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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群众心中永不褪色的“橄榄绿”
——记祈钦村党委书记、优秀退伍军人徐双春

随处可见的绿树成林，漂亮
的新居拔地而起，一条条水泥小
路蜿蜒至每家每户的家门口
……近日，记者驾车行驶在开发
区祈钦村的新路上，映入眼帘的
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新面貌，令人

完全想不到这里曾是我市有名
的贫困村。而这样的变化，与该
村的“当家人”徐双春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

1957 年 10 月出生的徐双春
就是祈钦本地人，1978年在部队

入党，1981年退伍后回到家乡的
村办集体印刷厂担任会计，1993
年离厂，任祈钦村支部书记，一
干就是 24 年，被当地村民亲切
地称为脱贫致富之路的“领头
羊”。 村支部委员陈建东向记
者介绍，祈钦村位于开发区最北
端，下辖自然村 18个，34个村民
小组，现有人口 3350人。因地理
位置偏远，多年前，在外村人的
印象中，祈钦有“两多”，一是残
疾人多，二是光棍条子多。“说到
底还是穷啊，村民生病了看不
起，拖着便成了残疾，一些穷人
家的儿子因为没钱也娶不上媳
妇。”由于村子属于丘陵地区，一
般海拔在30至40米，高的地方接
近90米，村民们务农受自然条件
影响很大。而为了改变村民们
靠天吃饭的劣势，1995 年，徐双
春开始发动每个村民小组筹资
挖塘，将天然水储蓄进水塘，每
到干旱时就放水入田，三年后，
塘坝工程顺利完成，祈钦村的粮
食也开始得以稳产高产。

无独有偶，为了进一步改善
村级集体收入，努力摘掉头顶上
的贫困帽，接下来，徐双春又带
领村干部以村集体的名义开办
了祈钦茶厂、印刷厂和锁厂。
2000 年，他又提出借助丘陵地
势，转劣势为优势，开办了苗木

合作社，将村民手中的抛荒地流
转到村委会名下，再以村集体的
形式，将这些土地出租给来村种
植花卉苗木的外来承包商，将获
得的租金分发给村民。除了出
租流转土地，徐双春还提议将 20
世纪 70 年代村办企业的老旧厂
房、设施等全部翻新，与土地一
并出租给外来企业，做到积极盘
活老旧资产，为祈钦村的发展提
供新血液。目前每户每年可拿
到的土地租金接近1600元。

改善水利、盘活闲置资产
后，徐双春依旧不甘止步。本世
纪初，深谙“要发展，先造路”的
他着手对原先辖区内的三个行
政村的砂石路进行全面改造，并
定下了每年修建一条水泥路的
工作目标。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该村先后铺设了二十多条水泥
路，再加上 2005年贯穿该村的通
港公路开通后，祈钦村的交通状
况大为改观，基本实现了“村级
公路组组通”。此外，由于地理
位置偏僻，直到 2008年 10月，趁
着沿江四镇区域供水管网建设
的机会，徐双春多次向有关部门
请求，积极推进了祈钦村的自来
水引进工程，让村民们也能喝上
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随着多年的一线坚守、多项
因地制宜的改造实举，2015年该

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 21800 元，
跻身我市乡村经济发展排行榜
的中上位置，彻底摘除了“贫困
村”的帽子，2015年 4月，更是被
市委市政府评为开发区唯一一
个“老区建设扶贫开发先进单
位”。

“我是人民子弟兵，这里也
是我的家乡，通过我的微薄之力
让乡亲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是我
应该做的。”除了在村子发展的
大方向上积极创新，在对待村里
需要扶贫帮困的少数家庭中，徐
双春亦是亲力亲为。在担任合
并村书记的16年里，他每年都将
上级政府发放给他的工作奖金
用来扶贫帮困。村支部委员陈
建东告诉记者，从20世纪90年代
中期开始，徐双春就开始以个人
名义对村里的两位困难户进行
帮扶。“每当村里有村民罹患重
病，老书记都会带头发动捐款，
起到先锋模范作用。2011年，村
里建造自来水管理站，他带头捐
款10000元；2013年推行为民办
实事工程中带头捐款 10000 元；
2015年村筹建成立慈善工作站，
他又带头捐款 11600 元，这些善
行收获了村民的一致好评，大家
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祈钦村脱贫
致富的‘领头羊’。”

