 军（１２月任）

严 俊

沈 禾（至１０月）

杨子江（挂职，２月任）

罗逾兰（１０月任）

党 组 书 记 吴晓东

政协新北区委员会

主 席 汤建龙

副　主　席 蒋雪勤

周晓萍※

刘金曙

韦士章

高纪凡

党 组 书 记 汤建龙

中共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

中共新北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薛明方

新北区人民武装部

党委第一书记 张东海

政 委 王俊岚（至２月）

徐文河（２月任）

部 长 赵福良

高新区（新北区）人民法院

院　　　长 张少平（１月任）

代 理 院 长 张少平（至１月）

党 组 书 记 张少平

高新区（新北区）人民检察院

检　察　长 许岳华

党 组 书 记 许岳华

开发区（园区）、镇、街道

出口加工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

　管理局局长 赵 昊（至１２月）

胥亚伟（１２月任）

创意产业基地

党工委书记 蒋献国（至１２月）

管委会主任 沈 波

大丰工业园

党工委书记 陈万华

管委会主任 陈万华

新龙国际商务城建设指挥部

办公室主任 王立中

滨江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沈 东

管委会主任 单大友（３月任）

春江镇党委书记 沈 东

镇　　长 单大友（３月任）

新北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党工委书记 高 炎

管委会主任 高 炎

孟河镇党委书记 高 炎

镇 长 潘仁山

新桥镇党委书记 严 俊

镇 长 高应红（至１１月）

徐雪春（１１月任）

生物医药产业园区

　党工委书记 黄群喜

　管委会主任 黄群喜

薛家镇党委书记 黄群喜

镇 长 单大友（至３月）

周华军（３月任）

航空产业园

　党工委书记 胥亚伟

管委会主任 胥亚伟

动力装备产业园区

　党工委书记 胥亚伟

管委会主任 胥亚伟

罗溪镇党委书记 胥亚伟

镇 长 曹 瑜※（至１１月）

西夏墅镇党委书记 张银龙

镇 长 汤亚兴（至１１月）

姜 浩（１１月任）

河海街道党工委书记 沈春英※

办事处主任 黄华承

三井街道党工委书记 李小平

办事处主任 陈建生※

光伏产业园区

　党工委书记 赵 昊

管委会主任 赵 昊

龙虎塘街道

　党工委书记 赵 昊

　办事处主任 陈 瑛※

　注：姓名右上角有※为女性。

（潘毅伟）

天　宁　区

【概　述】　天宁区位于常州市区中

部，东连戚墅堰区，西接钟楼区，南邻

武进区，北靠新北区，因辖区内有名闻

遐迩的东南第一丛林天宁禅寺而得

名。２０１４年末，辖１个省级经济开发

区、６个街道，计３４个村、６３个社区，

全区面积 ６５ 平方公里，户籍人口

３７．３万。

【经济建设】　２０１４年，天宁区完成地

区生产总值４７７．７６亿元，增９％；全

社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２９０ 亿 元，增

１．６％；实现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３８亿

元；完成服务业投入２５９亿元，实现服

务业营业收入１８０９亿元，增２０．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８０亿元，增

１３．４％，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提升到７１％，其中文化产业增

加值２３．９亿元，增２１％。全区１００

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１４５亿元，占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５０％。深

入推进十大产业链建设和“双百”行动

计划，确定十大产业链重点项目８个，

完成投资１１亿元。全年实现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８４０亿元，增９．１％。

【城市建设】　２０１４年，青洋路高架北

延、沪蓉高速公路青龙互通工程建成

投用，新堂北路、红梅南路、凤凰南路、

桃园路等１０条道路竣工通车。凤凰

新城启动区土地征收工作基本完成，

金融商务区规划深化完善，荣盛水岸

花语、大和龙洲伊都等商品房和清溪

人家、新丰苑三期等安置小区加快建

设，青龙邻里中心主体封顶，兰陵地下

过街道投入使用，青龙街道洋头桥、茶

００３ 辖市区概况



山街道常春泵站改造完工，站北、茶山

垃圾转运设施完成建设。深入开展

“九整治、三规范、一提升、三创建”、高

架沿线整治和重点区域整治三大专项

行动，完善落实网格责任体系，完成中

村、宗家塘、中山门菜市场和工人新村

老小区等整治任务，改造提升翠竹南

区等１０处低洼地，完成工人新村等６

项除涝工程。九洲新世界社区创成省

级市容管理示范社区，局前街创成省

级市容管理示范路。

【生态建设】　２０１４年，天宁区高标准

推进生态绿城建设，翠竹公园、蔷薇园

完成改造提升，凤凰公园主体完工，横

塘河湿地公园启动建设，新增公共绿

地５８．８公顷。整治工业燃煤锅炉２９

台，全区懒汉炉彻底拆除。新世界花

苑、水清木华园等１０个居民小区完成

生活污水接管，横塘浜、红梅新村内河

等河道水质进一步改善。淘汰印染纺

织行业落后产能４０００万米，单位地区

生产总值能耗降３．６８％，１５个减排项

目实施到位，常州强声纺织有限公司、

小松（常州）铸造有限公司等５家企业

强制性清洁生产通过审核。全区创成

市级生态村４个、绿色学校６个、绿色

社区５个。

【科技创新】　２０１４年，全区实施产学

研合作项目４２项，争取各类扶持资金

９７００万 元，万 人 发 明 专 利 拥 有 量

１３．４５件，引进“千人计划”特聘专家７

名。新增省级高新技术企业５家、省

著名商标５件、省名牌产品２只，黑牡

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２０１４年常

州市市长质量奖，企业自主品牌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１８．５％，增５％。

常州市恒丰铜材有限公司承接的

“８６３”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

目通过国家中期评估。

【社会事业】　２０１４年，天宁区推进社

区减负增效，建立社区事务准入审批

制度，取消社区机构阵地、创建达标评

比、盖章等事项４大类９７项。社会治

理联动指挥平台高效运行，整合５９个

区级机关部门、６个街道公共服务资

源，累计收集“民情日记”１３万余条，

及时处理、解决各类难题２２１件。天

宁区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建成投用，完

善社会组织分级评估和多元培育体

系，培育瑞文心理工作室、阳光爱心联

盟等特色社会组织２０家。开展社工

职业化和领军型人才培训，社工持证

上岗率８６．５％，天宁区成功创建全国

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和首批全国社

会工作服务示范地区。养老事业发展

迅速，红日家园和同泰颐养园建成，新

增养老床位１５０张。区全民健身中心

项目签约，新增向社会开放体育设施

的学校３所，创建“１０分钟体育健身

圈”示范社区１０个。深入开展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开展适龄妇女宫颈癌和

乳腺癌筛查４４０５０人，重点人群家庭

医生签约率从７３％提升到９０％，天宁

区创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稳妥实施“单独两孩”生育新政，计划

生育特殊家庭专享平台建设实现全

覆盖。

【人民生活】　２０１４年，天宁区新增就

业１．６８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９２００

人，援助困难群体就业２５００人，开展

创业培训１０００人，城镇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３９６３９元。职工养老、医

疗、失业保险参保均净增２４００人，居

民基础养老金、城镇居民养老补贴、低

保救助标准分别提高至１７０元、３１０

元和６２０元。开工建设棚户区危旧房

改造安置住房８００套，新增经济适用

房９９套、公共租赁住房４４１户。持证

残疾人免费意外伤害商业保险实现全

覆盖，共计６８０７名。 （吴　健）

组织机构与负责人名单

中共常州市天宁区委员会

书 记 陈正春

副 书 记 宋建伟

韦东生

常 委 蔡 旭

舒 文

沈月芬※

乔俊杰（至３月）

王竹林（３月任）

潘立波

天宁区人大委员会

主 任 陈正春

副 主 任 蒋 耀

陈晓萍※

陆东明

黄新江

天宁区人民政府

区 长 宋建伟

副 区 长 乔俊杰（至４月）

王竹林

魏 敏

金继英（至１月）

陈旭光（１月任）

管黎芳※

方 力（４月任）

郑 亚

朱明芳（４月任）

张云忠（至１月）

张泽毅（１月任）

政协天宁区委员会

主 席 顾卫东

副 主 席 周余松

秦 佳※

周登蓉※

蔡正茂

戴留春

中共常州市天宁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韦东生

天宁区人民武装部

党委第一书记 陈正春

政 委 徐文河（至３月）

苏鸿富（３月任）

部 长 潘立波

天宁区人民法院

院 长 黄亚庆

党 组 书 记 黄亚庆

天宁区人民检察院

检 察 长 范荣生

党 组 书 记 范荣生

开发区、街道

天宁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舒 文

管委会主任 吴新峰

雕庄街道

党工委书记 戴留春

办事处主任 李 军

青龙街道

党工委书记 舒 文

办事处主任 吴新峰

茶山街道

党工委书记 岳 军

办事处主任 许建伟

红梅街道

党工委书记 郑 亚

办事处主任 徐志健

天宁街道

党工委书记 方 力（至１０月）

周爱娟※（１０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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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主任 周爱娟※（至１０月）

周海鹏（１０月任）

兰陵街道

党工委书记 黄新江

办事处主任 赵浴宇

　注：姓名右上角有※为女性。

（徐卓然）

钟　楼　区

【概　述】　钟楼区为常州市中心城

区，东及东南与天宁区相连，西及西南

与武进区连接，北与新北区接壤。全

区总面积６６．８１平方公里，户籍人口

３６．０７万；下辖１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７个街道，计 ４１ 个村、４８ 个社区。

２０１４年，全 区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４５１．０３亿元，增９．３％；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３０．６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３１９．５亿元，增１６．１％。

【开放型经济】　２０１４年，钟楼区实际

到账外资２７０９４万美元；新增工商注

册项目７个，完成注册外资２７３８９万

美元。进一步优化外资结构和品质，

引进超３０００万美元项目２个，制造业

和生产性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

７５．６％。

【工　业】　２０１４年，钟楼区完成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８９１．４９亿元，利税

７８．８４亿元，分别增８％、１１．９％。关

停搬迁高污染、高能耗企业４家，十大

产业链完成投资１２．４６亿元，“双百”

行动计划投入技改资金超１０亿元，完

成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１．５亿元，增

６１．４％，常州精研科技有限公司等“十

百千”创新型企业快速成长。新增驰

名、著名商标６个，江苏国光信息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全市唯一的全国软

件百强企业，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限

公司被评为省优秀民营企业，常柴股

份有限公司获２０１４年常州市市长质

量奖。常州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贝斯塔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在新

三板挂牌。

【商贸服务】　２０１４年，钟楼区完成服

务业增加值２６４．０１亿元，增９．８％，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５８．５％。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６６．８亿元，

增１４％，占全市总量的１４．８％。新世

纪购物中心扩建投运，常州融达现代

物流有限公司、苏宁常州物流中心、托

马斯小镇开工建设，常州华达科捷光

电仪器有限公司等１５家企业实现主

辅分离。江苏景尚旅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在新三板挂牌。

【城市建设与管理】　２０１４年，钟楼新

城建设高效推进，棕榈路、玉龙路全面

通车，西林路、龙湖配套道路完成施

工，新增道路里程８．５公里。雨润城、

宝龙城市广场、万泰国际广场等一批

城市综合体进展迅速，市第一人民医

院钟楼院区、常州市第五中学新校区

开工建设，常州市觅渡桥小学钟楼新

城分校、常州市荆川小学等项目有序

推进，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西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体封顶。实施常半

微电子地块等旧城改造项目，全年完

成征收面积５０．９万平方米。安置房

主体完工 ５２ 万平方米，竣工交付

１６．６万平方米。全面完成“九整治、

三规范、一提升、三创建”工程及高架

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完成怀德桥

至东河沿段慢行系统工程，新增绿地

４０公顷。开展水环境、大气环境等专

项整治，完成童子河三期河道整治，在

全市率先创成无烟区。永红街道通过

国家级生态街道验收。积极创新城管

工作机制，组建公安城管联合巡防队

伍和城管巡回法庭，城管行政执法效

能得到提高。在全市生态文明在行动

和城市长效综合管理考评中分别实现

七连冠和八连冠。

【科技创新】　２０１４年，钟楼区完成高

新技术产业投入３６．１亿元，占工业投

入的７５．７％。完成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５０１．０２亿元，占规模工业总产值的

５６．２％。申请专利５９８８件，获授权

２２３０件，全区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１３．７７件。成立全市首家区级技术转

移中心，达成产学研合作协议３０项，

申报国家创新基金、省科技支撑计划

和省重大成果转化等省级以上科技计

划项目８３项。新增高新技术企业１０

家，建成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常州科研试制

中心有限公司省级重点实验室等“一

室两站三中心”１４家。引进“龙城英

才计划”人才１２名，其中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７名。

【社会事业】　２０１４年，钟楼区教育发

展更加优质均衡，北京师范大学常州

附属学校落户钟楼，钟楼实验中学成

为常州外国语学校钟楼分校，全区创

成省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卫生

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五星、永红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市第一人民医院正

式建立医疗联合体，启动新农合与城

镇居民医保并轨，创成全国基层中医

药工作先进单位。文体事业蓬勃发

展，举办群众文化演出２０００余场。成

功申报市级“非遗”保护项目２个，常

州玉蝶萝卜干厂被评为市“非遗”保护

基地。区级图书馆开工建设，筹建区

级全民健身中心，更新５３个居民健身

站点，创成省级优秀健身站点９个，区

运动员在江苏省第十八届运动会上夺

得金牌４０枚。

【人民生活】　２０１４年，钟楼区新增城

镇就业１３７２５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１２１６３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９万元。全年发放低保金２３５９．６

万元，社保扩面净增２５００人，养老、医

疗、失业保险覆盖率９８％以上。村级

集体经济总收入２．７亿元。新增养老

机构３家、养护床位３５７张，成立孤独

症患者职业工场，钟楼区残疾人益智

园获“全国残疾人之家”称号。切实减

轻社区负担，引导社区建设转型提档、

创建品牌，城市、农村和谐社区建设达

标率分别为９８％、９６％，全区蝉联第

二届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永

红街道被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

街道。加强平安钟楼建设，公众安全

感满意率９６．７％，连续１１年被评为

江苏省平安区。 （王玉伟　杨欢）

组织机构与负责人名单

中共钟楼区委员会

书 记 徐伟南

副　书　记 汤如军

周家林（至１０月）

冯路兴（１２月任）

常 委 洪炳忠

徐伟东（１２月任）

吴晓晶

汤建军

何 琴※

黄开军（至４月）

陈结平（４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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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区人大常委会

主 任 徐伟南

副　主　任 周朝顺

吴嘉润

姜苏杭

张华明（１月任）

钟楼区人民政府

代　区　长 汤如军（至１月）

区 长 汤如军（１月任）

副　区　长 冯路兴（至１２月）

徐伟东

冯素俊

何海平

李文光

曹卜成

张 菁※

伍晓玲※（挂职）

政协钟楼区委员会

主 席 张晓平

副　主　席 蒋建乔

钱小峰

谢忠秋

周旭东

中共钟楼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汤建军

钟楼区人民武装部

党委第一书记 徐伟南

政 委 黄开军（至３月）

马 军（３月任）

部 长 陈结平

钟楼区人民法院

院 长 夏伟忠（至１２月）

代　院　长 周增伟（１２月任）

党 组 书 记 周增伟（１２月任）

钟楼区人民检察院

检　察　长 徐逸峰

党 组 书 记 徐逸峰

开发区、街道

钟楼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钱小峰（兼）

　管委会主任 徐旭东

新闸街道党工委书记 李方平

办事处主任 俞德胜

五星街道党工委书记 蔡震宇

办事处主任 吴伟南

永红街道党工委书记 杨建文

办事处主任 李文军

西林街道党工委书记 张华明（兼）

办事处主任 张 磊※

北港街道党工委书记 钱小峰（兼）

办事处主任 徐旭东（兼）

南大街街道党工委书记 汤 杰※

办事处主任 黄兴威

荷花池街道党工委书记 刘立标

办事处主任 李恒栋

注：姓名右上角标有※为女性。

（王玉伟 杨　欢）

戚 墅 堰 区

【概　述】　戚墅堰区位于常州市东

部，西、北接天宁、武进区，东、南与武

进区相连，京沪铁路、沪宁城际高铁、

沪蓉高速公路、京杭大运河横贯全区。

２０１４年末，全区总面积３１．６８平方公

里，辖３个街道，计９个社区、９个村，

常住人口１０．７万人，其中户籍人口

７．８８万人。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１０９．８４亿元，增１０．１％；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９．８亿元，增１．４％；固定资产

投资８１．８亿元，增１３．２％；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３３９．５亿元，增１２％；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８．６ 亿 元，增

１１．６％。

【经济发展】　２０１４年，戚墅堰区推进

工业经济转型升级“２１１１工程”（推进

轨道交通和智能电网２大产业链建

设，培育１０家以上龙头骨干企业，培

育１０家以上领军型创新企业，落实

１０大保障措施），完成工业投入４０．１

亿元，增１１．７％，新增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１１家，技术改造投入超２０００万

元的项目６个。稳步推进产业链建

设，燃机发电、智能电网、电机电器产

业快速发展，轨道产业成果显著。成

功引进德国ＩＦＳ轨道交通车辆设计公

司，中国南车集团戚墅堰机车车辆厂

获电力机车生产资质，中铁十九局集

团有限公司盾构片项目建成投产，工

程检测科技公司签约落户，轨道交通

产业产值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的４０％。推进服务业发展，完成服务

业投入４１．７亿元，增１５．２％，其中１５

项服务业重点项目完成投资１６．５亿

元，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３４％。深入开展“重大项目突破年”活

动，５３个实施类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５０．２亿元，其中７个省、市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１９．８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

划的１０５％。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城轨车辆整车生产基地、江苏华电戚

墅堰发电有限公司Ｆ级燃机二期两

个省级重点项目全面开工建设，常州

超级食品有限公司、南方包装集团有

限公司等一批外资项目建成投产，新

东方物流有限公司、常州东升时代广

场等一批服务业项目投入使用。

【城市建设与管理】　２０１４年，戚墅堰

区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交通、水利建设

成效显著。戚墅堰大桥西匝道、华丰

路和机厂地道大修工程完成建设，丁

剑路、法尔威配套道路工程基本建成，

兴东路（潞横路—东方大道）开工建

设，区域交通路网不断优化。实施机

厂河水利枢纽工程，完成全区城市洼

地治理项目５个，区域防洪防涝能力

进一步提升。城市改造力度加大，管

理水平不断提高。年内全区征收拆迁

面积超２２万平方米；全面完成第二批

村庄环境整治工程，新增二星级康居

乡村标准自然村９个；完成老小区安

防设施提升和低洼小区雨水管网改造

工程。“九整治、三规范、一提升、三创

建”行动年度计划和高架沿线环境整

治工作全面完成，五益菜市场、漕上路

周边环境专项整治成效明显。推进生

态建设，丁塘河湿地公园建成使用，东

方路生态绿道建设有序推进，大明路、

青洋路等生态绿道工程基本完成，潞

城街道创建国家级生态街道通过省级

验收。开展大气和水环境综合整治，

拆除各类高污染炉窑９０余台，关停污

染企业３家。

【科技创新】　２０１４年，全区强力推进

企业主辅分离，新增主辅分离企业２０

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和亿元以上企

业１４家。推进企业股改上市，制定实

施《关于鼓励引导企业加快融入资本

市场工作的意见》，常州市神力电机有

限公司成为全市７家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预披露的ＩＰＯ企业之一，江

苏向利防静电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在上

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Ｅ板挂牌，３家

企业与券商签约新三板并均已进入股

改程序，培育省级科技型上市入库企

业４家。深入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全

年专利申请量超１１００件，每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２１．９６件，位居全市前列。

新增省著名商标３件，申报各类科技

计划项目６６项，新增市级以上工程技

３０３辖市区概况



术研究中心５家，南车戚机公司创成

全市首家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制

定出台“龙城英才计划”实施办法，成

功落户领军人才创业项目９个，其中

国家“千人计划”人才项目３个。

【社会事业】　２０１４年，戚墅堰区深入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成功举办圩墩文

化桃花节和金秋游园会，开展“文明社

区天天乐”等群众性文体活动３００余

场。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进一步提

升，省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和省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通过评估，

高考本科上线率比上年提高１６％。

市机关幼儿园东方名园开园，江苏省

常州高级中学戚墅堰区校区、常州市

局前街小学戚墅堰区分校和常州市外

国语学校戚墅堰区分校建设工程有序

推进。卫生事业加快发展，开展１１类

４３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施“健康

戚区全民行动”工程，家庭医生制度覆

盖面逐步扩大，全区创成省级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医养

结合”养老服务新模式不断推进，建成

民办养老机构１家，新增养老床位

２１０张，区社会福利中心新增全护理

型床位５８张，全区护理型床位占养老

机构总床位６０％。

【人民生活】　２０１４年，戚墅堰区全面

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分别培训１８１４

人、２１６人，新增城镇就业３０５０人。

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失地老年农

村居民政府保养金发放标准提高至每

人每月６２７元。新增享受公共租赁住

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政策家庭９３

户，累计发放助残金、低保金等各类救

济救助资金１０５０万元。

　　平安戚区、法治戚区建设深入推

进，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不断完

善，三级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体系全面

形成，社会公众安全感和法治建设满

意度测评均为全市第一。畅通群众诉

求渠道，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各类社会矛盾有效化解。建立健全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

全生产责任体系，完善基层安全生产

考核体系，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各类专

项检查，全年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事故。

组织机构与负责人名单

中共戚墅堰区委员会

书 记 李 林

副　书　记 董彩凤※

华 飞

常 委 孙泽阳

张 勇

王云虹※

钟彬彬

唐家中

李文涛

徐小平（至３月）

董 梁（４月任）

戚墅堰区人大常委会

主 任 李 林

副　主　任 陆惠根

秦秀娟※

张钰山

叶坤孝

戚墅堰区人民政府

区 长 董彩凤※

副　区　长 钟彬彬

蒋红英※

张云逸

张 强

韩 波

陈 峰

政协戚墅堰区委员会

主 席 史建国

副　主　席 江君杰

杜 强

万卫新

刘云英※

中共戚墅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唐家中

戚墅堰区人民武装部

党委第一书记 李 林

政 委 徐小平（至３月）

吴国忠（３月任）

部 长 董 梁

戚墅堰区人民法院

代　院　长 宋文良（至１月）

院 长 宋文良（１月任，至１２

月）

党 组 书 记 宋文良（至１２月）

陈 琪※（１２月任）

戚墅堰区人民检察院

检　察　长 王 俊

党 组 书 记 王 俊

开发区、街道

戚墅堰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李文涛

　管委会主任 何豪俊

潞城街道

　党工委书记 李文涛

　办事处主任 何豪俊

丁堰街道

　党工委书记 秦汉明

　办事处主任 周 茹※

戚墅堰街道

　党工委书记 梁文菊※

　办事处主任 李德森

　注：姓名右上角有※者为女性。

（钱如玉 王　昊）

４０３ 辖市区概况



新 闻 人 物

·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

【尹建琴】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生，初中文

化，江苏利步瑞服装有限公司样品制

作工。２０１４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尹建琴进入江苏

利步瑞服装有限公司。她坚持学习，

积极参加各种培训班，不断提高自己

的技术水平，在理论上不断拓展，夯实

基础。她积极勤奋，反应快，做事麻

利、灵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

技术，在她的带领下，厂样品制作组的

成员每次都能出色完成各项生产任

务。２０１１年２月被评为常州市十佳

女职工技术能手，２０１２年４月获江苏

省五一劳动奖章。

【张强生】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生，中共党

员，大专文化，江苏瑞峰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项目经理。２０１４年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他具有丰富的施工管理经验，多

年来他所负责的项目部竣工项目合格

率１００％，优良率９５％以上。他把工

程质量作为项目部的中心工作，立足

施工现场，从班组开始把住源头，坚持

军事化和人性化管理相结合，保证员

工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和能打硬仗的战

斗作风。工作之外，他热心公益事业，

累计向家乡父老、贫困及灾区人民捐

款１３５万元，并为溧阳市图书馆、溧阳

市社渚小学、溧阳市天目湖小学资助

电脑和书籍。在他的带领下，项目部

被评为２００５年常州市五一劳动示范

岗、２００７年江苏省五一创新示范岗、

２０１３年全国工人先锋号。他本人获

评２００８年常州市劳动模范，２０１０年

获江苏省五一劳动状章，２０１１年被评

为江苏省劳动模范。

【蒋亚诚】　１９５８年９月生，中共党

员，本科文化，常州市武进区总工会主

席。２０１４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自２００８年３月任武进区总工会

主席、党组书记以来，蒋亚诚以崇高的

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带领全区各

级工会干部不断加强对新形势下工会

工作特点、规律的研究和探索，把上级

要求和武进实际有机结合，调整新时

期武进工会工作思路和定位，创新工

会工作的方法和手段。２０１１年被评

为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２０１３年当选

为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

【王传起】　１９７２年３月生，初中文

化，常州新环环卫服务处垃圾清运工。

２０１４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他几乎每天黎明便起床，到自己

负责的２０多家企业去清运垃圾，赶在

工人上班前把垃圾清理干净。有次在

处理垃圾时，他的一只手被垃圾里的

玻璃划破，伤口感染导致手指被截掉

大半，落下三级伤残。但他仍坚持工

作，遇到困难从不退缩。作为一位安

徽籍在常务工人员，他在垃圾清运岗

位上一干就是１１年，为常州城市整洁

美丽默默贡献。

【周　淳】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出生，中共

党员，本科文化，江苏省邮政公司常州

分公司信息技术中心主任。２０１４年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他敢于挑战，善于创新，紧密围绕

邮政信息化建设要求，刻苦钻研应用

软件开发、网络规划建设和运营维护、

数据库及操作系统运营维护技术。他

主持或参与主持项目开发３０多个，为

江苏邮政和常州邮政的发展提供良好

的技术支撑。２０１０年，他参加江苏省

邮政公司组织的全省地市以下信息网

络规划研究软课题研究，为全省未来

５年的地市网络建设出谋划策，相关

规划于 ２０１２ 年在部分地区 试 点。

２０１１年，他主持开发的邮运、投递结

算清分系统获２０１０年度江苏邮政科

学技术一等奖和当年度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科学技术三等奖。２０１３年，他带

领信息技术网络中心团队提出的利用

信息化手段提升经营管理效能的创新

做法在全国推广。他先后获常州市青

年岗位能手、江苏省邮政公司省级技

术专家、江苏省核心技术专家、江苏省

邮政优秀运维主管、江苏省邮政运维

优秀个人荣誉，２０１３年被列入江苏省

第四期“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

养对象。 （毛人杰）

·全国优秀教师·

【邵　辉】　１９５５年６月生，中共党

员，本科文化，二级教授。任常州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带头人、安全工

程专业负责人，兼任教育部安全工程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材委员会委

员。２０１４年获教育部“全国优秀教

师”称号。

　　他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对安全人才

的需求，创新课程、教材建设，将最新

的研究成果与学科前沿知识融入其

中，主编出版３０多部教材与专著。其

中，系统安全工程课程被评为江苏省

精品课程，编著的《安全心理与行为管

理》入选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材。

他热爱教育事业，关爱学生，３０多年

坚持在讲台第一线，在教学过程中结

合社会需求探索学生成才、做人的教

育方法，多项研究成果获国家、省、市

奖项，其中《石油石化安全人才五元创

新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获２０１４年

国家级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他热心

社会事业，担任江苏省劳动保护学会

常务理事、江苏省安全生产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委员、常州市政府安全生产

专家组专家等多项社会兼职，为常州

市的安全教育培训、安全技术服务、安

全查检、安全生产行政评审等做了大

量工作。他结合常州市安全生产需

求，开展积极的安全技术研究，公开发

表学术论文２００多篇，其中主持编写

的《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模式的

研究与应用》获江苏安全生产科技成

果奖二等奖。 （秦　能）

·全国自强模范·

【张旭东】　１９６７年８月生，聋人，常

州市聋人协会主席，市残疾人联合会

主席团副主席，常州市聋哑学校教师。

２０１４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五次全国自

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上，被授

予“全国自强模范”称号。

　　３岁时，张旭东因病用药，造成耳

聋，学龄时以旁听身份入学就读。在

听力严重受损的情况下，他凭着比常

人更多的努力与艰辛，在普通学校从

小学一直读到中学。他１７岁进入常

州市聋哑学校任教，一干就是３０年，

先后执教过木工职业教育、体育、沟通

与交往、语文辅导等多门课程。期间，

作为核心成员参与为期５年的中挪

ＳＩＧＡＭ双语聋人教育实验项目；曾担

任为期三年的职业高中西藏班的班主

任；参与教育部“沟通与交往”国家课

程标准的起草；编写出版校本教材《我

是聋人》及手语教学《中国手语日常会

话》等著作。他还参加南京特教学院

特殊教育专业大专课程的学习，顺利

拿到大专毕业证书，并通过自学掌握

了手语语言学、聋人文化等方面的专

业知识。他自信，“聋人除了听，什么

都能做”。 （吴亚南）

６０３ 人　　物



常州市主要年份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指　标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人　口

　年末户籍人口（万人） ３２４．８５ ３３３．６５ ３４１．４８ ３５１．６３ ３６０．８０ ３６８．６４

　年末常住人口（万人） ４１２．８０ ４５９．３３ ４６９．６４

就　业

　从业人员（万人） １８６．０６ １８８．７８ １７９．３６ ２２２．３１ ２７２．００ ２８１．００

　在岗职工人数（万人） ５６．１７ ５４．４２ ４０．３９ ３５．１１ ３６．７０ ６９．６９

国民经济核算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９４．８７ ３６９．７０ ６００．６６ １３０８．１８ ３０４４．８９ ４９０１．８７

　　其中：工　业 ５４．０６ ２０２．８６ ３０１．９９ ７１９．９５ １５３０．８６ ２１７０．１９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１７．６８ ３９．８２ ４５．１４ ５９．６２ ９９．７８ １３８．４６

　　第二产业 ５７．９６ ２２０．６４ ３３６．６８ ７９９．０５ １６８３．６８ ２４０８．１１

　　第三产业 １９．２３ １０９．２４ ２１８．８３ ４４９．５１ １２６１．４３ ２３５５．３０

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亿元） ２２．７１ １１５．０６ １６３．４３ ７６９．８０ ２１０３．５５ ３３１０．０５

　 其中：房地产开发 ０．９５ １８．４７ ２９．９８ １１４．２７ ４４６．９６ ６８１．５３

财　 政

　财政总收入（亿元） １３．１０ ２８．５０ ６０．２３ ２２０．４５ ８４１．６７ １２８３．７６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３２．２５ ９４．９９ ２８６．１８ ４３３．８８

　一般公共财算支出（亿元） ３１．８３ ９７．８５ ２８１．４４ ４３４．９３

　 其中：用于教育 ６．１２ １３．４７ ４０．６１ ６８．２０

吸收外资及港澳台资

　新签外资及港澳台资项目数 （个） ４０ ２９２ １６７ ５０９ ３２７ ２０１

　协议（合同）外资及港澳台资金额（亿美元） ０．１８ ８．８７ １０．０３ ２８．５１ ４７．４２ ３４．４８

　实际到账注册外资及港澳台资 （亿美元） ０．０７ ３．２９ ７．００ ７．３１ ２６．７０ ２４．０９

农　业

　耕地面积 （千公顷） ２０４．５４ ２００．８８ ２０４．２５ １７６．３２ １５０．３９ １５０．１３

　从业人员 （万人） １３５．８０ １３６．３１ １２８．６７ １２６．８６ １３３．９５ １３０．５０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２９．０６ ７４．７４ ８５．８８ １０４．１０ １７４．０９ ２５６．８１

　主要农副产品产量

　　　粮　食（万吨） １６４．５０ １５９．５７ １３６．２２ ９８．０６ １１５．１６ １１２．１６

　　　油　料（吨） ６３８９９ ７２７８６ ９１６２９ ８５９６０ ４００３５ ４１７３８



指　标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水产品（吨） ５３１４９ ９０５７１ １１１１８８ １３０１９８ １４７９３８ １８６７５４

　　　蚕　茧（吨） ８７２６ １００５５ ４８１５ ２８４３ ６７１ ３２７

　　　水　果（吨） ９６７０ ２２７１６ ２９６３９ ６７２７５ ９９５６５ １３６５５２

　　　茶　叶（吨） ３７３０ ２５５０ ２６８０ ２７６２ ３４６４ ２８１９

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工业总产值（亿元） １９６．２０ ５７９．６２ ８７４．６３ ２５０４．１９ ７３９６．０９ １１０３７．４６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１６０．８５ ５４２．８２ ８３６．１０ ２４５９．５６ ７２７４．８８ １１３７９．０１

　　 利税总额（亿元） １３．２１ ３４．６５ ５９．６４ １６１．８４ ６２０．１８ １００６．１３

　　 利润总额（亿元） ５．２６ １１．８３ ２５．４４ ９６．２３ ４１３．４７ ６１８．４９

建筑业

　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８．６４ ３０．９３ １２３．１８ ２８３．４８ ７３５．６１ １２８４．０３

　房屋竣工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１９３．９７ １９４．７０ ６３０．２８ １５８８．８３ ２６５９．１４ ３８１１．３３

交通运输、邮电通信

　货物运输量（万吨） ４３７５ ５８０４ ４６９６ ６０３２ １３１０９ １２８３６

　旅客发送量（万人次） ５０４８ ７２７０ １０１９６ １５２３５ ２９３６１ ８４５８

　邮电业务收入（亿元） ０．６５ ５．４６ １６．８４ ３４．３６ ５５．６９ ７３．６１

　年末固定电话用户（万户） １５．５７ １９．７９ ７５．８８ ２０２．０８ １５９．５８ １４４．４３

　年末移动电话用户 （万户） １．８０ ５６．６８ ２０７．４６ ５０１．３９ ４９１．３３

　电话交换机容量 （万门） ５．１６ ２９．７９ １１８．３０ １６０．３３ ２８４．４１ ９５５．７２

国内商业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３８．１９ １３１．７８ ２０２．３１ ４４４．９４ １０５１．４６ １８０５．４０

对外及港澳台贸易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０．６２ ９．９３ ２８．２２ ８３．３４ ２２２．７８ ２８８．１０

　　进　口 ０．１２ ２．２４ ９．６２ ２２．０９ ６７．１９ ７４．２６

　　出　口 ０．５０ ７．６９ １８．６０ ６１．２４ １５５．５８ ２１３．８４

国际旅游

　到常旅游人数（万人次） ０．７０ １．９５ ３．３１ １８．２０ ３５．９１ １２．０４

　旅游外汇收入（亿美元） ０．１０ ０．２４ １．４４ ３．４７ １．０２

金融、保险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亿元） ５９．３７ ２５７．６１ ６２９．３６ １６４９．６１ ４５５０．４７ ６７５８．５７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亿元） ７４．２４ ２１１．８８ ３８９．２６ １１１３．２５ ３０１１．６７ ４７８９．７４

　保险费收入（亿元） １．００ ４．４４ １２．１０ ３７．８８ ８６．５３ １３５．３８

　保险赔（结）款支出（亿元） ０．２５ １．２８ ３．５９ １０．４２ １８．７６ ４９．００

教　育

　专任教师数（万人） ２．５２ ２．７４ ２．８２ ３．１６ ３．４６ ３．６２

　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４５ ０．５４ ０．５３

　　普通中学 ０．９１ ０．９６ １．０４ １．２９ １．３９ １．４０

　　小　学 １．３１ １．３６ １．３０ １．１４ １．１９ １．３１

　在校学生数（万人） ４６．１０ ５０．１９ ５７．１０ ６４．８８ ６０．３９ ６０．４６

　 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０．５１ １．１６ ２．００ ９．５４ １２．２８ １２．６１

　　普通中学 １４．９０ １５．８６ １８．２３ ２２．０７ １８．８４ １６．２５

　　小　学 ２７．７０ ２７．１６ ３０．０１ ２４．４６ ２２．１５ ２５．３３

科　技

　专利申请量（项） ５４７ ８３７ ２６９６ １５８７２ ３７８３３

　专利授权量（项） ２５５ ７３１ １２４０ ９０９３ １８１５２

家庭、生活、环境

　家庭总户数 （万户） １０６．９１ １１４．００ １１７．８９ １２１．９７ １２７．１１ １２９．４２

８０３ 统计资料



指　标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平均每户家庭人口 （人） ３．０４ ２．９３ ２．９０ ２．８８ ２．８４ ２．８５

住　宅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 ３１．６６ ３５．９０ ４９．２７ ５６．２０ ５８．４０ ５９．７０

生　活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４０１ ３３９７ ４４３０ ７００２ １２６３７ ２０１３３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１２３１ ２９５２ ３２４３ ５７１２ ９９２４ １３５２９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亿元） ３４．２９ １２８．６５ ３５５．５７ ８６５．３９ ２００９．２４ ２９３４．１９

工　资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亿元） １２．９０ ３８．６８ ４８．９７ ７８．５７ １６１．５０ ４４５．０２

　注：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２０１４年以前主要年份为全社会口径。

２．２０１４年旅游外汇收入只统计入境过夜旅游者，与往年统计口径不同。

３．根据国家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制度，从２０１４年起按新口径公布居民收支数据。２０１４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调整为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常州市区主要年份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指　标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人　口

　年末户籍人口（万人） １９５．２４ ２０２．２０ ２０８．１８ ２２０．７６ ２２７．７５ ２３３．９２

　年末常住人口（万人） ２８６．７３ ３２９．１３ ３３７．８２

就　业

　从业人员（万人） １１７．８４ １１８．０１ １１１．５５ １４８．５５ １８６．９２ １９６．４９

　在岗职工人数（万人） ４５．１９ ４２．４４ ２９．９０ ２５．３６ ２６．２２ ５７．１６

国民经济核算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７２．０６ ２７９．１９ ４３０．８９ ９８１．４５ ２３１６．２６ ３７４４．８１

　　其中：工　业 ４５．９１ １７０．２０ ２３９．４６ ５７１．４６ １２２９．１２ １７３５．０３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９．０７ ２０．９５ ２２．７５ ２７．０３ ４７．６４ ６４．１０

　　第二产业 ４８．５４ １７９．２２ ２５６．１０ ６２０．５１ １３１６．２０ １８７２．８９

　　第三产业 １４．４４ ７９．０２ １５２．０４ ３３３．９１ ９５２．４２ １８０７．８２

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亿元） １７．０９ ８５．２３ １２６．９０ ６０９．７５ １６４９．９８ ２６０３．０６

　 其中：房地产开发 ０．７８ １４．６２ ２５．４６ ９７．７６ ４０１．２２ ６０８．６１

财　政

　财政总收入（亿元） １１．６６ ２３．９９ ５０．７７ １８２．１２ ７１０．１１ １０６７．９５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２７．６０ ７９．１４ ２３９．１５ ３５３．１４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２５．４１ ７９．８０ ２２５．８１ ３４０．４６

　其中：用于教育 ４．０５ ９．５５ ２８．４０ ５０．１６

价　格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１００） １０４．２ １１４．９ ９９．５ １０２．８ １０３．４ １０２．２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年＝１００） １０３．４ １１２．８ ９８．０ １０１．３ １０２．７ １０１．４

吸收外资及港澳台资

　新签外资及港澳台资项目数 （个） ３９ ２４３ １３２ ３５５ ２０８ １６０

　协议（合同）外资及港澳台资金额 （亿美元） ０．１５ ７．０５ ４．７８ ２０．３３ ３１．６１ ２６．６１

　实际到账注册外资及港澳台资（亿美元） ０．０７ ３．２９ ７．００ ７．３１ ２６．７０ ２６．２１

农　业

　耕地面积 （千公顷） ９７．０１ ９４．８０ ８８．７５ ６４．２７ ５９．２５ ５８．４２

　从业人员 （万人） ７６．６５ ７５．９６ ７１．２２ ７５．１９ ８１．９９ ７８．８４

９０３统计资料



指　标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１５．４８ ３９．３４ ４３．８１ ４７．９０ ７８．３９ １１２．９９

　主要农副产品产量

　　 粮　食（万吨） ８９．０７ ８１．３０ ６６．１１ ３９．２８ ３４．２２ ３０．７１

　　 油　料（吨） １１７１０ １２０６８ １７４１２ ８４８９ ３９２２ ２６３８

　　 水产品（吨） １６０４９ ４５３２１ ３５５８８ ５７１７３ ５２７８３ ７４０５４

　　 水　果（吨） ６０３８ １８５２７ ２１８１１ ４９７４７ ５６２０４ ８８５３６

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工业总产值（亿元） １６３．７８ ４７４．７６ ７３０．７４ ２０３２．３９ ５８７３．１６ ８４８４．４３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１３６．７６ ４４６．４０ ７０４．２３ ２０１６．２０ ５７８９．６８ ８７９５．２１

　　 实现利税（亿元） １１．６７ ２８．１３ ５０．９４ １１９．９６ ４４２．３２ ７４２．２１

　　 利润总额（亿元） ４．４５ １２．８５ ７３．９９ ２９７．３５ ４５４．６６

建筑业

　建筑业总产值 （亿元） ４６．６５ １５４．５１ ３７５．２５ ４５９．８１

　房屋竣工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８０．５０ ３２０．１７ ８３０．８９ １１９１．６２ １４９９．９７

交通运输、邮电通信

　货物运输量 （万吨） ２３４９ ４４８３ ３１００ ３８５７ ８９３３ ８４０５

　旅客发送量 （万人次） ２８４９ ４３８３ ６９２４ １０３０８ ２０６２５ ６３７２

　邮电业务收入 （亿元） ０．５５ ４．４２ １４．１１ ２７．７４ ４４．４８ ５９．００

　年末固定电话用户 （万户） ２．４６ １１．６８ ５３．４３ １４５．９７ １１２．６３ １０３．３７

　年末移动电话用户 （万户） １．３５ ４６．９６ １６２．５８ ３８３．６２ ３６６．２７

　电话交换机容量 （万门） ４．２３ ２１．５３ ８２．４５ １１４．３５ ２０２．７４ ８８５．３１

国内商业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２６．２１ ８４．９９ １３３．８８ ３２９．２１ ７８８．４５ １３４８．５８

对外及港澳台贸易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０．６１ ９．４３ ２５．１５ ７６．０３ １９９．４９ ２６２．７７

　　进　口 ０．１１ ２．２２ ８．８１ ２１．１１ ６３．４３ ６８．４５

　　出　口 ０．５０ ７．２１ １６．３４ ５４．９２ １３６．０６ １９４．３２

国际旅游

　到常旅游人数 （万人次） ０．６５ １．９０ ３．１１ １７．２８ ３４．２５ １１．４０

　旅游外汇收入 （亿美元） ０．０９ ０．２３ １．３８ ３．３１ ０．９５

金融保险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亿元） ４６．２４ ２０５．９３ ５１１．００ １３７５．２５ ３８００．４７ ５３６５．３３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亿元） ５８．５２ １７０．１２ ３２４．１９ ９６６．８４ ２５１８．９２ ３７６６．６９

　保险费收入（亿元） ０．８４ ４．３８ １０．２７ ３０．５４ ７３．１２ １１５．５２

　保险赔（结）款支出（亿元） ０．１９ １．１６ ３．０４ ８．９７ １５．３９ ４０．２３

教　育

　专任教师数（万人） １．５９ １．７６ １．８２ ２．１５ ２．４２ ２．６１

　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４５ ０．５４ ０．５３

　　普通中学 ０．５６ ０．６０ ０．６４ ０．７９ ０．８６ ０．９０

　　小　学 ０．７５ ０．７８ ０．７５ ０．７１ ０．７６ ０．８９

　在校学生数（万人） ２８．８２ １５．９４ ３７．３３ ４６．４５ ４６．２８ ４８．３４

　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０．５１ １．１６ ２．００ ９．５４ １２．２２ １２．５４

　　普通中学 ９．１７ ９．８４ １１．１１ １３．５２ １２．３７ １１．５７

　　小　学 １６．４６ １５．９５ １７．６９ １５．９５ １５．８９ １８．９５

科　技

　专利申请量（项） １９７６ １２２７８ ３４１５６

　专利授权量（项） １０２１ ７５５９ １６４４２

０１３ 统计资料



指　标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家　庭

　家庭总户数 （万户） ６３．６５ ６７．６７ ７０．７７ ７４．３６ ７９．５４ ８２．６２

　平均每户家庭人口 （人） ３．０７ ２．９８ ２．９４ ２．９７ ２．８６ ２．８３

住　宅

　城市居民人均使用面积（平方米） １３．２２ １５．０４ １５．１９ ２１．０４ ２４．９１ ３２．８

生　活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１７６９ ５６３２ ８５４０ １４５８９ ２６２６９ ４０３５６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１４９８ ４４２６ ６７５９ １０７１８ １７１２４ ２４１１２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亿元） ２５．４５ ９６．９２ ２６８．１１ ６７１．８２ １５６７．２６ ２２２１．１５

工　资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亿元） １０．８２ ３１．９１ ３８．５９ ６０．２６ １２４．８５ ３７３．７５

　注：１．本表资料１９９０、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数据除城市建设外均按新行政区划作了调整，２００５年起均为新行政区划数据。

２．根据国家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制度，从２０１４年起按新口径公布居民收支数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调整为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常州在全省的位置

指　标 数　量 占全省（％）

土地面积 ４３７２．１５平方公里 ４．３

年末常住人口 ４６９．６４万人 ５．９

国内生产总值 ４９０１．８７亿元 ７．５

　第一产业 １３８．４６亿元 ３．８

　第二产业 ２４０８．１１亿元 ７．８

　第三产业 ２３５５．３０亿元 ７．７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３３１０．０５亿元 ８．０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４３３．８８亿元 ６．０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９４８３．００元 高出全省５１３７元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０１３３．００元 高出全省５１７５元

储蓄存款余额 ２９３４．１９亿元 ８．０

粮食产量 １１２．１６万吨 ３．２

进出口总额 ２８８．１０亿美元 ５．１

　其中：出口总额 ２１３．６４亿美元 ６．３

实际到账注册外资及港澳台资 ２４．０９亿美元 ８．６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８０５．４０亿元 ７．７

江苏省２０１４年省辖市主要经济指标

省辖市
年末常住人口（万人）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江苏省 ７９６０．０６ ０．３ ６５０８８．３２ ８．７ ３６３４．３３ ３．０

南京市 ８２１．６１ ０．３ ８８２０．７５ １０．１ ２１４．２５ ３．３

无锡市 ６５０．０１ ０．２ ８２０５．３１ ８．２ １３８．１３ ３．３

徐州市 ８６２．８３ ０．４ ４９６３．９１ １０．５ ４７３．５４ ３．１

常州市 ４６９．６４ ０．１ ４９０１．８７ １０．１ １３８．４６ ３．０

苏州市 １０６０．４０ ０．２ １３７６０．８９ ８．３ ２０３．９８ ０．０

南通市 ７２９．８０ ０．０ ５６５２．６９ １０．５ ３３９．５７ ２．６

连云港市 ４４５．１７ ０．５ １９６５．８９ １０．２ ２６１．９８ ３．５

淮安市 ４８５．２１ ０．５ ２４５５．３９ １０．９ ２８６．９９ ３．３

盐城市 ７２２．２８ ０．０ ３８３５．６２ １０．９ ４８９．５０ ３．４

１１３统计资料



省辖市
年末常住人口（万人）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扬州市 ４４７．７９ ０．２ ３６９７．９１ １１．０ ２２７．３６ ３．２

镇江市 ３１７．１４ ０．２ ３２５２．４４ １０．９ １２１．４５ ３．６

泰州市 ４６３．８６ ０．１ ３３７０．８９ １０．８ ２０９．２５ ３．３

宿迁市 ４８４．３２ ０．５ １９３０．６８ １０．８ ２４６．３７ ３．５

省辖市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粮食总产量（万吨）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江苏省 ３０８５４．５０ ８．２ ３０５９９．４９ １０．０ ３４９０．６２ ２．０

南京市 ３６２３．４８ ８．８ ４９８３．０２ １１．５ １１４．７２ －１．９

无锡市 ４０９５．８９ ６．６ ３９７１．２９ １０．３ ７７．２０ －３．１

徐州市 ２２４６．２４ １０．８ ２２４４．１３ １１．３ ４６９．１８ ４．０

常州市 ２４０８．１１ ９．５ ２３５５．３０ １１．４ １１２．１６ －１．４

苏州市 ６８９２．９８ ６．２ ６６６３．９３ １１．１ １１０．４６ －２．４

南通市 ２８１２．３４ １０．３ ２５００．７８ １２．０ ３３４．０２ ０．２

连云港市 ８８９．６８ １１．７ ８１４．２３ １０．２ ３５９．３３ １．３

淮安市 １０８５．９６ １１．２ １０８２．４４ １２．５ ４６７．１９ １．３

盐城市 １７８２．４１ １１．８ １５６３．７１ １２．０ ７０３．０７ ２．４

扬州市 １８８５．７５ １１．０ １５８４．８０ １２．０ ３１４．１０ ０．６

镇江市 １６３１．１０ １０．８ １４９９．８９ １１．５ １２６．０２ ０．２

泰州市 １６９７．４５ １０．５ １４６４．１９ １２．３ ３２８．５３ ０．６

宿迁市 ９３３．２４ １２．６ ７５１．０７ １１．０ ３８９．１５ ３．５

　注：地区生产总值及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速按可比价格计算。

省辖市
全社会用电量（亿千瓦时）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工业用电量（亿千瓦时）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江苏省 ５０１２．５４ １．１ ３８７３．３５ ２．１ ３１５０７．８７ ９．９

南京市 ４７０．５０ １．７ ２８９．０２ ０．８ ２９９９．４４ ９．５

无锡市 ５９８．１８ －１．４ ４７７．４７ ０．３ ３０１７．５０ ４．９

徐州市 ３３２．４７ －１．２ ２４７．４８ －２．２ ２５１４．００ １１．２

常州市 ３９５．０６ １．０ ３１６．０９ ２．６ ２４６０．４４ １１．４

苏州市 １２６８．１２ ０．４ １０４４．１４ １．３ ６２２７．８７ ５．３

南通市 ３３３．２３ ２．２ ２４２．８９ ３．６ ２８６４．２４ １１．４

连云港市 １５７．５１ １６．７ １１０．４４ ２４．５ ９８９．７７ １２．４

淮安市 １５１．５３ ２．１ １０６．８９ ４．５ １２６６．４１ １２．９

盐城市 ２７８．５５ １．２ ２０９．０２ ２．４ １７９９．８７ １２．７

扬州市 ２０４．３６ ３．５ １４７．８９ ６．３ ２１４５．６８ １２．０

镇江市 ２０９．４１ －１．３ １６２．４４ －０．６ １８８３．２０ １１．５

泰州市 ２３２．３０ ４．４ １８０．７３ ６．９ ２１６９．７０ １１．５

宿迁市 １４６．３８ ７．２ １０３．９０ ９．５ ８９２．３８ １４．５

　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按可比价格计算。

省辖市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税总额（亿元） 利润总额（亿元）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江苏省 １４６２９．２１ １３．１ ８８３９．７５ １２．８ １４２３８７．８６ ７．５

２１３ 统计资料



省辖市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税总额（亿元） 利润总额（亿元）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南京市 １５８０．７４ １１．７ ７５５．６０ ０．９ １２８６３．５５ ４．３

无锡市 １２４７．９４ １０．２ ８６６．６７ １５．７ １４４２９．５６ －１．０

徐州市 １６５７．４０ ９．９ ９１２．７９ ８．６ １１４７９．９５ １０．９

常州市 ９９２．９４ １６．９ ６０７．３６ １７．９ １１２７６．９３ ９．２

苏州市 ２０２５．７２ ６．７ １４２５．１６ ７．４ ３０４１７．１６ １．２

南通市 １４７１．８３ １５．０ ９３６．４２ １３．９ １２３０８．３０ １１．１

连云港市 ６０５．４３ ２４．３ ３６７．７３ ２０．６ ４７３１．４８ １５．７

淮安市 ５２９．４５ ２７．９ ２９５．９０ ３４．３ ５５６８．８５ １９．７

盐城市 ８１６．１２ １７．５ ４６９．７６ １７．３ ７２１０．５３ １５．４

扬州市 １０６６．５７ １２．７ ６１６．９５ １４．７ ９０８３．４７ １１．１

镇江市 ７９４．０２ １６．８ ５０８．９８ １８．０ ７８５６．４５ １０．２

泰州市 １２１０．９７ ２０．９ ７１６．７９ ２１．４ ９３３１．７６ １５．１

宿迁市 ４６９．９５ ３．７ ３２８．９３ ４．６ ３３３０．５５ １３．２

　注：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数据为快报数，增速为同比增速。

省辖市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出口总额（亿美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江苏省 ２３４５８．０７ １２．４ ５６３７．６２ ２．３ ３４１８．６９ ４．０

南京市 ４１６７．１８ １３．０ ５７２．２１ ２．６ ３２６．２８ １．１

无锡市 ２６０７．９０ １１．５ ７４１．７０ ５．４ ４４２．３１ ７．５

徐州市 ２０９９．２０ １３．０ ５９．８８ －４．８ ４６．７７ －４．５

常州市 １８０５．４０ １３．１ ２８８．１０ －１．４ ２１３．８４ ５．０

苏州市 ４０９５．０９ １２．０ ３１１３．０６ ０．６ １８１１．７８ ３．１

南通市 ２１６６．１０ １１．８ ３１６．４７ ６．１ ２２４．８０ ５．６

连云港市 ７３９．４０ １３．０ ８０．３０ ２０．９ ４３．５５ １５．１

淮安市 ８６４．８０ １３．１ ４１．０６ １２．２ ３１．６１ １３．６

盐城市 １３１２．７０ １３．０ ７５．１７ １５．１ ４３．９４ １６．３

扬州市 １１２８．１０ １２．１ １００．１２ ５．３ ７６．８２ １．７

镇江市 １００３．８０ １２．７ １０３．０７ ３．６ ６６．０２ ６．１

泰州市 ９０３．６０ １２．０ １０８．９３ ４．３ ６１．７８ －１．８

宿迁市 ５６４．８０ １２．６ ３７．５５ １３．０ ２９．４０ ５．７

省辖市

实际到账注册外资及港澳台资

（亿美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亿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工业投资（亿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江苏省 ２８１．７４ －１４．２ ４１５５２．７５ １５．５ ２０２４３．８９ １０．２

南京市 ３２．９１ －１８．４ ５４３０．７７ ６．６ ２１５１．９７ －１０．１

无锡市 ２９．０４ －１３．０ ４６１０．７７ １６．０ １７４６．３４ １２．５

徐州市 １６．５８ １５．０ ３６７１．５６ １８．８ １９７６．９３ １５．８

常州市 ２４．０９ －２２．０ ３３１０．０５ １６．１ １６８０．２０ １１．１

苏州市 ８１．２０ －６．６ ６０５４．００ ４．０ ２２５０．３４ －４．５

南通市 ２３．０５ ０．９ ３８９６．３９ １８．１ ２０４６．８２ １０．３

连云港市 ９．５４ １８．６ １７１６．５７ ２７．１ １０４０．２４ ２２．５

淮安市 １１．９９ ９．２ １７９５．７３ ２３．６ １００９．８６ ２５．６

３１３统计资料



省辖市

实际到账注册外资及港澳台资

（亿美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亿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工业投资（亿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盐城市 １０．４７ －２９．９ ２７５１．３５ ２４．１ １６６３．２３ ２０．２

扬州市 １３．８８ －２０．９ ２４１６．６６ １９．３ １３３０．６８ １６．４

镇江市 １２．９５ －５７．２ ２１４２．３４ ２２．２ １１４８．７０ １６．５

泰州市 ９．３９ －２９．０ ２１９７．３４ ２４．６ １１９６．９６ ２０．９

宿迁市 ６．６５ ３３．２ １５５９．２２ ２０．８ １０２３．１２ ２３．１

　注：实际到账注册外资及港澳台资为商务部认定数。

省辖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本外币，亿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本外币，亿元）

２０１４年 比上年增（％）

江苏省 ７２３３．１４ １０．１ ９６９３９．０１ ９．８ ７２４９０．０２ １１．４

南京市 ９０３．４９ ８．７ ２０７３３．３９ １２．５ １６４４８．５５ １２．０

无锡市 ７６８．０１ ８．０ １２３１５．０１ ５．８ ９０２９．６５ ５．４

徐州市 ４７２．３３ １１．７ ４３１２．３０ １０．０ ２７３９．２９ １５．３

常州市 ４３３．８８ ６．１ ６９８０．７０ ６．８ ４８９７．３９ ９．１

苏州市 １４４３．８２ ８．５ ２２８３２．５３ ７．５ １８４２７．４１ １０．２

南通市 ５５０．００ １３．２ ８５０８．３２ １２．８ ５２５８．９３ １２．５

连云港市 ２６１．７７ １２．２ １８８７．３１ １０．４ １６０７．４２ １２．８

淮安市 ３０８．５１ １３．７ ２０３６．８６ １７．３ １６３５．５９ １７．０

盐城市 ４１８．０２ １４．０ ３７２１．０３ １５．６ ２６０３．８２ １７．６

扬州市 ２９５．１９ １３．９ ４３２３．５４ １１．２ ２７６６．１８ １６．４

镇江市 ２７７．７６ ９．１ ３５９８．６８ ７．５ ２７３０．１９ １２．７

泰州市 ２７７．９５ １０．６ ４０６１．８２ １２．４ ２８５４．５３ １５．８

宿迁市 ２１０．１０ １３．５ １６２７．５２ ９．３ １４９１．０７ １５．６

省辖市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以上年＝１００）

２０１４年

江苏省 １４９５８ １０．６ ３４３４６ ８．７ １０２．２

南京市 １７６６１ １０．３ ４２５６８ ８．８ １０２．６

无锡市 ２２２６６ １０．１ ４１７３１ ８．６ １０２．２

徐州市 １２８１１ １１．３ ２４０８０ ９．４ １０２．１

常州市 ２０１３３ １０．８ ３９４８３ ８．８ １０２．２

苏州市 ２３５６０ １０．０ ４６６７７ ８．６ １０２．１

南通市 １５８２１ １０．９ ３３３７４ ８．９ １０２．１

连云港市 １１６９７ １１．８ ２３５９５ ９．９ １０２．４

淮安市 １２０１０ １１．６ ２５７９８ ９．４ １０２．１

盐城市 １４４１４ １１．６ ２５８５４ ９．２ １０２．３

扬州市 １５２８４ １１．０ ３０３２２ ９．５ １０２．１

镇江市 １７６１７ １１．０ ３５７５２ ９．２ １０２．０

泰州市 １５０７６ １０．８ ３１３４６ ９．２ １０２．１

宿迁市 １１６７７ １２．１ ２０３９６ １０．４ １０２．４

（统计局）

４１３ 统计资料



关于深化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常发〔２０１４〕２２号

各辖市、区委，各辖市、区人民政府，市各部委办局、公司、直

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开放型经济体

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加快推进我市“企业国际化、产业国际

化、园区国际化、城市国际化、人才国际化”步伐，形成全方

位、宽领域、多层次、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１．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坚持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互动并进，用开放促改