（李溶 束丽娜 文/摄）

徐双春（中）和村干部在上湾水库商讨后期开发建设

记者在开发区毛家社区居委
会见到贺平时，他刚刚和同事从会
议室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保温
杯。

“记者同志，不好意思，麻烦你
等我几分钟，我去接杯水。”贺平说
完，便去饮水机旁了。

几分钟后，贺平回来了，大口
大口地喝着水。看着他滚动的喉
结，记者能想象得到他的口渴。虽
然贺平的皮肤由于常年在外奔波，
已经晒得黝黑，但他的身体十分壮
实，这个52岁的汉子看上去十分
精神——谁也不会想到，他是拖着
病体坚持上班的。

负责创城工作6个月
他走遍了社区每一个角落

1988年，意气风发的贺平成为
了当时毛家村委会六组的生产队
队长。干农活、调停纠纷等等，这
些纷杂的事情都是他的职责范围。

今年，丹阳正面临创建文明城
市的关键时期，贺平也因此被调入
了社区文明创建工作队伍，负责社
区范围内环境卫生工作的检查。
毛家社区有6个行政村，不仅人口
数量多，环境卫生的整洁也需要工
作更加细心。

每天，贺平总会到每个村子里
转上一遍，看看有没有卫生死角、
垃圾有无死灰复燃现象。而他的
交通工具，是一辆摩托车。

“我本身就是社区的人，工
作也一直在这里，对这里的一草一
木都非常熟悉。”贺平说，和汽车相
比，摩托车行驶起来更加便捷，一
些汽车难以进入的背街小巷，他都
能轻松驶入，个别弯曲的小路，也
从未影响他检查的脚步。6个多月
来，贺平走遍了社区内每一个角
落，解决了多处乱堆乱放的垃圾。

每次检查，贺平都会带上一个
橙色的遮阳帽，一大杯水。对于他

来说，经历风吹日晒是必然的，他
所能做的就是调整状态，以更好的
姿态投入到文明创建中去，因此，
往往半天的工夫，他就能喝完两三
杯水。

突发身体不适疼痛难忍
为了工作他至今仍未手术

八年前，贺平曾因肠肿瘤做过
手术，未曾想到，去年10月，他又
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

“我当时觉得腰椎间盘突出是
长期疾病，也就没有多在意。”贺平
开了一点药后，便继续回到了工作
岗位上。

今年春节，贺平再次疼痛难
忍，又去医院做了检查。根据检查
结果，医生建议他尽快手术，并且
休养几个月。医生告诉贺平，腰椎
间盘突出要及时治疗，注意休息，
不能过于劳累。

可想到手上的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贺平毅然拒绝了医生的建
议，选择重返工作岗位。

“这几个月是关键时期，全市
都在忙创建工作，如果在家里休
养，我反而不能静下心。”贺平说，

一回到工作岗位，自己的心里就踏
实了许多。

不向病痛妥协
他默默坚守岗位

贺平始终认为，做一行就要把
这一行的事情做好，不能半途而
废。即便发病时从腰到腿都疼，甚
至屁股也疼，没法坐着，他也没想
过放弃。

环境卫生的干净整洁，最重要
的是动态保持。这也就需要贺平
一天不落的去现场检查，他告诉记
者，除非是社区组织集体会议，否
则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外面跑。

作为城市面貌的维护者，贺平
最喜欢看到一处垃圾从有变无，这
让他很有成就感。尽管，因为垃圾
清理问题，有村民找到他家和他吵
架，但他总是能化干戈为玉帛。

“这样的工作状态要坚持到什
么时候？”面对记者的提问，贺平放
松地笑了：“至少要等到手头上
的工作完成，动手术应该要到明
年了。”

（眭建芳 丁礼康 蒋玉 文/
摄）

带病工作的贺平：
“创建文明城市，有我的一份责任”