革，以改革促开放，主动融入全国、全省开放战略布局，抢抓

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新机遇，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服务机

制，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营造法治化、国际化市场环

境，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２．基本原则。坚持问题导向。通过问题倒逼改革，把

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改革的着力点，正

视问题、找准问题、解决问题，着力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坚

持务求实效。各项改革举措和改革试点，既要符合方向，更

要立足实际，改革目标要求要明确，措施要能落到实处，确

保可操作、能落地。坚持协同配合。注重各项改革的整体

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各地各部门要相互支持、加强配合，各

项改革措施要相互促进、整体推进，形成深化改革的强大合

力。坚持先行先试。大胆实践探索，凡是有利于转型升级

和国际化发展的，要争取先行先试、率先突破。

　　３．主要目标。加快推进企业国际化、产业国际化、园区

国际化、城市国际化、人才国际化进程，构建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全力提升经济国际竞争力、全球要素配置力、城市对

外影响力，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到２０２０

年，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在全市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

中的贡献份额，确保开放型经济在全省“第一方阵”地位。

　　二、发展方向

　　（一）企业国际化

　　４．引进国际知名企业。紧紧围绕我市十大产业链、现

代服务业等产业发展重点和方向，瞄准国际知名跨国公司

特别是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全力引进一批技

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重大投资项目。积极

引导民营企业加强与知名跨国公司的对接、整合，实现“以

民引外”，同时做好“以外引外”。加快区域总部经济发展，

积极引进跨国公司区域性总部以及销售、服务、研发等功能

性机构。

　　５．培育本土跨国公司。支持本土企业运用全球资源，

拓展国际市场，开展跨国经营。引导我市重点企业加快“走

出去”步伐，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分销中

心、研发中心及展示中心。支持本土企业利用国际国内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提高国际化经营

能力，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支持“走

出去”企业到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我市企业和个人在

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扩大融资规模。

　　６．推动企业境外上市。进一步深化与美国、欧洲、香

港、新加坡等地证券交易机构的合作，加大境外证券市场上

市规则、操作步骤及相关程序的宣传力度，鼓励和引导我市

国际化程度较高或主要产品、市场和服务面向境外的企业

赴海外上市，切实强化对境外上市企业的扶持力度，力争以

境外上市推动我市企业国际化进程。

　　（二）产业国际化

　　７．对接国际产业资源。立足我市产业发展重点，瞄准

国际产业资源精准对接，编制产业链“招商地图”，推进产业

链招商，实现建链补链强链。进一步提高科技经贸洽谈会、



国际动漫艺术周的国际影响力，集聚国际国内产业资源，提

高产业国际化合作水平。充分发挥海外合作平台作用，加

强与德国弗劳恩霍夫等境外研究机构交流与合作，有效利

用中德创新中心等国际产业转移中介服务平台，集聚国际

创新资源，提升我市产业竞争力。

　　８．做强本土优势产业。依托十大产业链建设、“双百”

行动计划和“十百千”工程，促进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传统优

势产业提档升级，鼓励和引导我市太阳能光伏、轨道交通、

农机和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不断拓展国际市场，主动融入

国际产业价值链，努力提高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提升

常州品牌效应。引导我市企业做好贯标采标工作，鼓励企

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升常州智造的国际影响力。

　　９．拓宽对外开放领域。扩大开放金融、教育、文化、医

疗、旅游等领域，不断提升我市服务业国际化水平。吸引外

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进入常州，鼓励外资设立融资

租赁、商业保理、融资担保、小额贷款等新型金融市场主体。

积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吸引外商投

资文化创意、动漫游戏、数字广告等产业。以我省首批开展

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为契机，积极吸引外资在我市

设立高水平、国际化的独资医疗机构。鼓励和支持外资在

我市探索医疗与旅游、文化与互联网等多产业深度融合发

展新模式。

　　（三）园区国际化

　　１０．促进产城融合。围绕《常州市产城融合发展规划》

“一中心四片区”发展要求，把开发区作为深化改革、产城融

合的核心载体。城市中心区，依托天宁经济开发区，发展商

务商贸、文化创意、城市旅游产业，积极打造金融商务区；依

托常州科教城，打造全市创新之核；依托常州高新区新龙国

际商务城建设，提升金融服务、科教创新、文化休闲、生态居

住等综合服务能力；依托钟楼经济开发区，加快现代服务业

和先进制造业互动生态发展。常金统筹片区，依托金坛经

济开发区，提升发展制造业；依托武进高新区，加快发展高

端智能装备制造、汽车、新光源、节能环保等产业，积极完善

商务商贸、科技服务等生产生活功能；依托西太湖科技产业

园，发展企业总部、医疗健康、电子商务、科技服务等。西南

门户片区，以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为重点，加快装备制

造、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发展，依托天目湖发展休闲旅游，

打造特色鲜明的科技型新城区。东部片区，以戚墅堰经济

开发区为重点，提升先进制造业和特色产业，完善城市功能

建设布局，推进东部地区发展提档升级。沿江片区，以滨江

经济开发区和空港产业园为重点，积极发展智能装备、航空

产业等先进制造业，大力发展港口物流，不断完善商贸、教

育、医疗、生态等功能配置。

　　１１．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优化开发区的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明确管理权限。坚持“小政府大社会，小机构大

服务”的理念，进一步理顺开发区和行政区管理职能关系，

形成权责明确、分工合理、决策科学、精简高效的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依法赋予开发区相应的经济管理权限，增强

开发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大力推进省级以上开发区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重点在项目准入、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先行先

试，实施“封闭运作”和“园区办结”，加快推进天宁开发区开

展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１２．实施西进战略。充分发挥开发区在西进战略实施

中的载体作用，积极推进金坛、溧阳等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

开发区；支持金坛、溧阳申报省级、国家级出口基地；支持金

坛培育发展智能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支持溧阳培

育发展先进装备制造、智能电网、新能源等产业，大力推进

金坛、溧阳开发区与国际国内先进园区的合作发展。

　　（四）城市国际化

　　１３．建设国际化环境。加快提升我市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水平，按照“高标准规划、高规格设计、高水平建设”的要

求，努力执行基础设施设计和建造的国际化标准，推动我市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提升综合交通运

营管理水平，借鉴国际先进城市做法，努力形成规划、投资、

建设、服务、管理一体化的交通体系，提高交通资源的使用

效率。进一步提升城市绿化美化水平，建设生态绿城，创建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实施生态源保护建设工

程和郊野公园建设工程，加快建设“城市绿肺”，营造处处皆

绿、人人可享的绿色生态生活空间。提升水环境综合治理

水平，加大饮用水源地保护力度，大力推进太湖治水，深入

开展河道整治，提升Ⅲ类及以上水质河流比例。

　　１４．打造城市软环境。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建设要求，在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融入更多文化内涵，体现更多人文

关怀。进一步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大力推广国际文明

礼仪，努力形成常州城市的国际文明形象。牢固树立“依法

严管城市”的理念，以法治提升城市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

坚决对违法行为“零容忍”，解决城市“重建轻管”等问题。

通过体制、机制、理念、服务、规则等方面的创新和改革，力

争在国际教育、医疗保健、文化旅游、餐饮娱乐和社会服务

等方面与国际接轨。

　　１５．提升口岸功能。充分发挥常州机场口岸开放作用，

加快常州空港口岸发展，在率先开通香港航班的基础上，争

取尽早开通日韩、东南亚、台湾等国际（地区）航班。积极推

进我市台湾自由行、港澳自由行，增加口岸落地签证（签注）

功能。加快发展国际航空货运，建设常州海关国际快件监

管中心，逐步建设成区域性国际航空物流中心，构建现代化

的国际航空物流综合服务体系。进一步发挥好常州长江港

和常州出口加工区、武进出口加工区的区港联动作用，积极

提升录安洲港区的开发开放水平，加快推进常州出口加工

区、武进出口加工区升格综合保税区。

　　（五）人才国际化

　　１６．国际化人才引进。大力实施“龙城英才计划”，大力

引进具有国际影响、能够突破核心技术、实现产业技术跨越

的领军人才和团队。进一步完善常州科教城和国家留学生

创业园的平台功能，推进江苏中科院智能院和新能源汽车、

石墨烯材料、生物制药、智能电网、轨道交通等千人计划产

业研究院建设，以高层次研发平台承载高层次创业人才。

进一步创新人才引进方式，充分发挥企业配置国际化人才

的主体作用，吸引更多人才向企业集聚。

　　１７．国际化人才培养。积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促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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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院校与国际友好学校之间交流，争取更多学校开展国际

教育合作。以常州科教城为龙头，进一步加快国际合作步

伐，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引进国际教育项目和管

理机制，鼓励高职院校为企业国际化培养高技能人才。立

足经济国际化战略，加快建设一支精干、务实、创新的开放

型党政干部队伍，一支具备国际眼光、精通跨国经营的高素

质企业家队伍，一支以金融财务、文化创意、知识产权、服务

外包、商务咨询、海外兼并领域为重点的高端专业人才队伍。

　　１８．优化人才环境。进一步在全市营造重视人才的人

文环境和生活环境，逐步形成包容开放的国际人才资源开

发新模式。积极鼓励外籍人士扎根常州，努力工作，对贡献

突出的外籍人士，授予常州“荣誉市民”称号。大力支持办

好常州天合国际学校，为在常外籍人士、港澳台人士子女提

供国际化教育。鼓励部分高中开设国际优质课程，稳妥推

进中外合作课程建设。建立健全“绿色通道”制度，为外籍

人士、港澳台人士提供优质的就医保障。进一步发挥好市

外企协会的桥梁、平台、参谋功能，为外企提供更加优质高

效的服务。

　　三、重点工作

　　１９．积极融入国家、省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主动对接上

海自贸区建设，学习借鉴自贸区改革的理念，主动接受自贸

区辐射效应，积极做好项目对接、产业配套、功能延伸、借船

出海等工作，努力创新体制机制，争取先行复制，构筑更高

的对外开放新平台。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发挥我市

常州港一类口岸、航空港口岸、铁路运输等功能区位叠加优

势，发展海陆空联运，推动航空港、常州港、出口加工区等实

现“区港联动”，构建长江流域开放型经济物流、人流区域中

心。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提升常州火车站海

关监管区功能，大力发展国际联程运输，不断扩大我市对中

亚地区进出口，并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我市与陆上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贸交流。全力打造开放开发战略平

台，切实用好我市国际合作园区、国家级开发区、海关特殊

监管区等改革开放载体和平台，叠加创新功能，形成更多制

度性成果，打造具有常州特色的改革品牌。

　　２０．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加快简政放权，按照能放尽

放的原则，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全面推广“清单化审

核，备案化管理”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快速审批方式，下放

审批权限，积极开展外资审批和服务流程优化试点工作。

积极推进并联审批，实现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工商营业

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国地税税务登记证“证照一体”。不

断优化监管方式方法，推动区域通关一体化试点，推行通关

作业无纸化，提升通关速度。加快电子口岸建设，实行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受理，全面推进“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

放行”，实现口岸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进一

步减少行政审批项目，简化程序，整顿和规范进出口环节经

营性服务和收费，减少出口法检商品种类，减轻企业负担。

大力推进“两个办法、一个清单”制度，确保企业退税实现

“当月申报、当月审批、当月退税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创新

外汇管理服务，积极推进跨国公司外汇和人民币资金集中

运营管理业务，引导大型企业集团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统筹资金使用、高效配置资源、降低融资成本和汇兑

费用；积极探索个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创新外贸

企业融资方式，鼓励企业规模发展贸易融资业务，拓宽进出

口企业融资渠道。

　　２１．激发“走出去”的动力和活力。进一步优化境外投

资管理流程，逐步实行以备案制为主、核准为辅的境外投资

管理模式，积极向各辖市区下放备案权限和事中事后监管

权责。加强“走出去”政策支持，搭建“走出去”的公共服务

平台，整合银行、保险、咨询、法律中介等机构的优势，为企

业“走出去”提供服务资源。推进境外产业集聚区建设，支

持天合光能建立海外产业园，支持在德国埃森建设“常州科

技经济发展中心”，在条件成熟后筹建“德中创新园区”，鼓

励常州企业入驻设立研发中心、营销中心、展示中心及海外

并购中心。鼓励企业抱团走出去，提升海外竞争力，降低走

出去风险、成本。为企业在更高层次走出去提供新平台，加

快建设常州市企业国际化服务体系，为企业国际化提供信

息、法律、政策等指导和服务，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培育５家左右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跨国公司。

　　２２．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大力推进开发区管理模式

创新，完善开发区投融资机制，支持开发区通过社会资本特

许经营、开发主体上市和发行债券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

推动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

提升先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

国际园区合作建设步伐，重点推进中德创新园区、中以产业

园等园区建设发展，规划建设西太湖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海峡两岸健康产业示范区。积极加强与国内先进园区合

作，加快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上海张江（常州）科技产业

园、华罗庚科技产业园等园区建设。

　　２３．加快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加快推进国家电子商务

示范城市建设工作，积极争取国家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试

点。加快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引进境外

综合性和专业垂直型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推进“华贸通”

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及应用普及，努力为中小外贸企业

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式”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服务。积极

引导外贸企业扩大跨境电子商务出口营销工具应用，进一

步加强与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合作，加快拓展跨境电子商务

零售出口业务。加快推进电子口岸、ＧＳ１全球统一标识系

统、“空空联运”、国际快件中心及海关邮政监管点建设，努

力构建跨境零售进出口便利化物流通关环境。

　　四、保障措施

　　２４．完善工作机制。各部门建立分工明确、责权清晰、

配合密切的协调机制，形成推进合力。各辖市区建立相应

领导机制，切实发挥统筹规划、政策促进和综合协调作用，

全面推进全市开放型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建立健全风险预

警和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完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争端

解决机制。

　　２５．健全评价机制。建立导向鲜明、分类指导的开放型

经济考核评价机制，进一步完善外资、外贸、外经、开发区等

综合评价体系，促进我市开放型经济科学发展。进一步完

善全市招商激励机制，建立严格的绩效考核、薪酬分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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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设权利与责任、收入与贡献相挂钩的、充满活力的招

商队伍。

　　２６．构建服务体系。结合开放型经济发展实际需要，全

力打造政府、中介机构和企业“三位一体”、具有常州特色的

开放型经济综合服务体系。构建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型外

经贸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市场开拓、资信

管理等公益性服务。支持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发展，引导各

类贸易促进和投资促进机构、行业中介组织利用自身优势，

为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知识产权等方面服务。

中共常州市委

常州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５日

宜业、宜居、宜文、宜游的生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常州创意产业基地　（发改委　供稿）

关于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常发〔２０１４〕２５号

各辖市、区委，各辖市、区人民政府，市各部委办局、公司、直

属单位：

　　为了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创

新的意见》（苏发〔２０１４〕１７号），加快建设区域性资本运作

中心、资产管理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完善我市金融市场体

系，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

要作用，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省委十二届七

次全会和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壮大地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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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实力，激发金融创新活力，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加快建成

金融资本明显增强、金融体系日臻完善、金融创新不断提

升、金融服务优质高效、金融环境安全稳定的现代金融市场

体系。

　　（二）主要目标

　　到“十二五”期末，全市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达到８％左右；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比重、地方金融资

产占全市金融业资产比重均达３０％以上；保险深度和密度

分别达到３％和２６００元以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转型

升级，支持十大产业链和服务业重点领域、科技创新、中小

企业和“三农”的能力显著提升。

　　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建立与我市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

融服务体系，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９％

左右，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更加完善，地方金融业综合实力明

显增强，金融创新发展环境基本完备，金融在支持经济发

展、促进转型升级、服务民生改善、建设生态文明等方面作

用充分显现，努力把常州建设成为接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辐射延伸周边城市的区域性资本运作

中心、资产管理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

　　二、工作重点

　　（一）培育市场主体，增强地方金融综合实力

　　１．提升地方金融企业竞争能力。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机

构引入战略投资者，充实资本实力。推动江南农村商业银

行增资扩股，加快上市进程，积极争取金融租赁、基金托管

资格和投行、基金公司牌照，稳步推进综合化经营，支持江

南银行在省内其他地市县设立分支行，参股异地金融机构，

继续加大跨区域经营步伐，确保净资产收益率达到国内农

村商业银行领先水平。支持东海证券收购兼并和企业上

市，提升其资本规模和市场竞争力，确保证券核心业务达到

行业上游水平；进一步扩建东海证券业务平台，以经纪、投

资银行、资产管理为重点，加大在我市直投、融资融券、上

市、定向股权融资、债券融资、资产证券化、信托合作、定向

管理计划、产业基金等投融资服务。积极运用省再担保公

司政策属性和信用资源，深化与省再担保公司合作，提升服

务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能力。

　　２．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

与金融机构设立和重组改造。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发

起设立民营银行，支持地方国资背景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

投资参股村镇银行，做大村镇银行业务规模。积极争取设

立常州地方法人保险机构。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集团设立财

务公司。积极争取设立地方法人信托机构，引进知名信托

公司来常设立分支机构。鼓励和支持新设立中小民营银

行、消费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民营金融机构。

　　３．积极发展新型金融组织业态。围绕产城融合综合改

革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争取成为省级金融改革试验区。

继续吸引各类商业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

构。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社区支行、小微支行和科技

支行、文化支行等专营服务机构。积极发展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担保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等金

融主体，完善并落实风险补偿、风险拨备税前列支、呆账核

销等财税扶持政策。对小额贷款公司信贷业务、司法诉讼

等，参照金融机构管理和执行，并积极探索设立小额再贷款

公司。推进政府出资设立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建立市、

辖市区多层次地方国有融资性担保体系，支持民营融资性

担保行业重组做强。加快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

鼓励发展各类资产管理机构。研究支持互联网金融创新发

展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市场主体依法发起设立互联网金融

机构。鼓励发展和有效监管Ｐ２Ｐ、众筹行业和第三方理财

机构。支持常州金融商务区集聚发展会计、审计、律师以及

信用评级、资产评估、投资咨询、资金和保险经纪等金融中

介服务，吸引金融机构在区内设立服务外包企业。

　　４．加快地方金融综合平台建设。按照“政府导向、市场

运作”原则，大力整合地方资源，组建常州国有金融控股集

团，提升综合性投融资能力，成为融合资产重组、资本运作

以及各类金融、类金融和金融中介服务资源的国有地方金

融平台。重点发展银行、证券、保险、期货、信托、融资性担

保、小贷、典当、融资租赁、创业投资、拍卖、招投标、资产处

置、权益交易等金融和类金融业务，打造综合性、创新性金

融平台。

　　（二）完善市场体系，提升配置资源能力

　　５．利用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制定并落实企业股

改、上市激励政策，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造，加快股份制企业

上市挂牌。鼓励优质上市企业通过定向增发、并购重组、可

转债、再融资等做大做强。支持企业利用各类债务市场拓

展直接融资渠道，鼓励和引导企业充分利用外债资金。积

极争取省政府支持我市发行市政债。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

产业实体类企业发行产业债。探索资产支持票据、并购债

券、超短期融资券、优先股等创新产品。扩大资产证券化业

务规模，探索公共基础设施收益权、信托产品受益权、小额

贷款资产、知识产权和版权等特定种类的资产证券化。

　　６．充分利用场外股权交易市场。支持企业利用“新三

板”等场外资本市场挂牌，鼓励和引导中小企业进入区域性

股权交易市场挂牌，发现企业价值、实现股权融资。积极开

展与上海股权托管中心、江苏股权交易中心等主要区域场

外市场的合作，争取在常州设立全资法人子公司或分中心。

提升常州市股权交易中心功能，推动我市产权市场与全国

产权市场、资本市场合作，完善交易模式，开展非上市企业

股权、债权和其他权益类产品的登记、托管、结算、挂牌、交

易和融资服务，加快建立区域性产权市场。支持企业在“新

三板”和主要区域场外市场挂牌上市。

　　７．强化保险经济补偿投资功能。进一步拓宽保险覆盖

面，优化城乡保险网点布局。鼓励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结

合，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把商业保险建成社会保障体系

的重要支柱，创新和发展多样化养老、健康保险服务。支持

保险机构开发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

险、老年护理保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务工人员意外伤害

保险和治安保险等产品。加快推广环境污染、火灾公众、食

品安全、医疗责任、校园安全等责任保险，充分发挥责任保

险化解矛盾纠纷的功能作用。积极试行“小农户＋小贷款

＋小保险”的小额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推进小额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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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保证保险试点，探索科技中小企业短期贷款履约保证保

险。积极探索巨灾保险制度、融资租赁履约保证保险。鼓

励保险资金支持我市金融改革和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养

老产业、健康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对保险机构引进保险资

金、扩大社会融资给予政府采购保险服务优先支持。

　　８．推进要素交易市场创新发展。积极支持常州金融投

资集团设立资产管理公司，探索建立和完善金融不良资产

处置通道，盘活存量金融资产。提升常州金融资产交易中

心服务功能，积极引入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与常州直属国有

（或控股）企业共同设立“苏南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打造不

良资产转让平台、金融产权交易平台和资产证券化平台。

拓展常州产权交易所交易范围，打造农产品、石油化工、文

化产权、科技（知识）产权、排污权、贵金属等要素交易融资

平台，支持新阳科技集团化工电子合约交易中心、上期所有

色金属交割库和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探索开展排污权

等环境产品交易试点。

　　（三）深化产融结合，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９．确保重点领域资金需求。强化产业政策与信贷政策

协调联动，推动融资模式及产业引导资金运作模式创新，加

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十大产业链、“双百”行动计划、创新

型企业和省、市重点项目的信贷和政策性资金支持。积极

扩大与国家政策性银行的合作，争取政策性信贷资金，鼓励

金融机构加大对棚户区改造的信贷投入。积极探索开展市

政债发行试点，探索一般责任债券和项目收益债券运行机

制，推广运用ＰＰＰ模式，拓宽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融资

渠道。鼓励银行机构实行差别化信贷政策，加大对产能过

剩行业企业兼并重组、转型转产、技术改造等环节的信贷支持。

　　１０．积极促进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发展。推动常州高

新区和科教城省级创业投资集聚发展示范区建设。加快设

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积极探索建立财政和社会资金多渠

道并举的滚动投入机制，扩大引导基金规模。鼓励辖市区

探索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加快推动天使投资发展，鼓

励社会各类资金参与天使投资。加快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重点培育和支持十大产业链和新兴产业发展。引进和培育

并购基金，推动企业并购重组，培育一批企业集团。积极探

索财政性产业引导资金“拨改贷”、“拨改投”等使用管理创

新，整合设立具有产业引导作用的母基金，发挥杠杆效应，

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科创型企业成长。

　　１１．完善科技文化金融服务体系。加快推进科技支行、

科技保险支公司、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等专营机构建设，开展

科技保险试点，落实相关财税扶持政策，完善科技型中小企

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加快形成科技型金融服务体系。积

极推进常州高新区、武进高新区省级科技金融合作创新示

范区建设，加快建立科技专家库，完善科技金融外部评审制

度，推进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科技企业信用示范区创建。探

索设立股权代持基金，建立股权质押增信机制。鼓励战略

性新兴产业平台公司、行业龙头企业利用“创投＋孵化器”

模式为初创期企业提供“资金＋平台＋业务”的组合支持。

积极发展以文化金融为特色的专营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市

场主体，引导金融机构建立和完善适合文化企业特点的评

级和授信制度，积极开展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

权抵质押融资和融资租赁业务。加大对文化产业的融资担

保支持力度，探索开展文化保险试点，支持文化企业通过资

本市场直接融资。

　　１２．积极推动外贸金融融合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企

业开展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及跨境人民币

资金池业务。进一步提高跨境投资便利化程度，对境外投

资开办企业实行以备案制为主的管理方式。积极推进跨境

人民币结算试点，实现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占外汇收

支比例逐年增长。鼓励商业银行进行汇率避险产品创新，

推出与汇率挂钩的结构性组合产品，引导和帮助企业应对

汇率风险。鼓励金融机构提供跨国并购贷款、股权融资服

务，综合运用内保外贷、外保内贷、出口信用保险等金融手

段，支持企业开展对外贸易投资。积极发展以有形动产为

标的融资租赁业务，支持大型设备进出口。积极开展融资

租赁跨境低成本融资服务，探索“内保直贷”业务。鼓励金

融机构运用出口信用保险和境外投资保险，支持企业国际

化经营。

　　（四）破解瓶颈难题，提升小微金融服务

　　１３．拓展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建立完善小微企业贷款

风险补偿机制。积极争取支小再贷款、再贴现，鼓励银行机

构发行小微专项金融债。进一步落实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差

异化监管政策，加强专营机构建设。大力发展产业链、商圈

和企业集群融资，探索商业保理、金融租赁和定向信托等融

资服务。支持银行机构创新小微企业网络金融服务模式。

鼓励小微企业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集合债券和集合票

据，探索发行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和集合信托。探索商

业保险参与小微企业融资再担保机制。探索开发小微企业

融资公共服务网络平台，提供“一站式”特色融资服务。支

持小额贷款公司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

　　１４．完善小微融资服务体系。积极参与小微企业转贷

方式创新试点。进一步完善政府应急转贷资金运行模式。

充分发挥再担保作用，适当降低小微企业反担保要求和担

保费率，合理放大担保机构担保倍数。积极推行以续贷提

前审批方式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解决转贷资金困难，合

理确定小微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期限，鼓励银行运用循环贷

款、年审制贷款等方式，合理采取分期偿还贷款本金等灵活

还款方式。探索设立担保基金，推动银行机构与担保机构、

保险机构建立风险共担机制。鼓励政府出资设立或参股以

优惠费率服务小微企业的担保公司。对担保公司、保险公

司以优惠费率开展小微企业担保业务和小额贷款保证保

险、小微企业国内贸易信用保险等业务，分别按担保金额和

年度保费收入给予风险补偿。

　　（五）创新体制机制，发展地区普惠金融

　　１５．加大“三农”金融支持。以乡镇为单位，农业发展银

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为重

点，分别选择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进行对口支持。积极推进武进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农民宅基地住房和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股

权等抵押融资试点。设立常州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各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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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立分中心，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

规模。推行“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动

态调整”的农户信贷模式，支持金融机构开展林权、养殖权、

农机、运输工具等抵质押和金融租赁业务创新。对支农效

果显著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在货币政策工具使用、信贷计

划控制和风险补偿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１６．强化创业就业信贷支持。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

盖、可持续的创业就业金融服务体系，健全小额担保贷款政

策体系，重点加大对“大学生村官”、高校毕业生、城镇就业

困难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青年、妇女等特殊群体的支持

力度，鼓励小微企业积极吸纳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或登记

失业人员，促进小微企业发挥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１７．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鼓励村镇银行延伸乡镇

服务网点。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金融自助服务终端或便民

服务点布设。大力支持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建设，到２０１６

年实现行政村全覆盖。逐步实现 ＡＴＭ 机乡镇全覆盖，力

争部分地区覆盖到村。适当扩大扶贫小额贷款单笔贷款规

模，逐步放宽贷款对象、范围限制。研究设立农业担保公

司，开展涉农资产证券化试点。

　　１８．拓展农业保险广度深度。支持保险机构提供保障

适度、保费低廉、保单通俗的“三农”保险产品。积极发展农

村小额信贷保险、农房保险、农机保险、农业基础设施保险、

森林保险，以及农民养老健康保险、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等普

惠保险业务。进一步降低农业保险理赔门槛，规范建立快

速理赔机制，２０１５年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主要种植业、养

殖业品种，高效农业保险覆盖面达到６０％以上。完善农业

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动态调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品种和补

贴比例。探索试点家庭农场保证保险、小额信贷保证保险

等“保险＋信贷”新型险种，探索设立现代农业产业基金，试

点推行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

　　（六）全面加强监管，维护金融安全稳定

　　１９．健全地方金融管理机制。完善各级政府对地方金

融发展的指导服务机制和风险处置机制。理顺地方法人金

融机构和新型金融市场主体管理体制，按照地方金融管理

机构牵头协调和“谁审批、谁负责”原则，明确扎口管理部

门，研究监管办法和风险处置机制，充实基层管理力量。强

化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财务资产的监督管理，确保国有金

融资产保值增值。完善地方金融业综合统计和分析制度，

加强新型金融市场主体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建设，逐步将

各类新型金融市场主体纳入统计监测范围，提高风险监测

能力。明确金融监管部门和行业归口部门对影子银行的监

管责任。加强对交叉性金融业务风险承担主体的监管。整

顿规范非融资性担保公司、第三方理财、投资咨询等社会中

介机构业务。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和网络金融中介服务机构。

　　２０．整顿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严肃查处金融机构违法

违规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坚决遏制和依法打击逃废金融、类

金融债务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加快涉诉审理，建立处置逃废

金融、类金融机构债务的司法诉讼、资产保全等司法绿色通

道。督促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严防内幕交易、虚假

信息披露和市场操纵等行为。重点打击非法集资、非法证

券交易、非法保险等非法金融活动。加强对信用中介机构

和涉高利贷企业、个人的监控。探索开展民间借贷登记工

作试点，引导民间借贷规范有序发展。深入开展金融生态

县创建活动，建立完善金融生态考核长效机制，严格落实金

融生态县“一票否决”、“摘牌”、“降级”等制度。

　　２１．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

性、造成恶劣影响的金融风险。发挥金融稳定协调机制作

用，制定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明确金融风险防范处

置责任主体，健全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快速反应机

制。按照“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原则，

加强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管理和控制，建立以政府债券

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将地方政府性债务分类

纳入政府预算统一管理，建立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

告制度。采取担保圈破圈解链、企业授信总额联合管理、银

行与融资性担保机构规范合作等举措，协调处置企业资金

链、担保圈风险。切实加强对产能过剩及政策敏感行业的

信贷风险监测和预警。切实做好企业分类帮扶工作，持续、

动态地开展不良贷款排摸工作。探索建立民间借贷监控体

系和应急预案，扎实推进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运作。

　　（七）强化基础保障，营造金融发展环境

　　２２．加快常州金融商务区建设。按照《关于推进常州金

融商务区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加快推进常州金融商务区

建设。进一步完善规划设计和各专项研究，通过对各种业

态功能的深入分析，合理配置资源。制定金融商务区建设

具体工作方案，细化进度目标、建设项目、开发模式、招商引

资、工作措施等。组建常州金融商务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具体负责金融商务区投融资、建设、开发、运营等具体实施。

　　２３．积极推进金融ＩＣ卡（金融集成电路卡）的推广运

用。全面实施银行卡芯片化迁移工作，推动金融支付标准

化建设。促进金融机构全面提高金融ＩＣ卡（金融集成电路

卡）发卡比重，完善金融ＩＣ卡受理环境建设，大力推进金融

ＩＣ卡的一卡多应用，促进信息消费。积极推动金融支付创

新应用发展，大力拓展移动金融应用。进一步规范电子支

付标准化，建立健全电子支付应用系统报备体系，完善公共

金融服务平台。

　　２４．全面推动信用体系建设。推动企业和个人信用报

告在金融服务、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领域综合运用。加快

实现各行业信用信息与人民银行信贷征信系统的网络连接

和信息交换。将分散在银行、工商、税务、海关、质监等部门

的企业信用信息进行整合，在确保信息安全前提下，实现信

息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分级共享。规范发展征信和信用评级

市场，培育和扶持一批征信和信用评级机构。建立诚信激

励与失信惩戒机制，全面推进企业和个人信用报告、企业信

用评级报告在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方面的有效运用。推进

小贷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接入征信系统。积极推进我市

“小微企业信用体系试验区”建设，建立和完善试验区建设

工作机制，发挥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的作用，扩大

非银行信用采集，完善信用征集体系、评级发布制度和信息

通报制度，建设我市小微企业数据库和信用信息服务网络，

切实加大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结果的应用，发挥信用增

１２３重要文件选编



值作用。加快建设市、辖市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平台，联合

银行业金融机构、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和中介机构等，开展

银行贷款、融资咨询、金融服务。建立中小企业融资绿色通

道，专业服务，简化流程，更好的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的

相关问题。

　　２５．建设各级金融服务中心。建立银企对接长效机制，

积极搭建银企对接平台，突出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发展重点，

根据市政府金融服务要求，分行业、分区域组织开展银企对

接，推广运用金融创新产品和金融服务模式，培育企业有效

信贷需求，提高融资洽谈对接的履约率。进一步整合金融

资源，运用互联网技术，推行“一站式”金融服务，有效集聚

金融、类金融和金融服务中介等机构，做好投融资信息发

布、金融产品推介、政策咨询、融资顾问等服务工作，建设金

融机构、中小企业金融需求数据库，成为促进中小企业融资

的重要服务平台。加快建设科教城“常州科技金融服务中

心”，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融资服务，打

造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信息化平台。

　　２６．加强金融消费者（投资者）教育和权益保护。全面

推行金融主管部门政务公开，加强金融行业自律，完善金融

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机制和信访投诉受理、市场秩序治理机

制和稽查手段，妥善、高效解决各类纠纷事件。健全金融业

诚信体系，建立对违法违规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人员信息

的公开披露制度。全面推进商业银行服务价格信息公开，

开展针对金融机构落实收费政策情况的专项检查，切实整

治金融机构不合理收费行为，对直接与贷款挂钩、没有实质

服务内容的收费一律取消，进一步规范担保、评估、登记等

收费。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切实提高全民

的金融素质、诚信程度和安全防范意识。大力普及金融知

识，开展基础金融知识下乡村、进社区、入校园活动。完善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督促各类金融市场主体加强信息

披露和消费者投资风险提示。

　　三、保障措施

　　（一）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建立市金融改革创新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各辖市区政府、市有关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作

为成员单位，及时研究解决全市金融改革创新中遇到的难

点问题。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金融办，具体负责细化金

融改革创新工作目标，明确重点任务和职责分工，督查落实

金融改革创新政策措施，协调推进全市金融改革创新工作。

　　（二）完善评价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对在常银行业金

融机构评价激励办法，围绕金融改革创新重要举措，对各类

金融市场主体进行综合评价，按年度予以表彰奖励。构建

全市金融机构改革创新工作绩效评价体系，对评价较高的

金融机构，在货币政策工具使用、差异化监管、财政性存款、

风险补偿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三）完善金融人才服务机制。制定落实各类金融人才

引进激励政策，对新设各类总部性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才、

新型金融和金融中介服务行业领军人才，纳入人才发展规

划，享受相关奖补政策。加强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金融

知识培训，加快建设金融创新人才培训基地。进一步完善

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干部双向挂职交流机

制。建立金融专家库，为我市金融改革创新发展提供决策

咨询。支持在常高校加强金融类学科建设，建设金融人才

实习基地，与高等院校开展金融业重点课题研究合作。

中共常州市委

常州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５日

关于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常政发〔２０１４〕６号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中发
"

２０１３#９号）、《省政府关于推进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的意见》（苏政发
"２０１３#１５０号）精神，进一步转

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提高政府运行效

能，现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

委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按照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

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确立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进

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减少和规范行

政审批，全面优化行政审批服务环境，建立健全行政审批监

管长效机制，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

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

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提供制

度保障。

　　（二）基本原则

　　１．全面清理、简政放权。全面清理各级各部门现有的

行政审批项目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凡是市场主体能够

自主决定、自担风险、自行调节的事项，坚决不设立审批；凡

是社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

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事项，坚决转移给社会组织；凡是直接

面向基层、面广量大或由地方实施更为方便有效的审批事

项，一律下放地方，最大限度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凡是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进地区未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我市

原则上要逐步予以取消。

　　２．明确方向、突出重点。切实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

直接干预和管制。将关注度重点集中到重点领域、关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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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行政审批事项，重点取消行政相对人

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创造活力和市场自主调节作用发挥的

事项。

　　３．创新机制、强化监管。进一步健全行政审批服务体

系，简化手续，压缩时限，再造流程，优化行政审批运行机

制。加强对行政审批运行的监督管理，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促进部门全面正确履行职能，强化后续监管，切实改变“重

审批、轻监管”、“重管制、轻服务”的状况。

　　（三）目标任务

　　在抓好国务院和省政府已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贯

彻落实的同时，在转理念、转职能和转方式上取得新突破，

进一步加大“减、转、放、免”力度，为市场和企业“松绑解

套”。本届政府任期内，市政府部门审批项目减少三分之一

以上，保留的一般性审批项目办结时限总体缩短一半以上，

行政审批收费一律按标准下限收取。从根本上处理好政府

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率先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

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地方政府机构职能体系，

努力把常州打造成为行政审批少、行政效率高、发展环境

优、市场活力强的地区，为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提供有力

保障。

　　二、主要措施

　　（一）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１．继续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认真做好国务院和

省政府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落实和衔接工作，进一

步精简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凡国务院、省政府决定取消

的行政审批事项，自国务院、省政府有关文件印发公布之日

起，一律取消。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未按法定程序设定的带

有行政审批性质的登记、年检、年审、监制、认定、审定等管

理措施，一律取消。以强制备案、事前备案等名义变相实施

行政审批的，一律取消。政府部门以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行

政审批事项，一律取消。通过间接管理、事后监管可以达到

管理目的的审批事项，一律取消。行政审批中涉及的专项

评估、评审、预审等，无法定依据的，一律取消。政府部门自

行设立的评比、达标、表彰及其相关检查活动，一律取消。

市审改办组织力量对市级行政审批事项逐个评估论证审

核，经审核论证提出取消或调整的初步意见，报市政府审

定，经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市级行政审批项目目录。今后，任

何部门均不得针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擅自实施目录

以外的审批事项。

　　２．严格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建立最严格的行政审批项

目准入制度，切实防止行政审批事项边减边增、明减暗增。

全市各级政府及部门不得以“红头文件”等方式设定审批事

项。对因法律法规调整等原因确需新设的行政审批事项，

需要制定规范性文件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贯彻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有关精神，加强合法性、必要性和合理性审查论

证，并书面征求市审改办和市法制办的意见。

　　３．向下级政府下放事权。凡设定依据规定由县级以上

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除市本级事项和需市政府

统筹协调、综合平衡的事项外，交给辖市（区）人民政府直接

审批，对于辖市（区）暂不具备承接能力的要逐步推进，制定

时间表，有序落实到位。坚持权力与责任同步下放、调控和

监管同步加强、权力下放与能力建设同步推进，确保地方规

范承接下放的审批权限。深入探索实施“扩权强园强镇”。

进一步扩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人民政府的经济社会

管理权限。下放到辖市（区）的权限，可以同时下放到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根据上级部署，开展开发区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试点，试行“园内事园内办结”。

　　４．加大力度向社会转移职能。除涉及重大公共安全、

公共利益、经济宏观调控的事项外，逐步取消对公民、法人

和其他社会组织相关从业、执业资格、资质类审批，交由行

业组织自律管理。进一步精简和规范各类评优、评级、评比

项目，对确需保留的，逐步转移给社会组织并依法加强监

管。制定《政府向社会转移职能目录》，将政府部门可由社

会组织承担的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

共服务、社会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转移给社会组

织，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在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中的作用。

　　５．加强调整事项后续管理。对取消或下放后仍需加强

监管的事项，切实加强后续监管，防止管理脱节，绝不能因

为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而放弃或削弱监管职责。对上级部

门下放的事项，要做好承接，规范运行。各职能部门要针对

取消、下放和对上承接的事项逐项制定出台具体管理办法，

把该管的事情管住管好，防止出现职能“缺位”或“不到位”

等现象。对交由行业协会自律管理的项目，有关部门要加

强指导，行业协会要制定具体办法，加强协调，规范行为，搞

好服务，不得变相审批。

　　６．规范行政审批收费行为。认真清理整顿各类行政审

批收费事项，进一步降低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切实降

低服务对象的办事成本。凡中央、省政府规定要求取消的

收费项目要坚决取消，需要规范的项目要认真规范。坚决

遏制利用行政审批事项强制提供服务、强制收费行为。对

保留的收费项目，要公开收费依据及标准，落实审批服务减

免政策。

　　（二）进一步创新审批方式，优化审批职能体系

　　１．科学配置审批权力。完善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备案监督、适时评估和定期清理制度，用制度保障和深化行

政管理体制创新。健全部门行政审批职责体系，加强机构

职能评估工作，合理优化职能结构，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

散，促进组织机构、职能配置及运行方式规范化。继续推进

行政审批服务“三集中三到位”，即行政审批职能向一个处

室集中、审批处室向行政服务中心集中、行政审批事项向电

子政务平台集中，审批事项进驻行政服务中心落实到位、审

批窗口授权到位、电子监察到位。

　　２．全面再造审批流程。按照“能简必简，能并则并，可

合即合”的原则，再造行政审批流程，建立岗位职责清晰、审

批权限明确、工作标准具体的行政审批全流程，切实提高审

批效率。进一步强化信息共享，改变归档方式，精简申请资

料，简化审批手续，压缩办理时限。全面推进并联审批，并

联审批事项按照“一门受理、抄告相关、同步审批、限时办

结、统一送达”的运作模式办理。

　　３．完善各级政务服务体系。加快推进综合政务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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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设，全面优化政务服务环境。进一步完善市、辖市（区）

政务服务中心和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三级政府服务体系

建设，整合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１２３４５政府服务热线、

社会保障服务等功能，提供全方位便民服务。依托三级政

务服务体系，加强便民服务网点建设。同时，进一步加强对

村、社区服务点的建设与指导，充分发挥其便民服务的作用。

　　４．深入推进行政审批信息化。加快建立行政审批事项

网上审批系统，降低公众申请审批事项的成本。依托市“三

合一”阳光政务平台，优化行政审批目录管理系统，建立统

一的审批信息交换平台，并实现与各单位行政审批业务系

统、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法制监督系统无缝对接，除依

法应当保密的内容外，及时向社会公开行政审批项目的审

批过程、审批结果以及审批过程中违法违纪责任追究情况

等信息。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行政审批数据挖掘分

析，为政府决策和企业发展提供信息支撑。

　　（三）进一步建立健全行政审批监管机制

　　１．建立健全“三关”评估机制。建立政府部门、行业协

会和服务对象、专家学者“三关”评估机制。行政审批事项

取消下放，均需听取三方面评估意见，增强针对性有效性，

提高改革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２．建立健全竞争比较机制。定期向部门发送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先进地区和先进部门的改革动态，让部门相互了

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工作进展和推进改革的先进经验。

形成部门间相互比较、相互学习的氛围，充分发挥部门推进

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３．建立健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促进机制。将各部

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情况，作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

重要举措和实际行动，列入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了解掌握活动情况、巡回指导和督促检查的内容。与市督

导组建立日常信息沟通机制，及时交流部门改革情况，使教

育实践活动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互促进。

　　４．建立健全综合考核评价机制。细化、量化考评指标，

明确奖惩措施，进一步改进行政审批年度绩效考评工作办

法。将各部门行政审批改革的情况和效果纳入市机关效能

建设工程。扩大公众评价范围，健全“第三方”评估机制，畅

通公众投诉渠道，加强绩效考评监督检查。注重运用绩效

考评结果，将行政审批绩效考评与政府目标管理、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领导干部任期“三责联审”等紧密结

合起来。

　　５．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大力推行行政审批公开透明运

行，全面公开行政审批事项设定依据、审批流程、办理期限、

审批结果、公众评价、投诉方式等服务信息，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认真落实政府部门层级监督职能，强化法制、监察、

审计机关监督职责。发挥人大、政协民主监督职能，鼓励新

闻媒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开展外部监督。

　　（四）大力推进重点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１．深化投资领域审批改革。贯彻落实省关于投资体制

改革的各项措施，进一步赋予企业投资自主权，确立企业和

公民个人的投资主体地位，最大程度减少投资审批事项。

制定投资项目简易审批、豁免审批项目目录，放宽投资项目

审批条件，简化投资项目审批流程。落实建设项目并联审

批，大力推进联合审图、联合踏勘、联合验收、多证联办，实

现建设项目审批“一门受理、集中审查、联合办理”，试行“容

缺受理”制，推行“形式审查”制。减少、归并审批前置中介

（技术）服务项目，压缩服务时间，降低服务收费。大力推进

重点建设项目审批代办服务，实行市、辖市（区、园区）、镇

（街道）三级代办工作的联动，加快重大项目落地。开展项

目前置审批试点，以一定区域为单位，统一办理水土保持方

案、环境保护评价、交通影响评价、矿产压覆、文物保护等前

置审批。

　　２．实施工商登记注册制度改革。按照便捷高效、规范

统一、宽进严管的原则，创新公司登记制度，放宽注册资本

登记条件，降低准入门槛。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推进工商

注册制度便利化，精简工商登记前置审批项目，削减资质认

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

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

登记条件。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并建立公

平规范的抽查制度，提高政府管理的公平性和效能。大力

推进企业诚信制度建设，完善信用约束机制。推行电子营

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同时，对企业设立涉及的工商注册登记、公章刻

制备案、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及相关前置审批等实行并

联审批，缩短办理时限。

　　３．推行公益事业领域改革。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

和管办分离的要求，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加大教育、医

疗卫生、文化体育等领域改革力度，进一步放宽社会和个人

资本进入限制，打破垄断，扩大开放，公平准入，鼓励竞争，

建立多元供给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公益事业领域的

积极作用。研究制定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明确政府

购买服务的种类、性质和内容，并试点推广。建立政府购买

服务的监督评价机制，建立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

组成的评审机制，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对购买服务项目

进行动态调整，对承接主体实行优胜劣汰，使群众享受到丰

富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４．推进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按期实现行业协会商

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强化行业自律，使其成为提供服务、反

映诉求、行为规范的社会主体。引入竞争机制，推进一业多

会，防止垄断。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

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除依据法律法

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的外，成立社会组织时直接

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依法加强登记审查和监督管

理，建立健全符合社会组织发展的管理制度。

　　５．推进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改革。积极推进中介服务机

构与行业主管部门的脱钩，制定加强中介技术服务管理办

法。各行业主管部门不得设置或借备案管理等变相设置区

域性、行业性的中介服务执业限制；不得指定中介服务机构

实施前置服务；不得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变相实施行政审批

和行政收费。加强对中介咨询机构的管理，规范其服务行

为，禁止把指定机构的咨询作为审批的必要条件。建立中

介服务机构监管体制和职业道德评估制度，制定中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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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规范和准则，完善中介服务机构失信惩戒机制、自

律保障机制和退出机制，推动和引导中介服务机构规范、公

开、高效服务。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政府已成立市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领导小组，负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

协调、督促落实。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编办，承担领导小

组日常工作。各辖市区、各部门要把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组建工作

机构，制订工作方案，明确进度，落实责任，切实把深化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落到实处。

　　（二）加强协调配合。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

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充分发挥综合协调、监督指导、示范交

流、宣传培训等重要作用，确保全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上下

衔接、整体推进。有关行政机关要从改革大局出发，协调联

动、互相支持、落实责任。编制、监察、法制、行政服务中心

等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

供保障。

　　（三）加强监督检查。各辖市区、各部门要加强对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监督检查，坚决防止搞形式、走过场，

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避免明减暗不减、明放暗不

放。各级监察部门应切实履行职责，对审批机关超越职权

审批或者不按规定实施审批的，推诿拖延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工作的，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

果的，按有关规定追究审批部门负责人和审批责任人的行

政及法律责任。严肃查处“吃、拿、卡、要”等损害经济发展

环境和行政相对人利益的违法违纪行为，构成犯罪的，要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加强宣传引导。切实做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策

的解读工作，加深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艰巨性、复杂性的认

识，引导社会预期，回应群众关切，凝聚各方共识，形成改革

合力，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各辖市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工作的指导，并适时选择部分地区和部门开展行政审批制

度创新试点，注意发现并及时总结推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中的成功经验。

常州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４日

常州市户籍准入和迁移管理规定

常政规〔２０１４〕４号

　　第一条　为适应常州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高统筹

城乡发展水平，规范本市户籍准入和迁移管理工作，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

知》（国办发〔２０１１〕９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

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苏政办发〔２０１２〕５４号）精

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户籍准入和迁移适用本

规定。

　　第三条　公安机关是户籍准入和迁移的主管部门，发

展改革、教育、民政、财政、人社、卫生、人口计生、房管、国土

资源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户籍准入和迁移的相

关工作。

　　第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

性质，在本市登记的常住户口，统称为“居民户口”，以家庭

为单位设立的户口为家庭户，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

设立的户口为集体户。登记、迁移户口不再记载户口性质，

本市居民已经登记的原始户口性质不作变更。

　　第五条　外市居民户口迁入本市实行以合法稳定职

业、合法稳定住所为基本条件的准入制。

　　在本市内实行城乡统一的，以合法稳定住所为基本条

件的户口迁移登记制度。

　　第六条　本规定所称合法稳定职业，是指有传统固定

工作，或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或取得营业执

照、具有稳定收入并依法纳税。

　　本规定所称合法稳定住所，是指购买、自建、继承、受赠

的住宅性质产权房并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或政府提供的

保障性住房并已取得房屋租赁使用证明。

　　第七条　本市居民在城乡间的户口迁移，其户籍登记

内容依法只作公民身份信息登记，不作为有关政策福利待

遇的唯一依据，户口迁移后，其涉及社会保障、土地承包、宅

基地、计划生育、集体资产等事宜，由本市相关部门按规定

办理。

　　第八条　申请户口迁入本市的人员应当符合国家计划

生育有关规定。

　　第九条　下列人员户籍准入，由人社部门受理审核：

　　（一）符合本市规定引进的各类优秀、紧缺人才，及其符

合随迁条件的配偶和未婚子女；

　　（二）本市行政单位录用的公务员，事业单位聘用的工

作人员，机关、企事业单位调入人员，及其符合随迁条件的

配偶和未婚子女；

　　（三）符合毕业生就业政策接收的大中专、技（职）校毕

业生；

　　（四）本市用人单位录用的下列外来就业人员：

　　１．在本市获得县级以上荣誉的；

　　２．在本市取得技师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

　　３．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满２年，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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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

　　４．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满２年，具有高级工职业资格

证书的；

　　５．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满２年，获得本市市级以上（含

市级）职业技能竞赛奖项的；

　　６．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满２年的往届技（职）校毕业

生，且在本市具有合法稳定住所的；

　　７．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满５年，且在本市具有合法稳

定住所的；

　　（五）其他需人社部门受理审核的人员。

　　第十条　下列人员户籍准入，由公安机关受理审批：

　　（一）在本市具有合法稳定住所，并具有合法稳定职业

的，房屋所有权人及其配偶和未婚子女的户口可以迁入本

市，其中迁入市区的房屋面积不小于５０平方米（含５０平方

米），迁入后人均居住面积不小于２５平方米（含２５平方

米），迁入辖市的，对合法稳定住所的面积不作限制；

　　（二）在本市投资３０万元人民币以上，投资人及其直系

亲属可迁入投资目的地落户；

　　（三）在本市投资２０万美元以上外资的，引荐人或投资

人具有中国国籍的亲属本人及其配偶和未婚子女可迁入投

资目的地落户；

　　（四）连续２年纳税均达１．５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在本

市有合法稳定住所的人员，本人及其配偶和未婚子女可以

在合法稳定住所所在地落户；

　　（五）未婚（离婚）子女申请投靠本市父亲或母亲的（父

亲或母亲在本市有合法稳定住所，迁入后人均住房面积不

小于２５平方米）；

　　（六）外市人员与本市居民结婚后需来常共同生活，后

者在本市有合法稳定住所的；

　　（七）城镇地区已退休（或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和农村地

区已满５０周岁的父母需投靠本市子女的（子女在本市应具

有合法稳定住所，迁入后人均居住面积不小于２５平方米）；

　　（八）本市生源的大中专、技职校毕业生，毕业后未就

业，回本市父母亲户口所在地落户的；

　　（九）军官家属随军迁移户口；

　　（十）其他需公安机关受理审核的人员。

　　第十一条　经人社部门受理审核迁入本市的人员，凭

相关核准材料到迁入地辖市、区公安机关开具《户口准予迁

入证明》；经公安机关批准的，由其直接开具《户口准予迁入

证明》；大中专、技职校毕业生，凭加盖市、辖市人社部门专

用章的《户口迁移证》到迁入地公安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

具体实施细则由人社、公安等部门按照本规定制定。

　　第十二条　居民在本市范围内迁移户口，由迁入地公

安派出所受理，并实行网上一站式办理，不再使用《户口迁

移证》和《准予迁入证明》。

　　第十三条　本市内户口迁移包括：

　　（一）在城镇拥有合法稳定住所的居民，需要将户口迁

往城镇的；

　　（二）拆迁安置在城镇和相关开发区的居民，需要将户

口迁往安置地的；

　　（三）居住在符合城镇建设总体规划范围内的新农村的

居民，需要将户口迁移到实际居住地的；

　　（四）在本市拥有多处合法稳定住所的居民，需要将户

口在其多处合法稳定住所间迁移的；

　　（五）在本市户口所在地无合法稳定住所，需要投靠其

他亲属的；

　　（六）夫妻、父母和子女互相投靠，被投靠人在本市有合

法稳定住所的；

　　（七）本市范围内的其他户口迁移。

　　第十四条　农村原村组住房已拆除，集体资产已股份

量化，实际居住在城镇（含安置社区），但户口仍在原村组的

居民，应当将户口迁往居住地，凭房屋产权证或安置协议到

迁入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

　　第十五条　凡被本市大中专院校（含技、职校，下同）录

取的本市籍学生，入学时不再迁移户口；被本市大中专院校

录取的本省籍学生可根据本人意愿，选择是否办理户口迁

移手续；被本市大中专院校录取的外省籍学生，户口迁移仍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本市籍学生被外地大中专院校录

取的，允许不迁户口的可不迁。

　　入学不迁户口的本市籍学生，待其毕业后根据就业去

向将户口迁往工作单位所在地或实际居住地。

　　第十六条　凡涉及国家指令性计划安置的人员，由相

关部门按国家有关政策办理。

　　第十七条　凡提出户口申请的人员，应根据申请的理

由，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相关受理部门应当公示需要提

供的证明材料要求。以虚假证明材料骗取户口的，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八条　居住证持有人的积分落户制度，由本市相

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起施行。２００３

年６月１７日发布的《常州市户籍准入登记暂行规定》（常政

发〔２００３〕９９号）同时废止。

常州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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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意见

常政办发〔２０１４〕１２３号

　　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对于我市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缓解能源压力、推动汽车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今年

１月，我市被国家纳入新一轮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范

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４〕３５号）和《省政府关于加快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的意见》（苏政发〔２０１４〕５１号）精神，结合我

市实际，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明确全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目标要求

　　（一）推广应用目标。经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我市列入国家２０１３年至

２０１５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范围，计划３年中累计推

广应用新能源汽车１１００辆以上，省政府下达我市２０１４年

推广应用３６５辆新能源汽车任务。为确保完成上述目标任

务，由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协调小组将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５年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各辖市、区和各有关单位，鼓

励各地和各单位提前和超额完成当年目标任务。

　　（二）推广应用原则。一是坚持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相

结合。初期重点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新能源汽车，把新增

公交客车、出租车作为突破口，同时在物流、环卫、公务等公

共服务领域加快推广，鼓励私人消费者自愿购置。待条件

成熟时，再逐步过渡到以市场运作为主。二是坚持示范应

用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按照以示范带动市场、以市场促进

产业的思路，通过新能源汽车示范运营培育和扩大市场需

求，努力实现新能源汽车生产的规模效益，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二、加快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规划和建设

　　（一）科学规划充换电设施布局。根据推广应用新能源

汽车的种类和数量等，结合市政设施建设，对新能源汽车充

换电设施统筹规划、统一布局。依据城市规划编制我市新

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建设规划，注意与土地利用规划相衔

接，并兼顾新能源汽车未来应用对充换电设施建设的需求。

鼓励在现有停车场（位）和具备条件的公共单位内部停车场

建设充电设施。今后，新建居住小区和公共停车场均要根

据规划预留相应的新能源汽车充电停车位。加快形成以使

用者居住地、驻地停车位（基本车位）配建充电设施为主体，

以城市公共停车位、路内临时停车位配建充电设施为辅助，

数量适度超前、布局合理的充电设施服务体系。充换电设

施的规划编制由市规划部门牵头组织实施。

　　（二）明确充换电设施建设责任。在有实力、有经验、有

意愿的运营商中确定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建设和服务运

营商。服务运营商根据统一规划和车辆运营需求，建设新

能源汽车充换电服务网络并负责维护。有自建自用需求的

用户，在符合统一规划的前提下，经批准可自建充换电设施

并负责维护。供电部门配合做好业扩、增容等服务。充换

电设施建设项目审批办法由所在地区发改部门会同供电部

门负责制订。

　　（三）保障充换电设施建设用地。为电动公交车和出租

车服务的充换电设施尽量结合现有公交场站、公共停车场

建设。充换电设施用地政策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４〕３５号）执

行，由市国土部门负责实施。

　　三、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

　　（一）对购置车辆进行补贴。市级财政对在新北区、天

宁区、钟楼区和戚墅堰区的公共服务领域及私人应用领域，

在本市购置并上牌的列入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

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的新能源汽车给予资金补贴。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购车补贴标准：