本报讯 昔日苦比黄连的
穷山村，是如何弯道赶超结

“甜”果的？6月 10日，市诗词
楹联学会理事会 15 人冒着暴
雨，走进建山村黄连山自然村
采风并赋诗。

近年来，建山村加快富民
步伐，将美丽乡村创建工作与
中华诗词之乡创建相结合，物

质与精神文明比翼齐飞。挖走
穷根，绿了青山富了民，一举
成为省诗教先进单位，还上榜

“全国美丽宜居村庄”。丹阳诗
协理事们听取了村委会主任丁
国平的介绍，并与黄连山村诗
社会员诗歌互动，交流了心
得。

（陈瑶 赵永东 摄）

丹阳诗协黄连山村品“甜”果

前艾新城艺术团举行三周年庆演出
本报讯 近日，来自前艾

村的数百名村民欢聚一堂，共
庆前艾新城艺术团成立三周
年。从民乐、腰鼓、广场舞到
戏曲、小品等丰富多彩的节目

赢得台下村民们的阵阵掌
声。据悉，经过三年的历练，
前艾新城艺术团已初具规模，
并极大丰富了当地百姓的业
余生活。（刘圆娟 丽娜）

贺平将捡拾的垃圾投放入箱贺平将捡拾的垃圾投放入箱

近日，农工党丹阳基层委员会主委张卫星带队到高楼社区
调研社会管理工作。图为高楼党委书记丁金平向农工党员作情
况介绍。（彭秋忠 蒋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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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项目“生根开花” 增强经济发展“动能”

开发区推进25个产业类项目建设
本报讯 光阴似箭，随着

2017年过半，开发区多个重点项
目进展如何？能否如期竣工？6
月11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黄俊
杰带领辖区经发、环保、建设、
城管等多个部门负责人对25个产
业类项目推进情况进行了视察与
现场办公，实地解决项目建设中
遇到的各类问题，确保多个重点
项目按序进行。

当天上午 9点，黄俊杰一行
首先来到位于开发区河阳附近的
生命科学产业园，对江苏龙昌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康复机器
人与海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海
洋生物饮品两个项目进行视察，
并就其需要解决的问题与企业负
责人进行沟通。据悉，由江苏龙
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实施的
智能康复机器人项目占地30亩，
计划总投资50000万元，是镇江
市级重点项目；由江苏海睿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实施的海洋生
物饮品项目占地50亩，计划总投
资30000万元，得知两项目均因

场地平整、出土堆放位置无法确
定而进度滞缓后，黄俊杰一行结
合周边地块平整与减轻企业运距
成本等因素，就近安排了企业倒
土位置，建议企业暂将土地堆至
云阳药业西侧地块，并按照一事
一议原则，及时对企业在场地平
整上予以相应补贴，切实履行好
为企业减负增效的服务职能。

随后，在我市金鹏健身器材
有限公司实施的健身器材配件生
产项目处，得知企业在项目北侧
完成基础工作后因天气原因暂缓
施工，黄俊杰动员实施单位克服
阻力，利用好近期的晴好天气，
加快建设步伐，同时要求相关部
门做好配合指导工作，及时帮助
企业解决好相应问题，确保工程
如期或提前完工。

“我们要把紧迫感化为动
力，推动项目尽快落地、建设、
投产。”在实地视察江苏爱仕特精
密电子有限公司实施的精密电子
部件生产项目时，得知企业对该
地块土地平整只做了简单地面清

表和削高填低，导致该地块比周
边明显高出后，黄俊杰要求相关
部门结合园区内肯帝亚超级地板
项目平整，对其同步进行“三通
一平”工作，确保该企业精密电
子部件生产项目能在7月开工。

之后，黄俊杰一行还来到乐
能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肯帝亚
超级地板、锋泰五金锯片、天宏
工业智能机器人等项目现场，实
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现场解决
实际问题，推进项目进度。“我们
辖区的项目数量比较多，而且不
少项目都是同时推进，所以遇到
的困难也是各种各样。”在视察过
程中，面对项目推进遇到的各类
问题，黄俊杰反复强调，如何将
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最大的作
用，为推动项目落地做好服务，
是目前需要抓紧落实的。他要求
开发区班子成员以及所有项目的
责任人对照工作清单，紧抓重点
项目，持续“加码”，找差距、亮
举措，助力项目加快建设。

（开宣 丽娜 文/摄）开发区领导在项目建设现场办公

本报讯 日前，省人社厅副
巡视员、专家与国际合作处处长
张永祎带队来到开发区科创园，
实地考察了江苏宏一包装设备有
限公司和江苏福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并进行专家评审，开发区党
工委书记黄俊杰、管委会副主任
陈小琴陪同考察。

据了解，2009年12月，经镇江
市人事局批准，我市在开发区成
立了镇江市级留学回国人员创业
园。经过七年多的不断努力，园
区建设软硬件设施、服务功能、各
项政策措施等上了一个台阶，取
得了一定实效。为进一步加快镇
江市级留学人员创业园的建设和
发展，增强园区内产业科研开发

的实力和水平，鼓励和吸引海外
留学生、留学归国人员来我区创
办新产品研究开发基地，兴办实
业和各种科技服务机构，推动园
区经济和科技的结合，促进科技
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
开发区科创园于2017年4月组织
申报了省级留学创新创业园区。

汇报会上，黄俊杰介绍了开
发区创建省级留学回国人员创新
创业园区建设情况。据介绍，科
创园现有留学生创业团队22家，
主要有毕业于加拿大、美国、日
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留学人员
回国创业。为吸引留学生回国人
员入驻创业，开发区科创园在建
设高档次标准厂房和科技大楼的

同时，高标准装修了2.3万平方米
的智能化科技办公大楼，大楼内
保证水、电、气、宽带、无线WIFI、
4G网络等畅通，可实现“拎包入
驻”。同时，为了鼓励、促进和加
强留学生科创园体系建设，市委、
市政府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相关政
策，并做好为留学生创业提供中
介咨询服务、投融资服务、人才激
励和培训服务，加强与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的对接，努力成为我市
高层次人才的集聚区、创新创业
的先行区，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推动全市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经
济社会稳定快速发展作出积极贡
献。

（开宣 丽娜）

本报讯 近日，丹阳眼镜城
与杭州数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的中国丹阳眼镜指数项目正式
签约。

据了解，经过40多年的发展，
眼镜已成为丹阳最具特色的传统
产业之一，是我市当之无愧的“城
市名片”，丹阳眼镜产业，也成为
国内乃至世界眼镜行业的重要
的、不可或缺的板块。而在大数
据时代，随着眼镜时尚元素、文化
元素的不断融入，丹阳眼镜产业
需要科学、权威的行业数据来支
撑。对此，丹阳眼镜城携手杭州
数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建发布
中国·丹阳眼镜指数，以构建强大
的眼镜数据体系。

据悉，中国丹阳眼镜指数包
括价格指数、景气指数、品牌指
数、时尚指数、创新指数五方面。

项目正式签约后，双方将邀请国
内知名统计数据专家、行业领导
和专家进行专业认证和鉴定，并
通过国家发改委中国发展网、商
务部指数中心、中国指数网、中国
眼镜协会等权威平台发布。眼镜

城负责人表示，在大数据时代，随
着丹阳眼镜风尚小镇的建立，由
丹阳来抢先发布中国眼镜指数，
将为我市眼镜市场巩固优势，为
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为行业发展
引领方向。（罗玲 丽娜）

丹阳眼镜指数项目正式签约
本报讯 20日上午，金阳

光光伏项目一期并网发电暨二
期集中开工庆典仪式在开发区
日产园举行。开发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荆东根，江
苏金阳光绿色能源有限公司董
事长许兴祥等人出席了庆典仪
式。

据了解，江苏金阳光绿色
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0
月，是一家致力于为中国分布
式光伏电站项目提供一站式全
面解决方案的专业公司。该公
司目前主要以投资分布式光伏
电站为主线，旨在通过推出的

“投租模式”金融资源优势，为
新能源产业发展面临的短板提
供创新解决思路。今年 4 月中
旬，该公司在开发区日产园投
资建设的光伏发电一期项目正
式开工，5月18日并网发电，6

月中旬竣工，投入使用后，在
电站 25年生命周期内，平均每
年可发电约200万度。

据悉，即将开工的二期项
目将在双方原有基础上加大投
入、扩大规模，且全部采用

“自发自用，余量上网”开发模
式，计划于今年 8 月底竣工。
待该期电站建成投产后，在电
站 25年生命周期内，平均每年
可发电约 600 万度，对于推动
开发区产业发展实现节能环保
具有重要意义。

荆东根表示，开发区高度
重视与江苏金阳光绿色能源有
限公司的合作，将积极为合作
创造良好空间，提供便利条
件。他希望，金阳光可以把最
好的节能环保技术带到丹阳，
用科技助力丹阳企业的绿色生
产。（开宣 丽娜）

开发区金阳光
光伏二期项目开工

省人社厅考察科创园
留学创新创业园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