　　１．纯电动乘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含增程式）

补贴标准（单位：万元／辆）：

车辆类型
纯电续驶里程Ｒ（工况法、公里）

８０≤Ｒ＜１５０１５０≤Ｒ＜２５０Ｒ≥２５０Ｒ≥５０

纯电动乘用车 ２．１ ３ ３．６ －

插电式混合动力乘

用车（含增程式）
－ － － ２．１

　　２．纯电动客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客车、超级

电容、钛酸锂快充纯电动客车补贴标准（单位：万元／辆）：

车辆类型
车长Ｌ（米）

６≤Ｌ＜８８≤Ｌ＜１０Ｌ≥１０

纯电动客车 １８ ２４ ３０

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

客车
－ － １５

超级电容、钛酸锂快充纯电动

客车
９

　　３．纯电动专用车按电池容量每千瓦时补贴１２００元，每

辆补贴总额不超过９万元。

　　４．燃料电池乘用车补贴１２万元／辆。

　　５．燃料电池商用车补贴３０万元／辆。

　　６．裸车、电池分离销售的，按车辆、电池成本比例享受

财政补贴。

　　２０１５年市级财政补贴标准，将根据中央财政和省财政

补贴标准，结合本市推广实际再行确定。

　　（二）对充换电设施进行补贴。对充换电服务运营单位

在新北区、天宁区、钟楼区和戚墅堰区承建的充换电设施费

用，市级财政给予１５％的补贴。

　　市财政部门负责制订新能源汽车购置和充换电设施建

设市级财政补贴实施细则。金坛市、溧阳市和武进区应参

照以上标准制订相应的政策。

　　四、给予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用电价格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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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换电设施经营企业可向电动汽车用户收取电费和充

电服务费。２０２０年前，对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

导价管理。对向电网经营企业直接报装接电的经营性集中

式充电设施用电，执行大工业用电价格，２０２０年前暂免收

基本电费。其他充电设施按其所在场所执行分类目录电

价，其中：居民家庭住宅、居民住宅小区、执行居民电价的非

居民用户中设置的充电设施用电，执行居民用电价格中的

合表用户电价；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共停车场中

设置的充电设施用电执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类用电价

格。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用电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电动

汽车充电设施配套电网改造成本纳入电网企业输配电价。

具体由市物价部门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

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６６８号）和省

有关文件精神，制订我市实施细则。

　　五、积极探索新能源汽车运营模式

　　（一）分类健全新能源汽车运营模式。按照政府扶持监

管、企业融资运营、技术创新规范的思路，因地制宜地探索

完善新能源汽车运营模式。通过招投标或特许经营等方式

确定总承包商，由其负责新能源汽车运营的各类配套服务。

市、辖市（区）公交公司要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选定１至２

条公交线路开展示范运营。选择线路时，应满足首末站场

地较宽裕、可进行充换电设施改造、公交车运行周期与纯电

动公交车续驶里程相吻合等条件。要在出租汽车领域推广

应用新能源汽车，采取公司化运行模式进行运营管理。环

卫、邮政、电力、物流等领域电动专用车运营模式，由行业主

管部门组织实施。

　　（二）鼓励新能源汽车应用领域的民间投资和金融创

新。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新能源汽车

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汽车租赁、电池租赁和回收等服务领

域。鼓励金融创新，在公共服务领域探索公交车、出租车、

公务车融资租赁运营模式，在社会领域探索整车租赁、按揭

等运营模式，降低新能源汽车当期购买支出，实现可持续商

业化运营。

　　（三）加快新能源汽车应用领域新技术应用。充分发挥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新能源汽车

运营模式创新中的应用，鼓励互联网企业参与新能源汽车

的研发和运营服务。

　　六、完善新能源汽车运行监测和服务保障体系

　　（一）加强新能源汽车运行监测。建立新能源汽车运行

监控中心，健全新能源汽车事故预警信息系统及紧急处置

机制，加强新能源汽车运行的实时跟踪、数据采集、统计分

析及故障诊断，建立新能源汽车运行效果评估体系。新能

源公交车、出租车、环卫车、物流车等车辆要全部安装车辆

运行技术状态实时监控装置，进行可靠有效的监控管理，私

人用车根据个人意愿安装实时监控装置。加强新能源汽车

从业人员专业技术培训，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的单位要明

确安全责任人，确保运行车辆安全可靠。

　　（二）强化新能源汽车运行服务保障。在我市推广应用

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在我市设立至少１个固定售后

服务点，负责新能源汽车产品的保养维护。定期对在线运

行的新能源汽车进行安全检查和性能测试，确保车辆运行

安全可靠。汽车生产企业对报废电池自行或指定专门单位

进行回收处理和再利用，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

建立新能源汽车应急充换电保障体系，确保车辆在特殊状

态下的安全稳定运营。

　　（三）开展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服务。保险机构要针对

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政策，研究制订并落实新能源汽车保险

与理赔的有关方案。公安部门研究制订新能源汽车的登

记、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等交通管理办法。消防部门

制订新能源汽车使用应急处置办法并添置必要装备。

　　七、提高新能源汽车研发生产水平

　　（一）增强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竞争力。新能源汽车关

键零部件生产企业要主动研判市场需求，不断提高产品质

量和技术性能，促进技术进步，争取在电池能量密度、安全、

寿命、质量、价格等方面取得突破，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充分发挥政府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的引导作

用。抢抓国家和省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契机，切实

发挥示范应用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作用。结合产业基础

和特色优势，支持重点项目和研发平台建设。大力引进新

能源汽车整车生产企业，推进关键零部件本地化、关键技术

自主化、产品应用多样化，建立以骨干企业为主体、品牌产

品为支撑的研发、制造、售后服务体系。梳理新能源汽车产

业在充电、电池、电机、电控、服务体系等环节存在的薄弱环

节，采取有效措施整合提升。

　　八、健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辖市、区政府和市相关部门是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责任主体，要把思想和行动迅速统

一到市政府部署要求上来，健全机构、明确责任，落实措施、

加快推进，确保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既定目标如期实现。

要鼓励、引导、发动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公交、

出租企业积极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更

新时，要带头购置新能源汽车。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协

调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组织领导，督促相关部门加快制订鼓

励政策，及时研究解决推广工作中的问题。市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责任分工协作配合，

加强服务指导，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完善政策体系。各辖市、区政府和市相关部门在

自身权限内，在车辆上牌、车辆路面管理、停车、过桥过路

费、保险费、社会资本进入、纯电动汽车整车厂生产等方面

制订鼓励和引导政策，并确保政策相互衔接、形成整体合力。

　　（三）扩大宣传教育。要大力宣传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的意义和产品性能优势，使广大消费者了解新能源汽车，增

强环保意识，帮助算好使用新能源汽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账，努力提高公众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四）强化监督检查。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协调小组

办公室要加强日常检查督促，定期向协调小组通报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的数量、种类、充换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资

金拨付等情况。

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５日

８２３ 重要文件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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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重要文件目录

　　一、中共常州市委文件

　　中共常州市委常委会２０１４年工

作要点（１月１７日）

　　关于成立市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通知（１月２７

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第八届中国花卉博览会承办

组织工作第二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的决定（１月２８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在全市开展“重大项目突破年”活

动的实施方案（１月３０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２０１３年度市优秀重点工程

和“５１０”行动计划优秀项目的决定（１

月３０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２０１３年度辖市、区现代化建

设评价考核优胜地区的决定（１月３０

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常州市２０１３年度综合考核

“优胜单位”、“争先进位单位”的决定

（１月３０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２０１３年度全市“创新争星、

做强做大”活动优胜企业和优秀企业

家的决定（１月３０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城乡发展

一体化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２月６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成立常州市城乡发展一体化工作

领导小组的通知（２月１０日）

　　中共常州市委关于派出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督导组的通知（２

月１０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常州市２０１４年重点工程》

的通知（２月１７日）

　　中共常州市委关于成立市委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２月１９

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常州金融商务区建设的实施

意见（２月２６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成立常州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

作指挥部的通知（３月１１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建立和完善常州市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３月

２０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常州市实现现代化指标体

系２０１４年度分解方案》的通知（４月

１１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全市生态文明在行

动工作方案》的通知（４月１７日）

　　关于印发《中共常州市委常委会

议事决策规则》的通知（４月２３日）

　　关于市委常委会加强民主集中制

建设的意见（４月２３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开展新一轮企业“创新争星、做强

做优”活动的意见（４月３０日）

　　关于深入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

系建设的实施意见（５月２０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意见

（试行）（６月１８日）

　　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

责任、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试

行）（７月１０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常州市加快民营经济转型

提升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

年）》的通知（７月１７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常州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实施办法》的通知（７月１７

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推动城乡社区“减负增效”的实施

意见（７月２１日）

　　关于印发《中共常州市委规范性

文件制度办法》的通知（７月２４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意见（７

月２５日）

　　印发《关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八大专项治理活动”的总

体方案》的通知（８月１３日）

　　关于规范县处级非领导职务管理

的通知（９月５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成立常州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

导小组的通知（９月２３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深化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



意见（９月２５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

财政制度的实施意见（９月２５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

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９月２５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发展的实

施意见（９月２５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快转变政府职

能的实施意见（９月２５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健全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实施意

见（９月２５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成立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领

导小组的通知（９月２９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金坛市、溧阳市２０１２年度、

２０１３年度在促进县域经济跨越发展

中争先进位的决定（１１月４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常州市安全生产“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实施办法》的通知（１２

月８日）

　　中共常州市委、常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常州市人民政府职能转变

和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１２月

１７日）

　　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程序的意见（１２月２９日）

　　二、中共常州市委办公室文件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严格机构编制管理确保财政供养人员

只增不减的意见（１月２７日）

　　市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深入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实

施意见》的通知（２月１０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进一步做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

办理工作的通知（２月１０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２０１４年全市督查工作重点》的

通知（２月１２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市委督查工作领导小组督查事

项分解立项办法》的通知（２月２０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常州市金融商务区机构设置、职

能配置和运行机制方案》的通知（２月

２６日）

　　关于印发《关于切实改进学风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３月１８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党政后备人才队

伍建设的意见（３月１８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进一步改进军队专业干部安置工作的

意见（３月２７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常州市有关部门贯彻落实〈中共

常州市委关于全面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的意见〉重要举措分工方案》的通知（３

月２７日）

　　关于印发《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工作规则》《市委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专项小组工作规则》和《市委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细

则》的通知（３月２７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化解社

会矛盾的意见（５月６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加强党政领导干部述法工作的意见（５

月６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成立北汽集团新能源汽车项目推进领

导小组的通知（５月６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常州市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

讼出庭应诉规定》的通知（５月１９日）

　　关于印发《中共常州市委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２０１４年工作要点》的

通知（５月３０日）

　　印发《关于建立市委常委会谈心

谈话制度的规定》的通知（６月５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加强作风建设情况监督检查的

办法》的通知（６月１１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常州市２０１４年度综合考核绩效

评估）指标体系》的通知（６月１１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加强和创新群众工作促进解决信访突

出问题的意见（６月１３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健全重大决策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

制的实施意见（７月２１日）

　　关于推进城乡社区服务型党组织

建设的意见（７月２１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在全市推行“政社互动”推动社会管理

创新的意见（７月２１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意见（７

月２１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加快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的意见（７月２１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常州市社区专职工作者管理办

法》的通知（７月２１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常州市和谐（平安、文明）社区

（村）创建考评办法（试行）》的通知（７

月２１日）

　　关于印发《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常州市

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规划》的通知

（７月２１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２０１３常州市“八项工程”监测情况的

通报（８月６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下达２０１４年市区军队转业干部和随

调随军家属安置计划的通知（８月７

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督查工作的意见（８

月１３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开展突出信访问题排查和落实稳控情

况的报告（８月１３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２０１３年度常州市实现现代化监测统

计情况的通报（８月２０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２０１４中国常州科技经贸洽谈方

案》的通知（９月５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推进市级中心镇扩权强镇工作

的意见》的通知（９月１１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常州市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实

施细则》的通知（９月１９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规范常州市市级机关、事业单位

社会化用工管理的意见》的通知（９月

１９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０３３ 附　　录



侨联工作的实施意见（９月２２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积极构建创新创业生态服务体系的意

见（９月２５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教育现代

化建设的实施意见（９月２６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进一步加强全市司法所建设的意见

（１０月１３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预防职务

犯罪工作的意见（１０月２７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贯彻落实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若干〈意见〉分工方案》的通知（１０

月２８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成立市党委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１１月１３日）

　　关于成立市委巡视整改落实工作

协调办公室及督查组的通知（１１月１８

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转发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强化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实的

通知》的通知（１１月２７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申报２０１５年度市委、市政府规范性文

件制定计划建议项目的通知（１１月２７

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加强绩效管理和综合考核工作的实施

意见（１２月８日）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

的通知》的通知（１２月１５日）

　　关于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制度

建设的通知（１２月２６日）

　　关于印发《关于深化“四风”整治

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成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１２月２６

日）

　　三、常州市人大常委会文件

　　关于授予常州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

度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的决定（４月２２

日）

　　关于批准２０１３年本级决算的决

议（６月２７日）

　　关于批准调整本级财政支出预算

和政府债券支出预算的决定（１０月３０

日）

　　四、常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市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８５项行

政审批项目的通知（１月３日）

　　市政府关于聘任第五届常州仲裁

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１月３日）

　　市政府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政府工

作报告》目标任务分解落实方案的通

知（１月１３日）

　　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常州市城

市长效综合管理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

（１月２７日）

　　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１月２７日）

　　市政府关于颁发《常州市法治政

府建设考核评价办法》的通知（１月２８

日）

　　市政府关于成立常州市创建信息

惠民国家示范城市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２月２７日）

　　市政府关于成立常州市传统优势

产业转型升级“双百”行动计划联席会

议的通知（３月６日）

　　市政府关于颁发《常州市安全生

产长效管理考评办法》的通知（３月２４

日）

　　市政府关于分解下达２０１４年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目标任务的通知（３

月２５日）

　　市政府关于印发《常州市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３

月２５日）

　　市政府关于颁发２０１３年度常州

市科学技术奖的决定（３月２５日）

　　市政府关于表彰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

度市劳动模范和２０１３年度市五一劳

动奖状（奖章）的决定（４月２８日）

　　市政府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全市生

态文明在行动工作方案市各有关部门

目标任务书》的通知（４月２８日）

　　市政府关于印发《常州市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２０１４年目标任务书》的通

知（４月２８日）

　　市政府关于成立常州市金融商务

区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５月９日）

　　市政府关于表彰参与第二届江苏

技能状元大赛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决定

（５月２０日）

　　市政府关于印发《常州市工商登

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５月２０

日）

　　市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５８项行

政审批项目的通知（５月３０日）

　　市政府关于成立常州市创新型企

业培育联席会议的通知（５月３０日）

　　市政府关于颁发《常州市应对突

发事件应急征用管理办法》的通知（６

月４日）

　　市政府关于修改《常州市特殊情

形批准再生育一个孩子审批规定》相

关条款的决定（６月５日）

　　市政府关于颁发《常州市户籍准

入和迁移管理规定》的通知（６月５

日）

　　市政府关于印发《常州市征地补

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

知（６月６日）

　　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常州电子

商务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６月６日）

　　市政府关于颁发常州市第六届国

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和第十一届科学技

术杰出贡献奖的决定（６月６日）

　　市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的实施意见（６月２０日）

　　市政府关于印发《常州市水文管

理办法》的通知（７月１１日）

　　市政府关于印发《常州市发展规

划管理办法》的通知（７月１４日）

　　市政府关于切实加强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的意见（７月１８日）

　　市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

实施意见（７月２５日）

　　市政府关于颁发《常州市控制城

市道路挖掘管理规定》的通知（８月２２

日）

　　市政府关于促进企业加快利用资

本市场实现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９

月９日）

　　市政府关于促进企业改制设立股

份有限公司的实施意见（９月９日）

　　市政府关于加快医养融合服务体

系建设的实施意见（９月２５日）

　　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

体系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

（９月２５日）

　　市政府关于聘请沈国荣等３０位

同志为常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家咨

询委员会委员的通知（９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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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府关于公布第四批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增补名录的通知（９月２５

日）

　　市政府关于颁发《常州市消火栓

管理办法》的通知（１０月１６日）

　　市政府关于印发《常州市国有企

业对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１０

月２７日）

　　市政府关于颁发《常州市市级行

政审批事项目录管理办法》的通知（１０

月３１日）

　　市政府关于颁发《常州市行政审

批监督检查及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

（１０月３１日）

　　市政府关于印发《常州市市级行

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的通知（１０月

３１日）

　　市政府关于不再保留非行政许可

审批事项和取消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

目的通知（１０月３１日）

　　市政府关于表彰２０１４年常州市

市长质量奖和常州市质量管理先进单

位的决定（１０月３１日）

　　市政府关于发布常州核准的投资

项目目录（２０１４年本）的通知（１１月６

日）

　　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对黄色环保

标志机动车加强限制通行管理的通告

（１１月２５日）

　　市政府关于公布常州市第十三届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决定（１１

月２５日）

　　市政府关于颁发《常州市公共安

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的通

知（１２月４日）

　　市政府关于颁发《关于加强退役

士兵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１２

月４日）

　　市政府关于促进个体工商户转型

升级为企业的实施意见（１２月１６日）

　　市政府关于向辖区下放９４项行

政权力事项的通知（１２月１６日）

　　市政府关于公布２０１４年度常州

市中青年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名单的通

知（１２月１６日）

　　市政府关于颁发《常州市城镇燃

气管道设施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１２

月３１日）

　　市政府关于颁发《常州市市级政

府投资评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１２

月３１日）

　　五、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公

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的通知（１月３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１月３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２０１４年

常州市春节运输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１月１０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培育创新型企业

的工作方案》的通知（１月２７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下达２０１４年

度全市就业创业和社会保险扩面征缴

工作目标任务的通知（１月２７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打

击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教育活动方案的

通知（１月２７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政府

２０１４年制定规范性文件计划的通知

（１月２７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若干

规定》的通知（１月２７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

常州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要

点》的通知（１月２７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市长信箱”办理工作规则》的通知（１

月２７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１２３４５政府公共服务平台２０１４年工

作要点》的通知（２月２０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表扬２０１３年

度行政服务“群众最满意窗口”的通报

（２月２０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

全市质量工作要点的通知（２月２７

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人民银行

常州市中心支行等部门《关于防范逃

废金融债务风险，维护良好金融生态

环境的实施意见》的通知（２月２７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２０１３年度银

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评价

结果先进单位的通知（２月２７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力实施

商标战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意见的通

知（２月２７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表彰２０１３年

度全市政务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

个人的决定（３月６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５年常州市专利战略提升推

进计划的通知（３月６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

常州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要点》的

通知（３月６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指导目录（暂行）》

的通知（３月６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基

本实现残疾人事业现代化指标体系》

的通知（３月６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合并成立常州

市墙体材料和散装水泥领导小组的通

知（３月６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聘任常州市第

三届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委员的通

知（３月２５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常州市邮

政业寄递渠道安全监管工作领导小组

的通知（３月２５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２０１４年

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承办工作领导

小组的通知（３月２５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

常州市建设工地和堆场扬尘专项整治

行动方案》的通知（３月２５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对全市非经营

性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落实安全保护技

术措施的通知（４月１１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工程实施意见》的

通知（４月１５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常州市人

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的通知（４月

１５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教育局

等部门常州市学前教育现代化乡镇

（街道）建设工作意见的通知（４月１５

日）

　　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进一步推进企业主辅分离工作的意

见》的通知（４月２５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消

防规划２０１４年实施计划的通知（４月

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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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常州市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协调小组的通

知（４月２８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

全市放心消费创建工作要点》的通知

（５月９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发布２０１４年

常州市创新型领军企业和科技型上市

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名单的通知（５

月９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２０１３年

度全市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考

核工作的通知（５月９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２０１４年

度全市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

作的通知（５月９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全面加强残疾预防工作意见责任分解

方案》的通知（５月９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市国民经

济核算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５

月９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常州市社

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的通知（５月９

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常州市打

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的通知（５

月９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

件暂行规定》的通知（５月２０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常州市国

产创新医疗器械产品评价应用与示范

工程领导小组的通知（５月２０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促进信息消费的实施方案》的通知（５

月３０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市民卡工程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的通知（５月３０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进

一步提升建设项目审批效能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５月３０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再造工作方案

（试行）》的通知（５月３０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稳

增长、调结构、促转型，金融支持实体

经济百日行”活动的通知（６月２０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认定江苏三德

利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５７家企业为

常州市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

的通知（６月２０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小微企业

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

见（６月２０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我市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６月２０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常州市发

展循环经济领导小组的通知（６月２０

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土

地和房屋产权抵押登记相关事项的通

知（６月２０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办法》的

通知（６月２０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２０１４“激

情之夏”常州旅游节活动方案》的通知

（７月３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统计代理

进一步健全基层统计网络的通知（７

月１０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２０１４年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７

月１０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常州市电

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７月１０

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进一步加强社区服务用房建设管理意

见》的通知（７月１０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意见》的

通知（７月１０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７月１８

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江苏省第

十八届运动会常州市体育代表团的通

知（７月２５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十二五”时期推进内河船型标准化工

作实施意见》的通知（８月８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

全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工作

任务的通知（８月８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经信委

等部门常州市市民卡与居民健康卡整

合实施方案的通知（８月８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进一步加强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意

见》的通知（８月８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完善常州市市

本级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通知（８月８

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动

物疫病防治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的

通知（８月８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意见》的通

知（８月２９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参

加第十六届江苏国际服装节工作方案

的通知（８月２９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首届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实施方

案》的通知（９月９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流动人口

居住证制度的通知（９月２５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全市

２０１５年人口抽样调查工作的通知（９

月２５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考核办

法（１０月１６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

２０１４年秋收季节秸秆禁烧工作的通

知（１０月１６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政府向社会组

织转移职能的实施意见（１０月３１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市级行政

审批事项目录清单相关工作的通知

（１０月３１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工商登记前置改后置审批实行“先照

后证、证照联办”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１０月３１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实行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事项的通知（１０月

３１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增加常州市金

融商务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通知

（１０月３１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残疾人事业统计监测工作实施意见》

的通知（１１月１３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常州市社

会保险监督委员会的通知（１１月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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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重大投资

项目促进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通知

（１１月１３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江苏省

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的通知（１１月１３

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常州市金

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的实施意见（１１月

１３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下发《常州市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实施细则》的

通知（１１月１３日）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常州市市

区生态绿道管理养护工作的通知（１１

月２５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

的通知（１１月２５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统计

局、市科技局《常州市企业创新调查实

施方案》的通知（１１月２５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明确常州市埃

博拉出血热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和

部门职责的通知（１２月４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常州年

鉴（２０１５）》专题系列彩页组稿工作的

（１２月４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投资项目核准管理办法》的通知（１２

月４日）

　　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深化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

意见》的通知（１２月１６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行政权力

清单管理制度的通知（１２月１６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总工会

等单位关于提高市以上劳动模范待遇

的实施意见的通知（１２月１６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市以上劳

动模范待遇标准的通知（１２月１６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２０１５年

常州市“个转企”实施方案》的通知（１２

月２６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市

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管理的通知

（１２月３１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市区住宅

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管理的通知

（１２月３１日）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２０１４年

常州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名单的通知

（１２月３１日）

水清木华小区的早晨　（张一平　摄）

常州市重要电话、部分网站和微信公众号

紧急电话

报警服务中心 １１０ 火警 １１９ 急救中心 １２０

信息服务电话

号码信息查询 １１４

电信客服 １００００

移动客服 １００８６

联通客服 １００１０

邮政客服 １１１８５

气象问询 ９６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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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旅游电话

火车站问询 ８５０１５６８８

汽车站问询 ８８１７５３１２

公交咨询 ８８１２９２６２

交通热线 ９６１９６

交通事故处理 ８６６４４０１０

运输管理 ８８１０６６４３

生活服务电话

自来水报修服务 ８８１３０００８

供水服务 ８８８１２６８４

排水管理 ８５２０４４５０

保险服务 ９５５１８（人保）

９５５００（太保）

９５５１１（平安）

供电热线 ９５５９８

天然气报修中心 ８６６７１９９９

公共服务电话

安全生产 １２３５０

殡葬服务平台 ９６４４４

殡仪馆 ８５５０２５０４

８８５５０２３３（夜）

城建服务热线 ８８２２６６６６

城建投诉 １２３１９

城市管理 ８６６３８９１９

地震值班室 ８６９６９３３３

儿童福利院 ８８１２８３００

法律援助 １２３４８

法院公益热线 １２３６８

工商投诉 １２３１５

公共卫生 １２３２０

公路管理 ８６６４３４２０

公平交易 ８６６３２７２３

国税局 ８６６６７２６９

国土资源违法举报 １２３３６

航道管理 ８８８１４０４９

环保热线 １２３６９

火灾隐患举报

　投诉中心

９６１１９

纪检监察 ８５６８０５８６

精神病收治 ８８１１０４８８－８１３８

劳动监察 ８６６０４６７４

路灯管理处 ８８１０７２２８

纳税人维权

　服务中心

１２３６６

“三农”服务热线 １２３１６

社会福利院 ８８８１５１３４

生猪屠宰管理 ８６６０６３２３

市场合同 ８６６８２６８２

市政管理 ８６６１１９５０

水上搜救 １２３９５

为老便民服务平台 １２３４９

物价投诉 １２３５８

盐务管理 ８６６５０４３３

８６６８２５０４（夜）

药品举报 ８６６０３７４５

政府公共服务平台 １２３４５

质监投诉 １２３６５

中小企业法律服务 ９６８８５

住房公积金热线 １２３２９

走私举报 ８５１３９１４０

检察民生服务热线 １２３０９

交巡警服务热线 ９６１２２

汽车维修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１１３－１１３

部分网站

艾肯家电网 ｗｗｗ．ａｂｉ．ｃｏｍ．ｃｎ

ＣＯ土木在线 ｗｗｗ．ｃｏ１８８．ｃｏｍ

爱飘购 ｗｗｗ．ｉｐｉａｏｇｏｕ．ｃｏｍ

常州百事通 ｗｗｗ．５１９１１４．ｃｎ

常州地铁 ｗｗｗ．ｃｚｓｕｂｗａｙ．ｃｏｍ．ｃｎ

常州地铁网 ｗｗｗ．ｃｚｍｅｔｒｏ．ｎｅｔ．ｃｎ

常州电信网 ｗｗｗ．ｔｅｌｅｃｏｍｃｚ．ｃｏｍ

常州电子地图 ｗｗｗ．ｃｚｍａｐ．ｃｏｍ．ｃｎ

常州房地产信息网 ｗｗｗ．ｃｚｆｄｃ．ｃｏｍ．ｃｎ

常州干部在线学习 ｗｗｗ．ｃｚｘｘ．ｇｏｖ．ｃｎ

常州科普资源网 ｗｗｗ．ｃｚｋｐｚｙ．ｃｏｍ

常州高新区网 ｗｗｗ．ｃｚｎｄ．ｏｒｇ．ｃｎ

常州公祭网 ｗｗｗ．ｃｚｂｘｇｊ．ｃｏｍ

常州工商行政网 ｗｗｗ．ｃｚｇｓｊ．ｇｏｖ．ｃｎ

常州规划网 ｗｗｗ．ｃｚｇｈｊ．ｇｏｖ．ｃｎ

常州火车站网 ｗｗｗ．ｃｚｓ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ｍ

常州价格通 ｗｗｗ．ｊｇｔｏｎｇ．ｃｏｍ．ｃｎ

常州交通网 ｗｗｗ．ｃｚｊｔ．ｇｏｖ．ｃｎ

常州考试网 ｗｗｗ．ｃｚｋｓ．ｃｎ

常州劳动保障网 ｗｗｗ．ｃｚｌｄｂｚ．ｇｏｖ．ｃｎ

常州旅游网 ｗｗｗ．ｃｚｔｏｕｒ．ｃｏｍ

常州戚墅堰网 ｗｗｗ．ｑｓｙ．ｇｏｖ．ｃｎ

常州气象信息网 ｗｗｗ．ｃｚ１２１．ｃｏｍ

常州汽车站 ｗｗｗ．ｃｚｑｃｚ．ｃｎ

常州人才网 ｗｗｗ．ｃｚｒｃ．ｃｏｍ．ｃｎ

常州人事网 ｗｗｗ．ｃｚｒｓ．ｇｏｖ．ｃｎ

常州市网络发言人网站 ｗｗｗ．ｃｚｂｂｓ．ｇｏｖ．ｃｎ

常州市政府门户网 ｗｗｗ．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ｇｏｖ．ｃｎ

常州体育信息网 ｗｗｗ．ｃｚｓｐｏｒｔｓ．ｇｏｖ．ｃｎ

常州天宁网 ｗｗｗ．ｃｚｔｎ．ｇｏｖ．ｃｎ

常州图书馆 ｗｗｗ．ｃｚｌｉｂ．ｎｅｔ

常州团购网 ｗｗｗ．０５１９ｍａｌｌ．ｃｏｍ

常州信息港 ｗｗｗ．ｃｚｉｎｆｏ．ｎｅｔ

常州医药价格网 ｗｗｗ．ｙｙｊｇ．ｏｒｇ

常州在线 ｗｗｗ．ｃｚ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

常州终身教育在线网 ｗｗｗ．ｃｚｃｕ．ｎｅｔ

常州钟楼网 ｗｗｗ．ｃｚｚｌ．ｇｏｖ．ｃｎ

村居廉线 ｗｗｗ．ｃｊｌｘ．ｇｏｖ．ｃｎ

第八届中国花博会官网 ｗｗｗ．ｆｌｏｗｅｒｅｘｐｏ．ｃｏｍ．ｃｎ

第九大道 ｗｗｗ．９ｄａｄａｏ．ｃｏｍ

化龙巷 ｗｗｗ．ｈｕａｌ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ｃｏｍ

华贸通 ｗｗｗ．ｈｕａｍａｏｔｏｕｃｈ．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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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家塘万家鲜城市生鲜

　直配

ｗｗｗ．ｗａｎｊｉａｘｉａｎ．ｃｏｍ

望常州 ｗｗｗ．ｌｗｃｚ．ｃｏｍ

龙城春秋网 ｗｗｗ．ｌｃｃｑ．ｇｏｖ．ｃｎ

乐游常州 ｗｗｗ．ｃｚｔｏｕｒ．ｃｏｍ

平安常州网 ｗｗｗ．ｃｚｓｇａ．ｇｏｖ．ｃｎ

肉菜流通追溯管理平台 ｗｗｗ．ｃｚｒｃｚｓ．ｇｏｖ．ｃｎ

淘常州 ｗｗｗ．ｔａｏｃｚ．ｃｏｍ

生态·常州 ｗｗｗ．ｓｈｅｎｇｔａｉ－ｃｚ．ｃｏｍ

天天红火网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ｔｔｈｏｎｇｈｕｏ．ｃｏｍ

网上车管所 ｗｗｗ．ｃｚｃｇｓ．ｇｏｖ．ｃｎ

武进新闻网 ｗｗｗ．ｗｊ００１．ｃｏｍ

中国常州网 ｗｗｗ．ｃｚ００１．ｃｏｍ．ｃｎ

中国金坛网 ｗｗｗ．ｊｓｊｉｎｔａｎ．ｇｏｖ．ｃｎ

中国溧阳网 ｗｗｗ．ｌｉｙａｎｇ．ｇｏｖ．ｃｎ

中国武进网 ｗｗｗ．ｗｊ．ｇｏｖ．ｃｎ

中国园艺网 ｗｗｗ．ｒｏｓｅ－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中吴网 ｗｗｗ．ｚｈｏｎｇ５．ｃｎ

中新常州新闻网 ｗｗｗ．ｊｓｃｚ．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部分微信公众号

常州１１０ ｃｚｇａ－１１０

常州保利大剧院 ｐｏｌｙ＿ｃｚｄｊｙ

常州车管所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ｇｓ

常州地税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ｄｉｓｈｕｉ

常州公交集团 ｃｚｇｊｊｔ

常州规划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ｇｕｉｈｕａ

常州海事 ｃｚｍｓａ１

常州红十字会 ｃｚｓｈｓｚｈ

常州价格通 ｃｚｊｇｔｗｘ

常州检察在线 ｃｚｊｃｚｘｄｙｈ

常州交警 ｃｚｊｉａｏｊｉｎｇ

常州劳动监察 ｃｚｌｄｊｃ

常州女性 ｃｚ＿ｎｖｘｉｎｇ

常州气象 ｃｚｑｘｗｘ

常州汽车站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ｑｃｚ

常州青年 ｃｚｙｏｕｔｈ

常州人才 ｃｚｒｃｗｘ

常州水文局 ｊｓｃｚｓｗｗ

常州网 ｃｚ００１ｗｘ

常州微城管 ｃｚｃｇ１２３１９

常州献血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ｂｌｏｏｄ

常州消防哥 ｃｚｘｆ１１９ｇｅ

常州移动 ｃｚ＿ｃｍｃｃ

常州义工 ｃｚｙｇ２０１４

常州应急 ｃｚｙｊ０５１９

常州邮政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ｐｏｓｔ

常州智库 ｃｚｚｈｉｋｕ

平安常州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ＧｏｎｇＡｎ

文明常州 ｗｅｎｍｉｎｇｃｚ

无线常州 ＷＩＦＩ－ＣＺ

游常州 ｃｚｔｏｕｒ００２

运河五号创意街区 ｃｚｙｈｅｗｈ

璀　璨　（蒋伟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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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索引

说　　明

　　一、本索引采用主题分析法编制，

按主题词首字的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同音字按声调排列；首字相同按第二

个字的音序排列，以此类推。

二、主题词后的阿拉伯数字表示

内容所在页码，数字后的ａ、ｂ、ｃ分别

表示该页的左、中、右栏，表格后注明

为“（表）”。

三、本索引编有参见系统和附见

系统。款目后第二个页码起为参见，

表示参见内容所在位置；相关款目下

一行缩后两字所排款目为附见款目。

四、特载、大事记、重要文件选编、

附录、彩页等均未编制索引。

五、为便于读者检索，在常州的组

织、单位、部门和在常州发生的事件名

称前的“常州”字样，除易产生歧义者

外，均予省略。

犃

ＡＰＥＣ科技创新政策伙伴关系机制会

议　４４ｃ

埃博拉出血热疫情防治　２６３ａ

艾滋病综合防治　２６２ｃ

爱国卫生　２６４ａ

安全管理常州军分区　８２ａ

安全生产

　　长效管理　２１６ｃ

　　法治建设　２１７ｃ

　　基层基础建设　２１７ｃ

　　监督管理　２１６ｃ

　　宣传培训　２１７ｂ

　　隐患排查治理　２１７ａ

　　执法检查　２１７ａ

　　专项整治　２１７ｂ

安全生产月活动　２１７ｃ

安置帮教　９８ｂ

案件查处　６９ｃ

澳大利亚大麦　１０４ａ

澳门　４５ｂ

犅

白蚁防治　１７０ｂ

“百千万”帮扶工程　１１９ａ

版权保护　２５８ｂ

帮扶服务工作　７７ａ

宝鹏建筑工业化产业园　１１１ｃ

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质量受权人制度试

点　２１４ａ

保密工作　５６ｂ

保险反欺诈　１４９ｂ

保险给付　１４８ｃ

保险公司　１４８ｂ

保险赔付　１４８ｃ

保险行业　１４９ａ

保险　２９ｂ　１４８ｂ

　　财产（表）　１４９ａ

　　人身（表）　１４８ｂ

　　金坛市　２９０ａ

　　溧阳市　２９４ａ

报业传媒集团　２５９ａ

报纸（表）　２５８ａ

暴雨　２５ａ

北郊高级中学　２３９ｂ

北京化工大学先进材料研究院　２２１ａ

奔牛站改扩建　１８３ｂ

标准化工作　２１５ｃ

标准化试点　２１５ｃ

滨江经济开发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６ａ

殡葬管理　２８３ａ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　２６４ｂ

波力杯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２７２ｃ

博爱亲情林　７１ａ

博士后　２５９ｂ

博盈投资斯太尔动力项目　１１１ｂ

补充耕地质量评定　１２４ａ

不良金融资产交易中心　１９６ｂ

不停车检测系统　１８１ａ

部属单位　３９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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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ＢＡ联赛江苏同曦男篮常规赛常州

赛区　２７３ｂ

ＣＢＡ联赛江苏中天钢铁男篮常规赛

常州赛区　２７３ａ

ＣＣＣ　２１６ａ

ＣＣＴＶ体坛风云人物全民健身常州行

　２６７ｂ

ＣｅｌｌＤｅａｔｈ ＆ Ｄｉｓｅａｓｅ免疫、干细胞

与疾病国际研讨会　２６６ａ

财产净收入　２６ｃ

财税改革　１９３ｃ

财政　１９３ａ

　　收入　２８ａ　１９４ａ　（表）　１９４ｂ

　　支出　１９４ｂ　（表）　１９４ｂ

财政供养人员　５３ｂ

财政管理体系　１９４ａ

财政审计　２０１ａ

财政预算绩效管理　１９６ｂ

财政支持生态环境建设　１９５ｃ



财政综合检查　１９６ｃ

“菜篮子”蔬菜基地　１２４ｃ

菜市场管理　１２９ａ

餐厨废弃物管理　１６４ｂ

餐厨废弃物综合处置工程　１６４ｂ

餐饮业　１２７ｃ

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２８６ｂ

残疾人事业　２８６ａ

　　扶贫帮困　２８６ｂ

　　竞赛　２８６ｃ

　　免费体检　２８６ｂ

　　宣传文化　２８６ｃ

蚕桑生产　１２４ｂ

曹建明　９０ｂ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１２３ｃ

产权产籍　１６９ｃ

产权交易　１９６ｂ

产学研合作　２２０ｃ　２３３ａ

产业发展　１１１ａ

产业孵化　２２１ｃ

产业集聚和集群　１１０ｂ

产业链建设　２３０ｃ

产业投资　２０７ｂ

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６ａ　２０６ｃ

产业用电　１１７ａ

长荡湖　１３７ｂ

长三角地区社会现代化高层论坛　

５５ａ

肠口肠镜用肛管　２６５ｃ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３ａ

常创天使基金　２２２ｂ

常金给水管线迁移工程　１６１ａ

常州　１１４ｂ　１９０ｃ　２８４ｃ

《常州“生态绿城”建设规划（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１５４ｃ

常州·名古屋·台北血液净化技术交

流合作中心　２６６ｃ

常州菜研究院　１２８ａ

常州城区段大运河　２５３ｂ

常州大学　２４５ｃ

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　２４６ｃ

常州党政企业代表团　４５ａ

常州电信　１８７ｃ

常州方志馆　６６ｂ

常州风光系列明信片　１３２ａ

常州概况　２３ａ

常州港　１０４ａ

常州高级中学　２３９ｂ

常州高新区新型城镇化研究　１５５ｂ

常州工学院　２４７ｂ

常州工学院北部新城新校区　２４８ｂ

常州公开课　２４０ｂ

《常州古地图集》　２５６ａ

常州股权交易中心　１９６ｂ

常州广播电视台　２５７ａ

常州国画作品　２５４ａ

常州国际创新园　２３３ｂ

常州国家高新区　１０３ａ　２９８ｂ

常州籍运动员比赛成绩（表）　２７０ａ

常州舰　２７９ｃ

常州经贸代表团　４５ｂ　５２ａ

常州军分区　４１ｂ　８１ａ

常州开放大学　２４９ｂ

《常州科教城公共研发机构产学研合

作奖励办法（试行）》　２２０ｃ

《常州科教城推进“３５８”计划企业扶持

办法》　２２２ａ

常州联通　１８８ａ

常州联谊会　５０ｃ

常州旅游天猫旗舰店　１３５ｂ

《常州年鉴（２０１４）》　６７ａ

常州企业“走出去”战略合作协议　

１４４ｃ

常州企业成长与创新资本合作洽谈

会———黑马大赛常州赛　２０４ｃ

《常州清代文化简史》　２３６ｃ

常州日报社　２５８ａ

常州青年家园　７９ａ

《常州市编史修志志》　６７ａ

《常州市城市燃气专项规划（２０１２修

编版）》　１５５ａ

《常州 市 城 市 人 防 工 程 建 设 规 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８４ｂ

《常州市第五立面规划管控研究》　

１５５ｂ

《常州市工商登记前置改后置审批事

项目录》　２１１ｃ

《常州市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２１１ｃ

《常州市关于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实

施办法（试行）》　２６８ａ

《常州市关于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的实施意

见》　１１９ｃ

《常州市户籍准入和迁移管理规定》　

９４ｃ

《常州市焦溪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

　１５３ｂ

《常州市金融商务区（东经１２０地区）

城市设计及导则》　１５５ｂ

《常州市军事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创刊

号）》　８３ａ

《常州市农业机械社会化维修考核奖

补办法（试行）》　１２６ｃ

《常州市青龙分区 ＱＬ０３编制单元控

制性详细规划》　１５５ｂ

《常州市区房地产开发项目收费清单》

　２０９ｂ

《常州市区建设审批项目收费清单》　

２０９ｂ

《常州市区建设审批中介服务收费清

单》　２０９ｂ

《常州市区实施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的

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　２０９ｂ

《常州市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

革方案》　５３ａ

《常州市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

性基金目录》　２０９ｂ

《常州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２５１ａ

《常州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　２１５ｂ

《常州市市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操作

办法（暂行）》　１９５ａ

《常州市文化产业信贷风险补偿专项

资金项目贷款保证保险三方合作协

议》　２５２ｂ

《常州市市级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

　５２ｂ

《常州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市级财

政补贴实施细则》　１１１ａ

《常州市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

金目录》　２０９ｂ

《常州市学前教育现代化乡镇（街道）

建设意见》　２４０ｃ

《常州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

保障办法》　１５６ｂ

《常州市志（１９８６—２０１０）》　６７ａ

常州市重要团组出访（表）　６３ａ

《常州通史》　６６ｃ

《常州戏剧家》　２５３ｃ

常州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　２２１ａ

《常州新周刊》　２５９ａ

常州移动　１８７ｃ

常州政府门户网站　１９１ｂ

常州智能制造技术与产业创新发展研

讨会　２２１ｃ

常州园林　２６ａ

敞开公园　１５９ｃ

畅通便民　９２ｂ

唱响常州菜　１２７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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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智　７２ｂ

陈明　２５４ａ

陈士华　２４４ｃ

陈晓鸣　２３０ｃ

成本调查监审　２０８ａ

成品油　１２８ｂ

诚信建设　４８ｃ

城工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２４８ｂ

城市长效综合管理　１６２ａ

　　工作考评（表）　１６２ｂ

城市防洪大包围　１７８ｂ

城市公共交通　１８１ｃ

城市供水　１６０ｃ

城市管理　１６２ａ

　　天宁区　３００ｃ

　　戚墅堰区　３０３ｃ

　　新北区　２９９ａ

　　钟楼区　３０２ｂ

城市管理服务　１６３ｃ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１６３ｂ

城市管理宣传　１６４ｃ

城市规划　１５４ａ

城市轨道交通　１５８ｃ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１６３ａ

城市建设　１５３ａ

　　天宁区　３００ｃ

　　戚墅堰区　３０３ｃ

　　新北区　２９９ａ

　　钟楼区　３０２ｂ

城市荣誉　２６ｂ

城市外宣　４７ｂ

城乡建设　３１ｂ

　　金坛市　２９０ｂ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服务　２７９ａ

城乡社会保障　１９５ｂ

城镇建设与管理

　　武进区　２９６ｃ

惩防体系建设　６９ｂ

齿轮传动系统产品　１１２ｂ

仇书洪　８７ｂ

出口　９９ｃ

出口前１０位企业（表）　１００ｃ

出入境检验检疫　１０４ａ

　　动植物检验检疫　１０５ａ

　　卫生检疫　１０５ａ

出租汽车　１８２ｂ

出租汽车爱心接力　１８２ｂ

储卫清　８９ａ

传染病防治　２６２ｃ

船舶检验　１８５ａ

船舶签证　１８５ａ

创新创业平台　２３２ｂ

创新创业人才集聚　２３３ｂ

创新平台　２９ｃ

创新人才　２２０ｃ

创新型企业培育　２３１ａ

创新型园区建设　２３１ｃ

创业投资　２０４ｂ

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６ｃ

创意产业扶持政策　２６０ｃ

创意产业基地　２５９ｂ

创业之桥———海外人才常州创新创业

洽谈会　６５ｂ

“春到江南”旅游系列活动　１３４ｃ

春秋淹城旅游区　２５ｃ

慈善救助情况（表）　２８４ａ

慈善事业　３１ｂ　２８４ｃ

磁敏感成像　２６６ａ

《从长荡湖来的女孩》　２９１ａ

崔彰允　２７６ｂ

《翠苑—江南心》　２５４ｂ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　１１９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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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非治违　９６ｂ

打击犯罪　９２ｃ

打击非法电台　２５２ａ

打击非法设置无线电台（站）专项治理

活动　１９２ｂ

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　１２８ｃ

打击刑事犯罪　８９ｂ

打击走私　１０５ｃ

打假治劣　２１６ａ

大额授信风险　１４１ｃ

大风　２５ａ

大服务业统计体系建设　２１８ｃ

大娘水饺　１２８ａ

大气污染防治　１７５ａ

大型仪器设备协作共享网　２３４ｃ

大学生创新创业园　２２３ａ

代建单位招投标　１７８ｂ

埭头镇　２６４ａ

“单独两孩”生育新政　２７５ａ

单证项下网银即期购汇　１４４ｂ

担保　１５２ａ

“担保圈”风险化解　１４２ｃ

担保业　１５２ｃ

党风廉政建设　６９ａ

党建工作　５５ｂ

党派社会服务品牌　５０ｃ

党史工作　５３ｃ

党外代表人士队伍　５０ｂ

党校工作　５４ｂ

党校教学　５４ｂ

党校科研　５４ｃ

党员教育管理　４５ｃ

党员义工３６５　４６ａ

党政社团　４３ａ

档案工作　５７ｃ

档案馆建设　５７ｃ

档案馆数字化　５８ａ

档案培训　５７ｃ

档案现代化建设　５８ａ

档案志愿者分会　５７ｃ

档案资源建设　５８ａ

!

田英之　２７６ｂ

道德讲堂　４８ｂ

道德讲堂主题邮局　１３２ｃ

德国高级专家技术援助项目　７６ａ

迪诺水镇　１３７ｃ

地方税务　１９８ａ

　　分地区收入（表）　１９８ｂ

　　分税种、级次完成情况（表）

　　　１９９ａ

地方税征收管理　１９９ｃ

地方志工作　６６ｂ

地籍测绘　１５６ｂ

地理标志商标　２１３ａ

地理交通　２３ａ

地貌　２３ａ

地名（表）　２８１ａ

地区用电　１１７ａ

地铁标志　１５９ａ

地铁官网　１５９ａ

第二人民医院　２６６ｂ

第六元素　１１５ａ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２１８ｂ

第三方调查评估　７６ａ

第三方民意调查工作　２１３ｃ

第三人民医院　２６６ｂ

第四人民医院新北院区肿瘤中心　

２６６ｃ

第一人民医院　２６５ｃ　２６６ａ

第一中学　２３９ｂ　２６８ｃ

典当　１５２ａ

典当业　１５２ａ

电容器组谐波保护装置　１１６ｃ

电视　２５１ａ

电梯应急救援平台　２１６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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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建设　１１６ａ

电子商务　１９０ｃ

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１０６ａ　１９０ｃ

电子信息产业　１１３ｃ

调解机制建设　８５ａ

丁建宁　２３０ｂ

丁塘河湿地公园　１５８ａ

定点病种救治医院　２６６ｂ

东方特钢高速电梯导轨项目　１１１ｂ

东风农机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８ａ

东海期货　１５１ａ

东海证券　１５１ａ

冬绿肥种植　１２３ｃ

董金狮等人敲诈勒索案　９４ｃ

动物防疫检疫　１２５ａ

对接中央企业　１１７ｂ

对台交流交往　５１ｂ

对台经济　５１ａ

对外承包工程　１０１ｂ

对外及港澳台经济　９９ａ

对外及港澳台贸易　９９ｃ

对外交往　２９ａ

对外劳务合作　１０１ｂ

对外贸易完成情况（表）　１００ａ

犈

２０１４年营业收入前１０名旅行社（表）

　１３５ａ

２２０千伏工业输变电工程　１１６ｃ

儿童口腔疾病干预　２６２ｃ

耳鼻咽喉科变态反应中心　２６６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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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　９７ｃ

法律援助　９７ｃ

法人客户五级分类差异监测机制　

１４２ｃ

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监管　１４２ａ

法润常州·春风行动　８６ｃ　９７ａ

法院执行工作　８８ｂ

法治　８５ａ

法制宣传教育　９７ｂ

法治常州　８６ａ

法治为民办实事　８６ｃ

法治文化　８７ａ

法治系列创建　８６ｂ

反家暴工作者协会　８０ａ

方志宣传　６６ｂ

方志研究　６６ｂ

方志征编　６６ｂ

防汛防旱　１７７ａ

防治　２６３ｃ

房地产管理　１６８ｂ

房地产开发管理　１６８ａ

房地产市场　１６９ｂ

房屋安全鉴定　１７０ａ

房屋征收　１６８ｂ

纺织服装　１１４ｃ

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２２６ｂ

《放宽市场主体场所（经营场所）登记

条件暂行规定》　２１１ｃ

“放心肉”工程　１２８ｂ

放心消费创建　２１３ｂ

飞灰稳定化处理　１６４ｂ

非法黄沙过驳区整治　１０６ｃ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四信”教育实践　

７５ｃ

非国有资金项目发包　１６５ｃ

非学历教育培训　２５０ｂ

非遗　２６ｂ　２５２ｃ

肺结核防治　２６３ａ

费高云　４４ａ　４４ｂ　４４ｃ　５２ａ　５８ｂ

２１７ｃ

分离发展服务业　２０３ｃ

风景名胜　２５ｂ

凤凰公园　１５８ｂ

扶粮惠农政策　１２４ｂ

服务惠民　９２ｃ

服务类申诉热点（表）　２１３ｂ

服务青年社会组织　７８ｂ

服务外包　１０１ｃ

服务业　２９６ｂ

　　新北区　２９８ｃ

服务业发展　２０３ｂ

服务业十大产业　２０３ｃ

符建华　９０ｂ

福布斯中国大陆最具创新力城市　

２２７ａ

福隆控股集团　１１１ｃ

付费清单　２０８ａ

妇女创业就业　７９ａ

妇女儿童发展　７９ｃ

妇女合法权益　７９ｃ

妇女儿童发展监测与评价　７９ｃ

妇幼保健　２６４ｂ

负责人名单

　　金坛市　２９２ａ

　　溧阳市　２９５ａ

　　戚墅堰区　３０４ｂ

　　天宁区　３０１ｂ

　　武进区　２９７ｂ

　　新北区　２９９ｃ

　　钟楼区　３０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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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创新　２０５ｂ

改革与发展　２０３ａ

干部队伍建设　４５ｂ

干部管理　４５ｃ

钢帘线项目　１１１ｃ

港口　１８５ｃ

高标准粮田建设　１２４ａ

高层次人才引育　２７６ｂ

高层次外国专家　２７６ｂ

高等教育　２４５ａ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２４６ｃ

高等院校　４２ｂ

高寒齿轮箱驱动装置　１１３ａ

高技能人才　２７６ｃ

高鸣　２５４ａ

高速公路　１８０ｃ

高温　２５ａ

高效农业机械　１２６ｂ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２７８ｂ

高新产业　２７ｂ

高职教育园区　２２２ｃ

高职教育综合改革　２２２ｃ

高中教育　２４１ａ

高中学科竞赛　２４１ｂ

革命传统　２５ｂ

葛志军　５８ｂ

个私经济管理　２１１ｃ

个体工商户区域分布（表）　２１０ｂ

个体工商户主要行业分布（表）　２１１ａ

耕地保护　１５６ａ

耕地质量监测　１２４ａ

耿中华　９０ｃ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２２３ｂ

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１６６ｂ

工会法律工作　７６ｃ

工会劳动保护　７６ｃ

工会组织建设　７６ｃ

工伤保险　２７８ｃ

工商登记制度改革　２１１ｂ

工商联　７０ｂ

工商涉农管理　２１２ｂ

工商行政管理　２１０ａ

工业　２８ｂ　１０７ａ

　　金坛市　２８９ｃ

　　溧阳市　２９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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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进区　２９６ａ

　　新北区　２９８ｃ

　　钟楼区　３０２ａ

工业经济　２８ｂ

工业企业

　　总产值前５０位（表）　１０８ａ

　　实现利税前５０位（表）　１０８ｃ

　　主营业务收入前５０位（表）　

１０８ｂ

工业投资　１０９ｂ

工业指标　１０７ａ

工资性收入　２６ｂ

公安　９１ｃ

公安出入境窗口服务　９３ｃ

公安法制建设　９３ｂ

公安服务发展　９１ｃ

公房解危　１７０ｃ

公共安全　８５ｂ

公共服务　３１ｂ

公共服务平台　１８９ｂ

公共节能　６７ｂ

公共权力规范运行　８６ａ

公共卫生　２６２ａ

公共卫生事件监测　２６２ｃ

公共阅读服务　２５７ｃ

公共租赁住房　１６９ａ

公交服务　３１ｂ

公交公司　１８１ｃ

公交综合标准化服务试点　１８１ｃ

公立医院改革　２６１ｃ

公路　１８０ａ

公路建设　１８０ｂ

公路养护　１８０ｂ

公民道德建设　４８ｂ

公民教育实践活动　２３９ｂ

公平交易执法　２１３ａ

公务用车　６７ｂ

公务员管理　２７７ｂ

“公益”中文域名　５３ｂ

公用事业　３１ｂ　１６０ｃ

　　溧阳市　２９４ｂ

公证工作　９８ａ

公众安全感社会调查　８６ｃ

公转商补息贷款　１７１ｂ

供电公司　１１５ｃ　１１６ｃ

供销合作商业　１２９ｂ

供销技物结合服务　１３０ａ

孤儿养育　２８４ｂ

股权出质登记　２１０ａ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７ｂ　２８ｂ

　　金坛市　２８９ｃ

　　溧阳市　２９３ｂ

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　１１０ａ

关检合作　１０６ａ

关心下一代工作　２８８ｂ

《关于防范逃废金融债务风险、维护良

好金融生态环境的实施意见》　

１４０ａ

《关于鼓励和扶持创意产业发展的若

干意见》　２１２ｃ

《关于核定电动汽车充电服务价格等

有关问题的通知》　１１１ａ

《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意

见》　１１１ａ

《关于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意见

（暂行）》　１２５ｃ

《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

意见》　２８７ｂ

《关于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快转变政府

职能的实施意见》　５２ｂ　５３ａ

《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２０６ｂ

《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教

育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　２３７ａ

《关于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城乡发

展一体化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　１１９ａ

《关于完善和深化征管改革的实施意

见》　２００ｂ

管理体系获证企业　２１６ａ

光彩基金　５１ａ

光伏产业　１１３ｃ

光华东路　１５７ｃ

光纤到户　１８７ｂ　１８７ｃ

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１ｃ　２３１ｃ

广播电视　２５１ａ　２５７ａ

广告　１６３ａ

广告监督管理　２１２ｃ

规范性文件　６５ａ

规划编研　１５４ｂ

规划管理　１５４ｃ

轨道交通１号线　１４３ａ　１５９ａ

轨道交通产业　１１１ｃ

轨道交通工程审计　２０２ｂ

轨道交通建设　１５４ａ

国防动员　８２ｂ

国防后备力量　８２ｂ

国防教育　８２ｃ

国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４ａ

国际（地区）航班　１８６ａ

国际动漫艺术周　２６０ｂ

国际康健项目　２７６ａ

国际科技合作　２３３ａ

国际赛事　２７２ａ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　９４ｃ

国际友好城市　６４ａ

国家电网系统个人售电发票　１１６ｃ

国家发明专利　２６５ｃ

国家广告产业园建设　２１２ｃ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２４４ｃ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２３７ａ

国家级两化深度融合试验区　２２２ａ　

２２７ａ

国家级留学人员创业园　２２０ａ

国家级出口地板质量安全示范区　

１０４ｂ

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１３０ｂ

国家级生态镇（街道）　２９９ｂ

国家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　２８０ｂ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２３１ｂ

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　１７８ｂ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１５４ａ　１５３ａ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　２５１ａ

国家历史文化名村　１５３ｂ　２５２ｃ

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１５３ｂ　２５２ｃ　

２９９ｃ

国家森林城市创建　１２１ｃ

国家税务　１９６ｃ

　　税收完成情况（表）　１９７ｂ

　　增值税、消费税分地区完成情况

　　　（表）　１９７ｂ

国家司法考试　９８ｃ

国家卫生镇　２６４ｂ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２４０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６６ａ

国库集中支付　１９５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７ｃ

国民体质监测　２６８ａ

国内贸易　２８ｃ

　　溧阳市　２９３ｂ

国土管理　１５６ａ

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区域分布

（表）　２１０ｂ

国有企业党建工作　２０６ｃ

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２０６ｂ

国有企业经济运行　２０５ｂ

国有企业投融资　２０６ａ

国有企业信访维稳　２０６ｃ

国有企业资产管理　１９６ｂ

１４３索　　引



国有资本布局　２０６ａ

国有资产产权管理　２０５ｃ

国有资产管理　２０５ｂ

国有资产考核评价　２０６ｂ

国有资金投资工程　１６６ａ

国债市场　１３９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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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７Ｎ９流感　１２４ｃ

Ｈ７Ｎ９禽流感　２６６ｂ

海斌农机专业合作社　１３０ｂ

海关　１０５ｂ　１８６ｃ

海关监管　１０５ｃ

海事　１０６ａ

海棠花会　１６０ａ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２６６ａ

海外联络　５０ｃ

海外授权首个专利　１１６ｃ

海峡两岸（常州）健康产业交流对接会

　５２ａ

海峡两岸集邮交流暨２０１４江苏集邮

学术论坛　１３２ｃ

海智工作　２３５ａ

寒潮　２４ｃ

航道　１８４ａ

航天（北京）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３ａ

航天乐园项目　１３３ｂ

合同监管　２１２ｃ

合同能源管理　１１８ｂ

和谐家庭建设　７９ｂ

和谐劳动关系　７６ｃ

和谐社区建设　２８１ｃ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２４６ｃ

河海东路　１５７ｂ

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８ａ

横山桥　５３ｃ

红十字会　２８４ａ

红十字会成立　２８５ａ

红十字会救护工作　２８４ａ

红十字会救助工作　２８４ａ

洪涝灾害　２８０ｂ

后勤保障　

　　武警常州市支队　８３ｂ

　　常州军分区　８１ｂ

后勤综合服务　６７ｃ

户籍迁移　９４ｃ

户籍准入　９４ｃ

沪蓉高速青龙互通　１８０ｃ

华利达服装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０ｃ

华贸通　１０２ａ

华泰证券　１５１ｂ

华威世纪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４ａ

化龙巷　１９２ａ

化学工业　１１４ｃ

怀德学院　２４６ｃ

环保执法监管　１７６ａ

环境保护　３１ｂ　１７３ａ

　　金坛市　２９０ｃ

　　溧阳市　２９４ｃ

环境保护公益诉讼　８９ａ

环境风险信息预警平台　１７６ａ

环境监测　１７６ｂ

环境监测监控设施建设　１７５ｃ

环境卫生　１６３ｃ

环境卫生综合厂　１６４ｂ

环境预警体系　１７５ｃ

环球动漫嬉戏谷　２５ｃ

环球恐龙城　２５ｃ

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武进赛段）

　２７３ａ

环卫工人意外伤害互助保障　１６４ａ

环卫行业工作研究会职工培训基地　

１６４ａ

环卫重点工程　１６３ｃ

黄金市场　１３９ｂ

黄强　９２ａ

惠民工程　２９１ｃ

婚姻登记　２８３ａ

火车站　１８３ｂ

回家过节———海外华裔青少年弘扬江

苏文化行　６５ｃ

火灾防控　９５ｃ

货币市场　１３９ａ

货币信贷　１３９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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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１３８部队　８３ｃ

９号创客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２２２ｂ

机场　５１ｂ　１８５ｃ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２２４ｃ

机构编制　５２ｂ

机关党建　５５ｂ

机关党团组织　５５ｂ

机关绩效管理　５３ｂ

机关精神文明建设　５５ｃ

机关事务管理　６７ｂ

机关作风效能建设　５５ｂ

机器人研发中心　２２１ｃ

基层供销合作组织　１２９ｃ

基层卫生人员在岗培训　２６５ａ

基层政务公开　６１ｂ

基层治理　８５ｃ

基础教育课程基地建设共同体　２３８ｂ

基础设施　２７ｂ　３１ｂ

“激情之夏”常州旅游节　１３４ｃ

集体商标　２１３ａ

集邮选修课　１３２ｃ

脊髓损伤修复　２６６ａ

计划生育奖励优惠　２７５ｂ

计量管理　２１５ａ

纪检监察开放日　７０ａ

纪检作风建设　６９ｂ

纪律检查体制改革　７０ａ

技防入户　８５ｂ

技工教育　２４４ｂ

技能状元大赛　２４４ｃ

家庭暴力告诫制度　８０ｂ

家庭农场　１２０ａ

嘉泽镇　２６４ｂ

《甲午风云》　２５４ａ

价格惠民药店　２０９ａ

价格监测　２０８ｃ

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　２０８ｂ

价格鉴证　２０８ｃ

价格认定公共服务　２０９ａ

价格认证　２０８ｃ

价格收费改革　２０７ａ

价格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２０７ａ

价格争议调解　２０９ａ

价格秩序　２０８ａ

驾驶员培训　１８３ａ

肩锁关节脱位喙锁间韧带固定器　

２６５ｃ

兼并重组　１１７ｃ

减负助企专项行动　２０８ａ

减权放权　５２ｃ

检察　８９ｂ

检察改革　９０ａ

检察为民中心　９０ａ

检察院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９０ｂ

建材工业　１１４ｃ

建设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２４３ａ

建设项目审批　１６７ｃ

建设行政审批事项　１６８ａ

建设银行常州分行　１４４ｃ

建设银行常州培训中心　２４４ａ

建筑　１６５ａ

建筑节能　１６８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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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　２８ｂ

建筑行业行政执法　１６７ｃ

建筑业　２８ｂ

　　金坛市　２９０ｂ

　　溧阳市　２９３ｃ

建筑业安全监督管理　１６７ａ

健康教育　２６４ｂ

《江南第一燕》　２５４ａ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１４８ａ

江南石墨烯研究院　２３３ａ

江南水产合作社　１３０ｂ

江苏　２５３ａ

江苏技能状元　１２７ｃ

江苏理工学院　２４８ｂ

江苏区域名牌　２１５ｂ

江苏人居环境范例奖　１５９ｃ

江苏银行常州分行　１４７ｂ

江苏友谊奖　２７６ｃ

江苏中科院智能科学技术应用研究院

　２２０ｃ

江苏中天钢铁女子排球俱乐部　２７３ｃ

蒋亚诚　３０５ｂ

交通　１７９ａ

　　安全管理　９４ａ

　　产业发展　１７９ｂ

　　规划科研　１７９ａ

　　设施建设　１７９ｂ

　　行业治理　１７９ｃ

交通通信支出　２７ａ

交通银行常州分行　１４５ｂ

交通银行普惠型特色网点　１４６ａ

交通运能　２９ａ

交通运输　２９ａ

　　金坛市　２９０ｃ

　　溧阳市　２９３ｃ

交通运输体系　２３ａ

焦溪村　１５３ｂ　２５２ｃ

教师队伍　２３７ｂ

教育　３０ａ　２３７ａ

　　金坛市　２９１ａ

　　溧阳市　２９４ａ

教育督导　２３８ａ

教育服务　２４０ｂ

教育国际合作交流　２３８ｃ

教育惠民系列培训　２４９ｃ

教育基本建设　２３７ａ

教育经费保障　１９５ｂ

教育科研　２３８ａ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２７ｂ

教育现代化建设监测　２３８ａ

教育信息化　２３８ｃ

教育装备　２３７ｃ

接待工作　６２ｂ

节能　１１８ｂ

节水型城市建设　１７７ｃ

巾帼圆梦行动　８０ａ

金峰集团　１１１ｃ

金融　１３９ａ

　　金坛市　２９０ａ

　　溧阳市　２９４ａ

　　武进区　２９６ｃ

金融服务　１４０ａ

金融改革　１３９ａ

金融管理　１３９ａ

金融稳定　１４０ａ

金融业　２９ｂ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百日行　１４０ｃ

金融资产交易中心　１９６ｂ

金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８ａ

金坛　２８４ｃ　２８９ａ

金坛（溧阳）船舶检验工作站　１８４ｂ

金坛大米　２８９ｃ

金坛港区金城作业区　１８５ｃ

金坛刻纸　２６ｂ

金坛雀舌　２８９ｃ

金坛人民医院　２９１ｂ

金坛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１７８ｃ

金西农产品加工集中区　２８９ｂ

进出口商品（表）　１００ａ

进出口商品检验监管　１０５ｂ

进口　１００ａ

经济　

　　戚墅堰区　３０３ｂ

　　天宁区　３００ｃ

经济体制改革　９ｂ

经济运行　２８ａ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０１ｂ

经营净收入　２６ｃ

荆川文化节暨海棠花会　１６０ａ

精神疾病防治　２６３ｃ

精神文明建设　４７ｃ

景观照明　１６３ａ

景尚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７ａ

警务云ＧＩＳ平台　９２ａ

警银亭　１４６ｃ

竞技体育　２６８ｂ

境内上市公司业绩（表）　１５２ａ

境外投资　１０１ａ　（表）　１０１ａ

九三学社常州市委　７４ｂ

救灾工作　２８４ｃ

救助管理　２８３ｂ

就业　１６ｃ

就业创业　３０ｃ

居家养老　２８７ｂ

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试点　２８７ｂ

居民分布式光伏发电电费　１１６ｂ

居民收入　２６ｂ　３０ｃ

　　金坛市　２９１ｂ

　　溧阳市　２９４ｃ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２０７ｃ　（表）　

２０７ａ

居民支出　２７ａ

居住类消费　２７ａ

菊花节　１６０ｃ

瞿俊　９２ａ

瞿秋白诞辰１１５周年　５４ａ

捐献工作　２８４ｃ

军队移交离退休干部　２７９ｃ

军事　８１ａ

军事战备　８３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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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综合实力　２９ａ

开发区直接利用外资情况（表）　１０３ａ

开放型经济　２８ｃ　９９ａ

　　金坛市　２８９ａ

　　溧阳市　２９２ｃ

　　武进区　２９５ｃ

　　新北区　２９８ｂ

　　钟楼区　３０２ａ

开放型经济提升工程　１２ｃ

开放型经济体系　１０ａ

开放与开发　１０２ａ

开门纳谏　８ａ

康复服务　２８６ｂ

康复项目进医保　２８６ｂ

抗高血压沙坦类药物　２２８ａ

考古　２５３ｃ

科技部领军人才创新驱动中心　２３３ｂ

科技创新　２９ｃ

　　溧阳市　２９４ａ

　　戚墅堰区　３０３ｃ

　　天宁区　３０１ａ

　　武进区　２９７ａ

　　新北区　２９９ｂ

　　钟楼区　３０２ｂ

科技创新工程　１３ａ

科技创业公会　２２２ｂ

科技服务平台　２３４ｃ

科技惠民　２３３ｃ

３４３索　　引



科技活动与竞赛　２３９ｃ

科技金融　２３４ｂ

科技金融中心　２２２ａ

科技进步奖常州获奖项目　

　　省级（表）　２２８ａ

　　国家级　２２８ａ

　　市级（表）　２２９ａ

科技强警　９２ａ

科技体制改革　１０ａ

科技体制改革试验区　２２１ｂ

科技小额贷款公司　２０７ｂ

科技研发　２２０ｂ

科教城　２１９ａ

科普工作　２３５ｂ

科学　２２７ａ

　　金坛市　２９０ｃ

空军飞行学员录取　２３９ａ

“空空联运”转关通道　１８６ｃ

空气环境　１７３ｂ

口岸　１０４ａ

口岸管理　１０４ａ

口岸开放　１０５ｃ

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试点

　１４０ｃ

矿产资源　２３ｂ

矿山地质　１５６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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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清云　２３０ｂ

兰陵地下过街道　８４ｃ

兰翔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３ａ

劳动关系　２７８ａ

劳动监察保障　２７８ｂ

劳动就业　２７８ａ

劳动争议调处　２７８ｂ

老干部服务　５６ａ

老干部工作　５５ｃ

老干部学习　５５ｃ

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　１２９ｂ

老龄事业　２８７ａ

老年大学　２８８ａ

《乐游常州》　１３３ｂ

雷伊·鲍曼　２３３ａ

李学勇　４３ｂ

李志燕　２６７ａ

理论武装　４６ｂ

理论宣讲　４６ｂ

理论学习　４５ｂ

理论研究　４６ｃ

历史文化　２５ａ

立方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１１５ａ

丽华路　１５７ｃ

利用外资　２８ｃ

利用外资及港澳台资　９９ａ

溧阳　２８１ｃ　２８４ｃ　２９２ｂ

溧阳市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表）　

２９３ａ

溧阳市主要农林牧渔业产品产量（表）

　２９３ａ

联东 Ｕ 谷常州国际企业港项目　

１１１ｂ

廉租住房　１６９ａ

良种推广　１２２ｂ

梁长安　９１ａ

粮食产业发展　１３１ａ

粮食亩产超千斤　１２２ａ

粮食市场监管　１３１ａ

粮食收购　１３１ａ

粮油高产创建　１２３ａ

粮油价格　１３１ａ

粮油商业　１３０ｃ

两癌筛查　７９ｃ

两岸客运直航　５１ｂ

两化融合　１８９ｃ

“两节”慰问标准　２８０ｂ

林中森　５１ｂ

领导班子建设　４５ｂ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　８６ａ

领导干部接访下访　５７ｂ

领导干部学法　６４ｂ

领导人名单　３１ｃ

刘延东　２３３ｂ

流动人口居住证　９４ｃ

留青竹刻　２６ｂ

六进六学　７ｂ

龙城旅游控股集团　１３３ａ

龙城英才计划　４６ａ

龙凤经济林果专业合作社　１３０ｂ

楼口便利ｌｏｕｋｏｕ．ｃｏｍ　１９１ａ

鲁班奖　２９３ｃ

陆文琪　９１ｂ

路政管理　１８１ａ

路政养护　１５８ｂ

旅行社国内游客组团人数前１０名

（表）　１３６ａ

旅游感恩回报月　１３５ｂ

旅游　１３３ａ

　　金坛市　２９０ａ

　　溧阳市　２９３ｂ

旅游产业　２９ｂ

旅游广告　１３３ｂ

“旅游进社区、文明万里行”　４８ａ　

１３４ｃ

旅游区（点）接待情况（表）　１３８ａ

旅游市场推介　１３４ａ

旅游行业　１３５ｃ

旅游行业管理　１３４ｂ

旅游专项资金　１３３ａ

旅游资源　１３７ａ

律师工作　９７ｃ

绿道　１５５ｃ

绿化　３１ｂ

绿色殡葬　２８３ｂ

绿色建筑　１６８ｃ

绿色交通　１８０ａ

乱针绣　２６ａ

罗光华　２３０ｂ

罗志军　４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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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Ｒ－２９ａ调控ＰＴＥＮ－Ａｋｔ／Ｗｎｔ－β

－ｃａｔｅｎｉｎ通路　２６６ａ

马垫为农服务中心　１３０ｃ

迈克尔·莱维特　２３２ｃ

矛盾纠纷排查专项行动　５７ｂ

茅山　２５ｃ

茅山青锋　２８９ｃ

贸易方式　１００ｃ

梅花节　１６０ａ

美德基金会　４９ｃ

美国查特公司　１１１ｂ

美国专利授权　１１６ｃ

美淼环保科技大厦　２２１ｃ

孟河　５３ｃ　１５３ｂ　２５２ｃ　２９９ｃ

灭火救援　９６ａ

民防工作创新成果展评　８４ｃ

民防机动通信拉练　８４ｃ

民防应急指挥建设　８４ａ

民革常州市委　７０ｂ

民革常州市委成立　７０ｃ

民间工艺　２６ａ

民建常州市委　７１ｃ

民进常州市委　７２ｃ　７３ａ

民进全国组织建设先进组织　７３ａ

民盟常州市委　７１ａ

民企公益活动　２１２ａ

民企管理升级系列公益培训　７６ｂ

民企教育培训服务　２１２ａ

民生警务　９２ａ

民生幸福　１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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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资金审计　２０１ｃ

民事审判　８８ａ

民营经济　２８ａ　１１８ａ　２１１ｃ

民元里１号　２５３ｃ

民政　２７９ｂ

民主党派　４１ｂ　７０ｂ

民主法制领域改革　１０ｃ

民族工作　２８５ｂ

民族教育　２４１ｃ

民族团结　２８５ｂ

名校办名队　２６８ｃ

明码实价　２０８ｂ

名人故居　２６ａ

母牛养殖生产　１２４ｃ

牡丹花展　１６０ｂ

牡丹奖　２５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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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ＢＬＥＳＡＬＵＴＥ（诺宝）　１０４ａ

内部审计　２０２ａ

内河船型标准化拆解　１８５ｂ

纳税服务　１９７ａ　１９８ａ

纳税人办税能力评价体系　２００ｃ

南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

公司　１１２ａ　２３１ｂ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１１２ａ

南京大学常州研究院　２２１ａ

南京青奥会　２６９ａ

南京青奥会安保　９４ｂ

南京青奥会消防安保　９６ｃ

能繁母猪　１２４ｃ

能源发展　２０４ｂ

农产品成本调查　２０８ｂ

农产品日常监管　２１２ｂ

农产品质量建设　１２１ｂ

农村　１１９ａ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１０ｂ

农村工作　１１９ａ

农村合作组织　１１９ｂ

农村健康工程　１２０ｂ

农村交通出行工程　１２０ｂ

农村教育培训工程　１２０ｂ

农村经济　２８ａ　１１９ａ

农村经营管理　１１９ｂ

农村社会保障工程　１２０ｂ

农村食品市场“四打击四规范”专项整

治行动　２１４ｃ

农村水厂监督管理　２６４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１３９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２９９ｃ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１１９ｃ

农村土地整治　１５６ａ

农村卫生　２６２ａ

农村文化建设工程　１２０ｂ

农村现代流通网点　１３０ｃ

农村现代流通网络　１２９ｂ

农村新五件实事工程　１２０ａ

农村医疗卫生机构　２６２ｂ

农工民主党常州市委　７３ｂ

农机安全生产　１２６ｃ

农机公共服务能力　１２６ｃ

农机购置补贴　１２６ｂ

农机专业合作社　１２６ｃ

农机装备水平　１２６ａ

农机作业水平　１２６ｂ

农民工工作　７７ｂ

农田地力建设　１２３ｃ

农田有机质提升　１２４ａ

农业　２８ａ　１２０ｃ

　　金坛市　２８９ｂ

　　溧阳市　２９２ｃ

　　武进区　２９６ａ

　　新北区　２９８ｃ

农业产业化经营　１２１ａ

农业发展银行常州市分行　１４６ｃ

农业会展　１２２ａ

农业经营主体　１０ｂ

农业科技　２３４ａ

农业生产　２８ａ

农业生产用工费　１２２ｂ

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１２５ｃ

农业现代化工程　１３ａ

农业现代化建设　１２１ａ

农业银行常州分行　１４６ａ

农作物科技增产　１２３ｂ

女性社会组织培育　８０ｃ

女子曲棍球世界杯　２６８ｃ

诺贝尔奖得主工作室　２３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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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４５ａ

欧洲私募股权基金ＣＶＣ　１２８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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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　１５２ａ

拍卖业　１５２ｂ

排水　１６１ａ

排水“三统一”管理　１６１ｂ

潘国强　９０ｃ

潘国兴　９１ａ

潘雪平　１１８ａ

胚胎干细胞　２６６ａ

彭秀东　２７６ｃ

毗邻公交　１８２ａ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

支公司　１５０ｂ

平安常州　８５ａ

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

支公司　１５０ｂ

平安医院创建　２６４ｃ

平价商店　２０９ａ

平台建设　１０３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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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板　２２２ｂ

七氟醚　２６６ａ

戚墅堰发电有限公司　１１５ｂ

戚墅堰区　３０３ｂ

期刊（表）　２５８ａ

祈福邮局　１３２ｂ

企业登记管理　２１０ａ

企业发展　１１７ｂ

企业经济效益　１０７ｂ

企业上市　１５１ｃ

企业上市服务　２０６ａ

企业授信总额联合管理机制　１４２ｂ

企业债券　２０４ｂ

企业主辅分离　２０３ｃ

气候　２３ｃ

气温　２３ｃ

汽车客运东站　１８０ｃ

汽车维修　１８２ｃ

钱海鹏　２３０ｂ

钱和金　９０ｂ

钱晓春　２３０ｃ

《强化红线意识，促进安全发展》　

２１７ｃ

强农惠农　１１９ａ

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管　２１６ａ

乔森工作室　２４４ｃ

侨联　６５ｃ

侨务工作　６５ｂ

侨务宣传　６５ｃ

《青果巷》　２５４ａ

青年创新创业　７８ａ

青年自然科学基金　２６６ａ

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　７８ｂ

青少年维权　７８ｂ

青洋路高架北延　１５７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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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２２５ｂ

清风讲坛　７０ｂ

清廉机关建设　５５ｂ

秋白图书馆　５４ａ

秋粮收购　１２３ａ

秋熟生产　１２２ｃ

秋熟水稻　１２３ｂ

区域合作　２０４ｃ

区域青年工作共建委员会　７７ｃ

区域卫生信息系统　１８９ｂ

区域稳评　８７ｂ

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２５４ａ

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　２８６ｃ

全国残疾人之家　３０２ｃ

全国城市日报十强　２５８ｃ

全国地州区县年鉴研讨会　６７ａ

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先进集体　１５６ｃ

全国第六次体育场地普查工作　２７４ｂ

全国钢铁标准技术委员会碳素材料分

技术委员会薄层石墨材料工作组　

２１５ｃ

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　３０１ｂ

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　２３８ｂ

全国交通运输绿色循环低碳建设贡献

企业　１８１ｃ

全国美展　２５４ａ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２８５ｂ

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　１０ｂ

全国青年创业示范园区　２２３ａ

全国群众满意的卫生计生机构　２９１ｂ

全国人力资源诚信服务示范机构　

２７８ａ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现场总

决赛　２２３ａ

全国社会扶贫先进集体　２０４ｃ

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地区　３０１ｂ

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２８１ｃ

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

培养基地　２２０ａ　２２３ａ

全国跳水冠军赛　２７３ｃ

全国软件百强　１１４ａ

全国文明单位　１８３ｂ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３０５ａ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１８２ｂ

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１５４ｂ

全国优秀教师　２４６ｃ　３０６ｂ

全国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２３１ｃ

全国仲裁“案件受理多样化、纠纷处理

多元化”工作试点单位　９８ｃ

全国自强模范获得者　３０６ｃ

全国总社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１３０ｂ

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区　

２９５ｃ

全国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　２６７ａ

全科医师培养　２６５ａ

全面深化改革　９ｂ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４４ａ

全社会用电量　１１７ａ

全省南北挂钩共建园区　２０４ｃ

全省现代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区　２８１ｃ

缺血性心肌病ＣＲＴ无应答　２６６ａ

群众体育　２６７ａ

群众文化　２５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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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　１６１ｂ

燃气安全管理　１６１ｃ

人才派遣有限公司　２７８ａ

人才市场　２７７ｂ

人大代表议案建议意见　５９ｃ

人防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　８４ｂ

人口　２３ａ　３０ｃ

人口和计划生育　２７５ａ

人口老龄化　２３ｂ

人力资源　２７６ｂ

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　２７７ｃ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９ｂ

人民防空　８４ａ

人民生活

　　戚墅堰区　３０４ａ

　　天宁区　３０１ｂ

　　武进区　２９７ｂ

　　新北区　２９９ｃ

　　钟楼区　３０２ｃ

人民团体　７６ｂ

人禽流感防治　２６３ｂ

人事人才公共服务　２７７ｃ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

　１４９ｃ

人体器官（遗体）捐献者纪念碑　２８５ａ

人体器官捐献　２８５ａ

人文　２５ｂ

人物　３０５ａ

仁川亚运会　２６８ｃ　２６９ａ　２６９ｂ

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２１６ａ

肉菜流通追溯体系　１２８ｃ

软件产业　１１４ａ

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１１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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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协同创新工程　２２１ｂ

三改　１７ｃ

“三公”经费管理　１９６ａ

“三公”经费审计　２０２ｂ

三社联动　２８０ｃ

商标注册与监管　２１３ａ

商贸服务业　１２７ａ

　　钟楼区　３０２ａ

　　金坛市　２９０ａ

商品交易市场　１２８ｃ

商品类申诉热点（表）　２１３ｂ

商品有机肥　１２３ｃ

商品住宅成交均价　１６９ｃ

商品住宅二手住宅　１６９ｃ

商品住宅销售　１６９ｃ

上海股交中心　１５１ｃ

上海铁路局常州站　１８３ｂ

上海铁路局常州直属站运输任务、技

术指标（表）　１８３ａ

上海铁路局南京货运中心常州经营部

　１８４ａ

上海银行常州分行　１４１ａ

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１ｂ

上市公司再融资　１５１ｃ

尚德驿站　１３２ｃ

邵辉　２４６ｃ　３０６ｂ

社保就业领域改革　１１ｂ

社保征缴业务网办平台　２７９ａ

社会保险　２７８ｃ

社会保障　１６ｃ　３１ａ　２７８ｃ

　　金坛市　２９１ｃ

　　溧阳市　２９４ｃ

社会保障提升工程　１４ｂ

社会科学　２３５ｃ

社会矛盾化解　９８ａ

社会生活　２７５ａ

社会事业

　　戚墅堰区　３０４ａ

　　天宁区　３０１ａ

　　武进区　２９７ｂ

　　新北区　２９９ｂ

　　钟楼区　３０２ｂ

社会体制改革　１１ａ　８６ｂ

社会文化环境　２５２ａ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８７ｂ

社会宣传　４７ａ

社会志愿服务　４８ｃ

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工程　１５ｃ

社会治理体制　１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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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　２６４ｃ

社会组织　２８３ｃ

社科普及　２３６ｂ

社科应用研究　２３６ａ

社情民意调查　２１８ｃ

社区“减负增效”　２８０ｃ

社区负担　２８０ｃ

社区矫正　９８ｂ

社区教育微课程　２５０ａ

社区教育信息化　２５０ａ

社区事务准入制度　２８０ｃ

社区卫生　２６２ａ

社区综合管理和服务信息化平台　

２８０ｃ

社渚　５３ｃ

社渚银联农机合作社　１３０ｂ

涉军维权　８３ａ

涉密文件资料回收销毁中心　５６ｃ

涉企收费三目录三清单　５２ｃ　２０９ｂ

涉税财产价格认定　２０８ｃ

涉诉信访　８８ｂ

涉台宣传　５１ｃ

涉稳项目排查　８７ｃ

身边好人　４９ｂ

神经干细胞增殖　２６６ａ

沈斌　７０ｂ

沈波　１３５ｃ

沈铎　２６９ａ

沈华　５８ｂ

沈敏　２２１ｃ

审计　１９３ａ　２００ｃ

审计项目管理　２０２ｃ

审判　８７ｃ

审判监督　８８ｃ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　８９ａ

肾纤维化　２６６ａ

生活救助　２８０ａ

生活饮用水监督监测体系　２６４ａ

生活饮用水监管　２６４ａ

生活用品服务支出　２７ａ

生态建设　３１ｂ

　　天宁区　３０１ａ

　　武进区　２９７ａ

生态绿城建设工程　１５ａ　１８ａ　１７４ｂ

生态农业　１２５ｃ

生态文明　１５ａ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９ｂ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１０ａ

生态园区建设　１０２ｃ

生物医药产业　１１４ｂ

生育保险新政　２７９ａ

生育关怀—关爱流动人口项目　２７６ａ

声环境　１７４ａ

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专业研究所　２２１ａ

省电子商务示范村　２９６ｃ

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　

２７６ｃ

省级“水美乡村”　１７７ａ

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２４４ｃ

省级开发区　１０３ｂ

省级粮食高产模式攻关示范县　１２３ａ

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１３７ｂ

省科技服务示范区　２２１ａ

省名牌产品　２１５ｂ

省十大法治人物　８７ｂ

省十佳巾帼志愿者　２６７ａ

省双拥模范城（区）　２７９ｃ

省委第七巡视组　４３ｃ

省运会　２６８ｃ

省医学新技术引进奖　２６６ａ

省优秀民营企业　１１８ａ

省优秀民营企业家　１１８ａ

省哲学社科界第八届学术大会苏南片

区分会　２３６ｃ

省知识产权示范园区　２２７ａ

省属单位　３９ｃ

省最美法官　８７ｂ

省最美法治人物　８７ｂ

省最美警察　９２ａ

失独家庭关爱帮扶体系　２７５ｃ

失信惩戒　４８ｃ

施工图联合审查中心　１６５ｂ

“十百千”计划　２０３ｃ

十大产业链　２８ｂ　４４ｃ　２０３ｃ

十大杰出青年　７８ｂ　７８ｃ

十大品牌社团　２６７ａ

十大文化英才　２５２ｂ

“十二五”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省示范县

（区）　７９ｃ

十岁成长礼　２３９ｂ

石墨烯基超级电容器生产线　１１５ａ

石墨烯暨先进碳产业基金　１１５ａ

食品化妆品监督管理　２１３ｃ

食品经营市场管理　２１３ｃ

食品生产安全监管　２１６ａ

食品消费支出　２７ａ

食品药品安全　１７ｃ

食品药品稽查执法　２１４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２１３ｃ

食品药品行政审批改革　２１４ｂ

食盐专营　１３１ｃ

史婧琳　２６９ａ

史志人才队伍　５４ａ

世界技巧锦标赛　２６９ｂ

世界遗产　２５３ｂ

市标　２６ｂ

市长质量奖　２１５ｂ

市场价格调控　２０８ａ

市场监督管理　２１２ａ

市场信用稳步发展　２１２ｂ

市第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５８ｂ

市发改委　２０４ｃ

市妇联　７９ａ

市妇女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８０ｂ

市工商联　７５ａ

市国土局　１５６ｃ

市花　２６ｂ

市环境公益协会　８９ａ

市级机关　３２ａ

市级机关事务管理　６７ｂ

市纪委　６９ａ

市纪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　

６９ｃ

市监察局　６９ａ

市建筑施工安全体验中心　１６７ｃ

市金融租赁公司　１４１ａ

市科技顾问　２３３ａ

市科技进步先进企业　２３０ａ

市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　２３０ｂ

市科学技术协会　２３５ａ

市领导　３１ｃ

市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　１３７ａ

市旅游行业安全生产专家组　１３６ａ

市民防局　８４ａ

市民宗局　２８５ｂ

市男子篮球队　２６８ｃ

市区城市候机楼　１８６ａ

市人大常委会　５８ｂ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会议　５８ｃ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５９ａ

市体育代表团　２６８ｃ

市田径队　２６８ｃ

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　

４４ａ

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　

４３ｃ

市县政府机构改革　５３ａ

市优秀工程（表）　１６ａ

市优秀项目（表）　１６ａ

市运输管理处　１８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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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哲学社科界第四届学术大会　２３６ｃ

市政府　６０ａ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行政权力清

单管理制度的通知》　５３ａ

《市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　

５２ｃ

市政府常务会议　６０ａ

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　６０ａ

市政建设　１５６ｃ

市政协　６７ｃ

市政协常委会议　６８ａ

市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６８ａ

市政协主席会议　６８ｂ

市属公司　３９ｂ

市总工会　７６ｂ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５３ａ

事业单位人事工作　２７７ａ

适应性肿瘤　２６６ａ

收费管理　２０７ｃ

收费站治超卡口　１８１ｂ

收养登记　２８３ａ

手机“村务通”　１８９ｂ

“首善之城·德韵流芳”全国道德模范

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　４９ｂ

首席质量官人才库　２１５ｂ

梳篦　２６ａ

数据常州　２１８ｃ

“双百”工业重点技改项目　１０９ｃ

“双百”重点工业技改竣工项目（表）　

１０９ａ

双创博士　２７６ｃ

双创计划　２７６ｃ

双桂坊美食街　２１４ａ

双拥工作

　　常州军分区　８３ａ

　　９２１３８部队　８４ａ

双拥优抚　２７９ｂ

水稻商品化集中育供秧基地　１２３ａ

水费缴纳　１６１ａ

水环境　１７３ｃ

水利　１７６ｃ

水利工程调度　２４ｃ

水利管理　１７７ｃ

水利建设　１７７ａ

水利现代化建设工程　１３ｃ

水情　２４ｂ

水上交通安全监管　１８５ａ

水位

　　河湖　２４ｂ

　　水库　２４ｂ

　　沿江　２４ｂ

　　主要河湖站点汛期最高、最低水

　　　位（表）　２４ｂ

水污染综合治理　１７５ｂ

水源地保护　１０６ｂ

水资源管理　１７７ｃ

税收宣传　１９８ａ

税收征管　１９７ａ

税收征管改革　２００ｂ

税务　１９３ａ

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１９７ｂ

司法公开　８８ｃ

司法体制改革　１１ａ　８６ｂ

私营企业

　　区域分布（表）　２１０ｂ

　　主要行业分布（表）　２１０ｂ

思想政治建设

　　常州军分区　８１ａ

　　９２１３８部队　８３ｃ

　　武警常州市支队　８３ｂ

四个主推　１２３ｂ

四星级以上旅游饭店（表）　１３６ａ

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１１８ａ　２２８ａ

四有一责　１２０ｂ

宋小康　１２７ｃ

苏科贷科教城版　２２２ｂ

苏南社会现代化研究中心　５４ｃ

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工程　１２ｂ

苏南运河常州段三级航道整治　１８４ｃ

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　２０３ｂ

“苏韵流芳”江苏“非遗”传统戏剧展演

　２５３ａ

苏浙沪知联会主题论坛　５１ａ

诉讼监督　８９ｃ

随军家属就业安置　２７９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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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　２５ａ

台商服务　５１ｂ

台湾工作　５１ａ

台湾同胞联谊会　５２ａ

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１２６ａ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公司　１５０ａ

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公司　１５０ａ

碳材料产业　１１５ａ

碳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８ａ

桃花花会　１６０ａ

桃园路　１５７ｃ

淘常州　１９１ａ

淘汰落后产能　１１８ｂ　１１８ｃ

特色学校　２４０ａ

特殊教育　２４１ｂ

　　课程建设　２４１ｃ

　　特色活动　２４１ｃ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２１５ｃ

提案办理　６８ａ

体育　２６７ａ

　　金坛市　２９１ｂ

　　溧阳市　２９４ｂ

体育彩票　２７４ｂ

体育产业　２７４ａ

体育惠民　１７ａ

体育赛事　２７２ａ　（表）　２７４ａ

体育事业　３０ｂ

体育运动学校　２４４ａ　２６８ｃ

体质健康检测　２４０ｂ

天目湖旅游景区　２５ｃ

天目湖水世界　１３７ｃ

天目湖伍员春茶果合作社　１３０ｂ

天宁宝塔　２５ｃ

天宁禅寺　２５ｃ

天宁区　２８１ｂ　３００ｃ

“天天５１８”科技服务平台　２３４ｃ

铁道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２４２ｃ

铁路　１８３ａ

铁路民航事务管理中心　１８３ａ

通关改革　１０６ａ

通信行业　２９ａ

通用航空管制空域　２０５ｂ

同心服务现代化主题活动　５０ｂ

《同心故事———常州民盟风采录》　

７１ｃ

同心文化建设　５０ａ

统计管理　２１８ａ

统计系统基层网络建设　２１８ｂ

“统计新干线”综合数据管理平台　

２１８ｃ

统战工作　４９ｃ

投标保证金　１６５ｃ

投资产业结构　２７ｂ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０ｂ

投资方式　９９ｂ

投资证券业　１５０ｂ

投资主体结构　２７ｃ

图书馆　２５６ａ

　　三井街道分馆　２５６ｂ

　　中国南车戚墅堰公司分馆　２５６ｂ

８４３ 索　　引



屠永锐　１１８ａ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银保风险

共担模式　１４３ｂ

土地制度改革　１５６ｃ

土地资源　２３ｂ

团市委　７７ｃ

退役士兵安置　２７９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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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ｌｉｎｄｅｎＰｉｅｒｒｅＪａｃｑｕｅｓ　２７６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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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资金池　１４４ｂ

外国人来华管理　６３ｃ

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２７６ｃ

外国专家　２７７ｃ

外汇服务　１４０ｂ

外汇管理　１４０ｂ

外籍院士工作站　２３３ａ

外贸综合服务电商平台　１０２ａ

外商登记情况　２１０ａ

外商投资法人企业行业分布（表）　

２１１ａ

外事工作　６３ａ

外向型农业　１２１ａ

外资法人企业区域及资本规模构成

（表）　２１１ａ

万家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建设　１１８ｂ

万家鲜生鲜电子商务网　１２９ａ

万名硕博常州行　２７６ｃ

汪敏　２６９ｂ

汪洋　９４ｃ

王传起　３０５ｃ

王明喜　２３０ｂ

王文虎　１１２ｃ

网络监督管理　２１２ｂ

网络媒介　１９１ｂ

网络视频招聘系统　２７７ｃ

危仓老粮库维修改造　１３１ｂ

危险信号ＩＬ－３３　２６６ａ

威翔航空　５２ａ

微心愿　７７ｃ

微循环公交　１８２ａ

为民办实事工程　１４ｃ　１６ｃ

为农综合服务　１２９ｃ

为侨服务　６５ｃ

圩墩文化节暨桃花花会　１６０ａ

维护稳定　９１ｃ

维稳保民　９２ａ

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２４３ｃ

卫生惠民　１７ａ

卫生监督　２６３ｃ

卫生　２６１

　　金坛市　２９１ｂ

　　溧阳市　２９４ｂ

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与帮教关爱　２８８ｃ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４９ａ

未成年人文明礼仪养成教育　４９ａ

文博事业　２５６ｂ

文化　３０ａ　２５１ａ

　　金坛市　２９１ａ

　　溧阳市　２９４ｂ

文化１００大型惠民行动　２５５ａ

文化产业　２５２ａ　２５２ｂ

文化产业创新　１０ｃ

文化改革　２５１ａ

文化宫广场人防综合工程　８４ｂ

文化惠民工程　１５ｂ

文化惠民四个演　２５１ｂ

文化民生　２５１ａ

文化人才队伍　２５２ｂ

文化体制改革　１０ｃ

文化遗产　２６ａ

文化遗产保护　２５２ｃ

文明城市测评　４７ｃ

文明创建　４８ａ

文明建设　１５ｂ

文明旅游宣传　１３４ｂ

文学艺术　２５３ｃ

文艺精品　２５１ｂ

污染环境案　８９ａ

污染减排　１７６ｂ

污染水体　１７４ａ

污染应急管控　１７６ａ

污水管网建设　１６１ｂ

无害化卫生户厕　２６４ｂ

无线电干扰查处　１９２ｂ

无线电管理　１９２ａ

无线电频率台站管理　１９２ａ

无线电日常监测检测　１９２ｂ

无线电通信保障　１９２ｃ

吴爱萍　２８４ｃ

五个一工程　３０ａ

五民工程　９２ａ

五星工程奖作品（表）　２５５ａ

“五纵五横”基层服务型党组织　４５ｃ

武进地下管线普查和综合管理信息系

统　１５５ｃ

武进高新区　２２７ａ

武进开发区建设　２９６ａ

武进农村产权交易所　１２０ａ

武进区　１０ｂ　６７ａ　２９５ｃ

武警常州市支队　８３ｂ

物价管理　２０７ｃ

物价水平　３０ｃ

物流　１８６ｂ

　　５Ａ级物流企业　１７９ｃ　１８６ｃ

　　　２９６ｃ

物业管理　１６９ｃ

雾霾　２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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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林路　１５７ｃ

西太湖科技产业园　２３３ｂ

西太湖水质　１７４ａ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　５４ｃ

夏国强　９１ａ

夏熟生产　１２２ａ　１２３ａ

鲜活农产品直供社区示范工程　１２９ａ

县处级干部学习　５４ｃ

县级公立医院　２６１ｃ

　　医疗服务价格　２０９ｃ

　　医药价格综合改革　２０７ａ

县域经济跃升工程　１２ｂ

现代服务业突破工程　１２ｃ

现代化建设　２０３ｂ

现代农业　２８ｂ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１２１ａ

现代市场体系　９ｃ

现代职教体系建设　２４２ｂ

乡村旅游　１３３ｃ

乡村医生　２６２ｂ

　　签约服务　２６５ｂ

香港　４５ｂ

祥明电机有限公司　１１４ａ

翔云　２７６ｂ

消除疟疾行动　２６３ａ

消防工作　９５ｂ

消防护民　９２ｂ

消防基层基础建设　９６ｂ

消防监督执法　９６ａ

消防网格化户籍化管理　９６ｂ

消防宣传教育　９６ａ

消费品市场运行　１２７ａ

消费投诉商家（表）　２１３ｂ

消费维权救助　２１３ａ

小额贷款公司　１４３ａ

小反刍兽疫防控　１２５ａ

“小水滴”网络志愿者平台　４７ａ

小微金融服务中心　１４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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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１４２ｃ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平台　１４０ｃ

小微企业信贷工厂化项目　１４６ｃ

小微企业信用试验区　１４０ｂ

校园优才引进计划　２７７ｂ

协同中以科技创新基金成立　２３３ｂ

新北区　２９８ｂ

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８ａ

新沟河延伸拓浚武进遥观南枢纽工程

　１７８ｂ

新加坡—江苏合作理事会　６４ａ

新加坡元反向汇兑通业务　１４４ｂ

新疆乌恰县支援　２０４ｃ

新能源公交线路　１８２ａ

新能源汽车推广　１１１ａ

新能源县际客车班线　１８２ｂ

新农合参保　２６２ａ

新三板　１５１ｃ

新闻出版　２５１ａ　２５７ｂ

新闻出版业监管　２５７ｃ

新闻宣传　４６ｃ

新医药产业　１１５ｂ

鑫品有机茶园　１２１ｃ

信访工作　５６ｃ

信访积案化解　５７ａ

信息化基础建设　１８７ａ

信息化建设　１８７ａ

信息科技风险监管　１４２ａ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１３２ｃ　２２４ａ

星级企业　１１８ａ　２０３ｂ

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８ａ

刑罚执行和监管　９０ａ

刑事审判　８８ａ

行业发展　１０７ｃ

行政调解　６５ａ

行政服务工作　６２ｂ

行政复议　６５ａ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６４ｃ

行政监察　６９ａ

行政区划　２３ｂ

行政权力网上运行　６１ｂ

行政审判　８８ａ

行政审批“一目录两办法”　５３ａ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５２ｂ　６２ｃ

行政事业性收费　１９５ａ

《行政事业性收费清单》　５２ｃ

行政执法　６４ｂ

熊月之　６６ｃ

休闲观光农业　１２１ｃ

虚拟养老“一键通”　２８７ｃ

畜禽生产　１２４ｃ

宣传工作　４６ｂ

薛埠　５３ｃ

学前教育　２４０ｃ

学生资助　２４０ｃ

雪堰　５３ｃ

血吸虫病防治　２６３ａ

巡特警体制重组　９５ａ

汛期　２４ａ

汛期雨量（表）　２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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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国道溧阳西段改扩建　１８０ｃ

１２３１５受理举报热点（表）　２１３ｂ

１２３４５政府公共服务平台　５７ｂ

１８Ｆ－ＦＤＧＰＥＴ心肌代谢显像　２６６ａ

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１ｃ

亚邦物流　１８６ｃ

亚邦医药物流中心　２９６ｃ

亚邦医药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１７９ｃ

亚洲举重锦标赛　２６９ｂ

烟草专营　１３１ｂ

《延陵墨韵———常州博物馆藏名家书

画展》　２５６ｃ

研发平台　２２０ｂ

盐政管理　１３１ｃ

阎立　４３ｃ　４４ａ　４４ｂ　４４ｃ　４５ａ　

４５ｂ

燕进石化有限公司“７·３１”火灾　９６ｃ

阳光体育　２４０ａ

杨永岗　２３０ｂ

养老服务　１７ｂ

养老护理　２８７ｃ

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　２８８ａ

药品加成取消　２６１ｃ

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监督管理　２１４ａ

“药事通”便民示范点　２１４ｃ

冶金工业　１１４ｃ

一级干线火车邮路　１３２ａ

一卡通　１８９ａ

“一套表”调查单位统计　２７ｃ

“一校（院）一品”社区教育项目　２５０ｂ

衣着类消费　２７ａ

医保城乡统筹　２７８ｃ

医疗保险市级统筹　２７９ｂ

医疗服务　２６４ｃ

医疗救助　２８０ａ

医疗科研　２６５ａ

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　２１４ｂ

医疗市场监管　２６４ｃ

医疗卫生　３０ｂ　２６１ａ

医疗卫生事业情况（表）　２６１ａ

医疗卫生支出保障　１９５ｃ

医学教育　２６５ａ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１１ａ

医院基础建设　２６１ｃ

医政管理　２６４ｃ

医政医疗　２６４ｃ

依法治税

　　地税　１９９ｃ

　　国税　１９７ｂ

移动４Ｇ进公交　１８１ｃ

移动电视　２５７ｂ

以花为媒———提升敞开公园综合效益

　１５９ｃ

义务教育　２４１ａ

艺术高等职业学校　２４２ｂ

因公出国（境）　６３ｃ

吟飞杯常州文化创意和设计大赛　

２５２ｂ

银担合作　１４２ｂ

银监分局　１４１ａ　１４２ｂ

银团贷款　１４３ａ

银行案件防控　１４２ａ

银行业　１４１ａ

银行业风险监管　１４１ｂ

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统计指标（表）　

１４３ａ

尹建琴　３０５ａ

引凤工程　７４ｂ

引智引资　６５ｂ

应急处突　６２ｂ

应急管理　６１ｃ

应急水源取水头部及泵站工程　１６０ｃ

应急信息　６１ｃ

应急宣传　６２ａ

应急预案　６２ａ

应急值守　６１ｃ

应急制度　６２ｂ

应急综合应用平台　６２ａ

营改增　１９８ａ

营运车辆综合性能检测区域　１８２ｃ

影响世界的中国文化旅游名景　１３５ｃ

影响世界的中国文化旅游名人　１３５ｃ

影院管理　２５７ｂ

用电分析　１１７ａ

用工招聘服务　２１２ａ

邮政　１３１ｃ

邮政便民服务网络　１３２ｂ

邮政公司　１３２ａ

０５３ 索　　引



邮政局　１３２ａ

邮政投递　１３１ｃ

邮政网点　１３２ａ

邮政业　２９ｂ

　　金坛市　２９０ｃ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１２３ｃ

有线电视　２５７ｂ

幼儿园主题背景下的游戏（微视频）评

比　２４１ａ

于达波　１５９ａ

渔业生产　１２５ａ

渔政管理　１２５ｂ

《渔舟唱晚》　２５４ａ

舆论引导　４７ａ

雨情　２４ａ

语言文字工作　２５０ｂ

玉兰芬芳·助梦飞扬　８０ｃ

玉龙路　１５７ｂ

预防腐败提升工程　１５ｂ

预防接种　２６２ｂ

预算管理　１９４ｃ

域名信息申报注册　５３ｂ

园林绿化　１５９ｂ

园林绿化规划　１５９ｃ

园艺　１２４ｂ

远宇电子集团　１１８ａ

月季花展　１６０ｂ

运输保障　１７９ｃ

运政管理　１８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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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救助　２８０ｂ

造价　１６６ａ

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　２８４ｃ

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成就奖　１１２ｃ

张传兴　９１ａ

张福荣　８７ｂ

张强生　３０５ａ

张旭东　３０６ｃ

张志庆　９１ｂ

招商银行常州分行　１４７ｃ

招生考试　２３９ａ

招生政策　２３９ｂ

招投标　１６５ｂ　１６６ａ

照明　１６１ｃ

浙大常州工研院　２３２ｃ

浙商银行常州分行　１４１ａ

征兵　８２ｃ

征地补偿标准　１５６ｂ

正则绣　２６ａ

证券交易　２９ｃ

证券业　１５１ａ

政策性农业保险　１２１ｂ

政府法制　６４ｂ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１９５ａ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　２６８ａ

政府免费 Ｗｉ－Ｆｉ上网工程　１８９ａ

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　１４１ｃ

政府投资审计　２０１ｃ

政府网站建设　６１ｃ

政府信息公开　６１ｂ

政府信息化工程　１８９ａ

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　１９４ｃ

政府性债务管理　１９５ｂ

政府职能转变　９ｂ

政社互动　２８０ｃ

“政务”中文域名　

政务公开　６１ａ

支农惠农　１９６ｂ

知识产权　２３３ｃ

执法规范化　８６ｂ

执法为民　９２ｃ

执勤战备　８３ｂ

直属商会　７６ａ

职称　２７７ｃ

职工文化建设　７７ａ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购买健身服务　

２６８ｂ

职务犯罪查办和预防　８９ｂ

职业技能竞赛　２４２ｂ

职业技术教育　２４２ａ

职业卫生监管　２１８ａ

指纹见证取样送检　１６６ｃ

志愿服务　７８ａ　２８５ａ

志愿服务培训基地　４８ｃ

治安防控　９３ａ

质量管理与监督　２１５ｂ

质量技术监督　２１５ａ

质量信用　２１５ｂ

致福工程　７４ｂ

致公党常州市委　７３ｃ

智慧城市　１８ｂ

智慧城市建设　１３ｃ　１８８ｃ

智慧规划　１５４ｃ

智慧旅游　１３４ａ

智慧女性·和美家庭　８０ａ

中丹合作儿童学研究中心　２４８ａ

中德创新园区　２２１ａ

中德国际班　２７７ａ

中德诺浩汽车学院　２２３ｃ

中德职业教育合作　２２２ｃ

中共常州市委　４３ａ

中国（常州）电子商务应用发展年会　

１９０ｃ

中国常州科技经贸洽谈会　１０１ｃ

中国常州网　１９１ｃ

中国常州先进制造技术成果展示洽谈

会　２１９ｂ

中国驰名商标　２１３ａ

中国慈善城市百强　２８４ｃ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　１５５ｃ

中国电视剧金鹰奖　２５４ａ

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　１１３ｃ

中国工商银行常州分行　１４４ａ

《中国共产党金坛历史》　５４ａ

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博览会创

新产品特等奖　９２ａ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２３１ｂ

《中国剪报》　２５９ｂ

中国美丽田园　１２１ｃ

中国南车焊接和无损检测培训中心　

１１２ｃ

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２１６ａ

中国通信与信息化应用优秀成果金奖

　９２ａ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１１４ｂ

中国银行常州分行　１４４ｂ

中国银行业协会千佳网点　１４６ａ

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区　２９５ｃ

中国最佳创业园区　２１９ａ　２２７ａ

中华恐龙园　１３５ｃ

《中华孝道（一）》特种邮票　１３２ｂ

中美电影节电视剧金天使奖　２５４ａ

中天钢铁绿色发展项目　１１８ｃ

中天钢铁烧结机余热利用项目　１１７ａ

中外警察公共关系论坛　９５ａ

中吴网　１９１ｃ

中小企业　１１７ｃ

中小学生体育比赛　２６９ｂ

中小学校挂牌督导　２３８ａ

中心镇建设工程　１４ａ

中心镇扩权强镇　５３ｃ

中信银行常州分行　１４７ａ

中学生辩论赛　２４１ｂ

中药饮片集中代配代煎和配送点　

２１４ｃ

中医工作　２６５ｂ

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　２６５ｃ

终身教育　２４９ｃ

钟楼区　３０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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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区残疾人益智园　３０２ｃ

种稻成本　１２２ｃ

仲裁　９８ｃ

仲裁委　９８ｃ

众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整车项目　

２９０ａ

重大储备项目　１２ａ

重大科技项目　２３４ｂ

重大项目突破工程　１２ｂ

“重大项目突破年”动员大会　４４ｂ

重大灾害性天气　２４ｃ

重大职务犯罪　９０ｂ

重大治水项目　１７６ｃ

重点产业　１００ｂ

重点工程　１２ａ

重点领域收费治理　２０７ｃ

重点排污企业规范化管理　１７５ｃ

重点企业　１０７ｃ

重点青少年群体成长护航　７８ｂ

重点项目　１２ａ

重点项目供地　１５６ａ

重点项目建设　２０５ａ

重点项目建设工程　１２ｂ

重要来访　６３ｃ

周淳　３０６ａ

周广菊　５８ｂ

周溢　２６９ｂ

轴突生长　２６６ａ

《诸葛亮》特种邮票　１３２ｂ

主要市场　１００ｂ

住房　１６８ｂ

住房保障　１７ｃ　３１ａ

住房保障覆盖面　１６８ｃ

住房公积金　１７０ｃ

　　存贷款利率　１７１ｂ

　　贷款担保费　１７１ｃ

　　缴存基数　１７１ｃ

住房公积金网上服务厅　１７２ｂ

住房公积金信息系统　１７２ａ

住房公积金银行直联结算业务　１７２ｂ

住房公积金中心服务效能　１７２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项目（表）　

１６８ａ

住房消费　１７１ａ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

设施工程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４８６－

２０１２）常州市实施细则》　１８７ｂ

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　２０９ｃ

注册安全工程师班　２４８ａ

专项经营　１３１ｂ

专项资金审计　２０２ａ

转型发展　１２ｂ

转移净收入　２６ｃ

庄功平　２６９ｂ

装备制造业　１１１ａ

卓越绩效自评师人才库　２１５ｂ

资产评估管理　２０５ｃ

资源环境价格改革　２０７ｂ

资源争取　２０５ａ

《紫薇树下》　２５４ｂ

自然灾害商业保险　２８０ｂ

宗教工作　２８５ｂ

宗教事务　２８５ｂ

综合管理　２０３ａ

综合经济　２８ａ

组织工作　４５ｂ

组织机构名单　３１ｃ

　　金坛市　２９２ａ

　　溧阳市　２９５ａ

　　戚墅堰区　３０４ｂ

　　天宁区　３０１ｂ

　　武进区　２９７ｂ

　　新北区　２９９ｃ

　　钟楼区　３０２ｃ

最低生活保障　２８０ａ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１７８ａ

部分组织机构简称全称对照表

简　称 全　称

市　委 中共常州市委员会

人　大 人民代表大会

市政府 常州市人民政府

政　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纪　委 纪律检查委员会

市委办 中共常州市委员会办公室

市人大办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市政府办 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市政协办 市政协办公室

中级法院 中级人民法院

文明委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文明办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统战部 统一战线工作部

政法委 政法委员会

农工办 农村工作办公室

台　办 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市政府台湾

事务办公室

市编办 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机关工委 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党史工委 党史工作委员会

简　称 全　称

发改委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经信委 经贸和信息化委员会

科技局 科学技术局

人社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交通局 交通运输局

农　委 农业委员会

文广新局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食药监局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卫计委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人口计生委 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环保局 环境保护局

房管局 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园林局 园林绿化管理局

城管局 城市管理局

安监局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机关事务局 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

民宗局 民族宗教事务局

人防办 人民防空办公室

外事办 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法制办 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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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称 全　称

地方志办 地方志办公室

港澳办 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侨　办 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高新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民　革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民　盟 中国民主同盟

民　建 中国民主建国会

民　进 中国民主促进会

农工党 中国农工民主党

致公党 中国致公党

工商联 工商业联合会

共青团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妇　联 妇女联合会

国税局 国家税务局

地税局 地方税务局

工商局 工商行政管理局

质监局 质量技术监督局

国土局 国土资源局

烟草局 烟草专卖局

盐务局 盐务管理局

老龄委 老龄工作委员会

老龄办 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关工委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仲裁委 仲裁委员会

科　协 科学技术协会

文　联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侨　联 归国华侨联合会

台　联 台湾同胞联谊会

社科联 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残　联 残疾人联合会

侨商协会 侨商投资企业协会

台谊会 台属联谊会

台　协 台资企业协会

友　协 对外友好协会

市武警支队 武警常州市支队

疾控中心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简　称 全　称

常柴公司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南车戚机公司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南车戚研所公司 南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

限公司

兰翔公司 中航工业常州兰翔机械有限公司

戚电公司 江苏华电戚墅堰发电有限公司

常州供电公司 江苏省电力公司常州供电公司

常州电信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常州移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

州分公司

常州联通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常州市

分公司

国资委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常州银监分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州监

管分局

人　行 中国人民银行

工　行 中国工商银行

建　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　行 中国银行

农　行 中国农业银行

交　行 交通银行

农发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江南农商行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人保财险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人保寿险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保产险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保寿险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产险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寿险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艺术高职校 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

常州铁道高职校 常州铁道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常州建设高职校 江苏省常州建设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常州卫生高职校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常州旅游商贸高职校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常州刘国钧高职校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常州体校 常州市体育运动学校

部分常用中英文缩略语对照表

缩略语词 内容释文

八项规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通过的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

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常州三杰 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

长三角 长江三角洲

非　遗 非物质文化遗产

缩略语词 内容释文

工业经济 “三位一体”战略 通过十大产业链建设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双百”行

动计划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通过培育“十百千”创新型企业提升科

技创新能力

海　归 海外留学归来创业人员

花博会 中国花卉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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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词 内容释文

两化融合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两　会 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

青奥会 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三大检索 《科学引文索引》（ＳＣＩ－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工程索引》（ＥＩ—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科技会议录索引》（ＩＳＴＰ—

Ｉｎｄｅｘｔ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三公经费 政府部门公务出国经费、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用

三解三促 了解民情民意、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社会

矛盾，促进干群关系融洽、促进基层发

展稳定、促进机关作风转变

三　农 农民、农村、农业

三责联审 用人、用编、用财责任联合审计

三重一大制度 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

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

论作出决定

三　资 外资、民间资本、工商资本

“十百千”创新型

　企业

到２０１５年，全市拥有１０家左右创新型

领军企业、１００家左右科技型上市培

育企业、１０００家左右高新技术企业

十大产业链 轨道交通、汽车及零部件、农机和工程机

械、太阳能光伏、碳材料、新医药、新光

源、通用航空、智能电网、智能数控和

机器人十大产业链

双百万亩工程 ５年内建成１００万亩标准粮田，３年内建

成１００万亩高效农业

双创计划 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

缩略语词 内容释文

双创人才 创新创业人才

四　风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

风

四项排查 排查突出信访问题，排查有风险预警的

项目，排查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基层基

础工作的薄弱环节

四有一责 有持续稳定的集体收入、有功能齐全的

活动阵地、有先进适用的信息网络、有

群众拥护的三强带头人，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责任

新农合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新三板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一报告两评议 地方党委常委会每年向全委会报告工作

时，要专题报告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情况，并在一定范围内接受对本级

党委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和新选拔任用

领导干部的民主评议

综　治 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Ｅ　板 上海股权交易中心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系统

ＣＰＩ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ＰｒｉｃｅＩｎｄｅｘ消费价格指数

ＧＤＰ Ｇｒｏｓ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国民生产总值

ＧＩ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地理信

息系统

ＧＰＳ 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全球定位系统

Ｑ　板 上海股权交易中心中小企业股权报价系

统

丁塘河湿地公园　（胡　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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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位于江苏常州武进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占地面积 11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 4 亿元，员工 1600 余人，其中各类专业技
术人员 500 余人；2014 年销售额达 13 亿元，汽车发电机精锻爪极全球市场占有率达 35%，目前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小型精锻件制造商，全球最
大的汽车发电机精锻爪极专业制造商之一。
       龙城精锻拥有10多年的精锻行业技术经验，是全球生产汽车发电机精锻爪极、汽车发电机转子、汽车发电机轴、汽车发电机皮带轮、柴油高压
共轨燃油喷射系统精锻件等多种中小型精锻件的行业先锋。向全球10多家跨国汽车电器制造商提供  200  多种汽车精锻件和小型精锻件，海外销售
额超过 50%。企业研发的工程机械精锻件、高速铁路接触网精锻件也赢得客户的首肯。企业凭借精湛的精锻技术成为值得顾客信赖的汽车零配件
合作伙伴。合作伙伴。
       龙城精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工艺研发速度快，产品专而精，为客户提供小型精锻件解决方案。龙城精锻，视顾客为研发合作伙伴，不断持续
改进，树立行业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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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时读懂常州



全国地方志系统首届年鉴评比特等奖� （2004 年）

江苏省第四次地方志系统优秀成果评奖年鉴类一等奖�（2006年）

第三届全国年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一等奖� （2007 年）

第四届全国年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一等奖� （2008 年）

第四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综合、框架设计、条目编写、

装帧设计四个一等奖� （2009 年）

第一届江苏省年鉴评比优秀奖� （2010 年）

全国地方志系统第二届年鉴评比一等奖� （2010 年）

全国年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特等奖� （2011 年）

全国年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一等奖� （2012 年）

全国年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一等奖� （2013 年）

第二届江苏省年鉴评比一等奖� （2013 年）

第三届江苏省年鉴评比一等奖� （2015 年）

第五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综合、框架设计、条目编写、

装帧设计四个一等奖�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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