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恽建农600元

屠彬彬1000元

丹阳市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5000元

许国霞1000元

超越自我1600元

袁一俊2000元

卓越年华汤总2200元

贝妈500元

高韵100元

王晖5900元

球妈3000元

邵晓霞2000元

胡宏梅2200元

琳琳妈1000元

丹阳恒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5000元

吕海珍、王寅栋3000元

束国栋1000元

丰帆鞋业1000元

小道1000元

MT1000元

史剑峰300元

忠良1000元

慧媛1000元

蔡国军2000元

郦萍3000元

戎秀琴2000元

江苏永信光学5000元

潘舒3000元

韦伟14000元

聂剑豪1100元

华勤物业6000元

爱心人士1000元

芬陀利华41000元

牛叔1700元

南楼5200元

毛毛1000元

琴心堂主2200元

丹阳鼎盛商贸有限公司3000元

丹阳市教育局关工委3000元

朱姐1000元

孙先生5000元

周建峰3000元

朱永禄200元

美梦成真500元

阳光花语200元

威少变身200元

昕桥200元

汤东雷100元

丁燕200元

思文100元

.Lacy200元

一诺一凡200元

点点100元

包老师200元

平淡200元

陈俊华200元

朱明500元

水木婉儿100元

小宇200元

百灵200元

戎洪财200元

鹰的重生2000元

郑伟辉200元

牛叔小伙伴一200元

陈红卫200元

爱心人士500元

玉麒麟200元

司米厨柜姜金花1000元

老虎200元

牛叔小伙伴二200元

诚龙200元

尹珍500元

牛叔小伙伴三100元

幽兰200元

回不去的天使100元

默默100元

尹伟云200元

傻了吧200元

宇宙神像300元

董律红200元

肉肉200元

CHEN陈200元

夏伟俊100元

石头100元

缄默100元

日月明100元

王泽俊200元

一世茶香100元

小智100元

包老师小伙伴一200元

包老师小伙伴二100元

尹珍伙伴吾爱同行200元

尹珍小伙伴吴夏芳1000元

尹珍朋友300元

巢建芳200元

花儿100元

大王派我去巡山1000元

zhu200元

张如玉200元

雷鸣200元

凤凰200元

姜利群500元

易缘200元

樱宁200元

殷辉100元

紫贝壳100元

乐乐妈咪100元

巧萍200元

冉200元

清风200元

可乐星星100元

草莓300元

马国林200元

满天星100元

徐欣200元

十月微微凉200元

加结对资助款、结对奖学金
合计总收入597423元

实物捐赠:

●江苏华莱士西服有限公司捐

赠，冬衣150件，夏衣100件

●丹阳佰圣服饰捐赠冬衣 280
件

●猫山王蓓美滋食品商行捐赠

冬衣150件

●诚龙在去年捐赠 90件，今年

又捐赠70件志愿者服装。

●胡爱民眭爱萍捐赠大米(价
值5898元)
●芬陀利华捐赠 1.5 匹空调一

台(价2400元)
●鱼乐承担助学社 150平米办

公用房租金

●丹阳市创佳电子有限公司捐

赠全部办公用纸油墨和维护服

务

●奇瑞汽车捐赠课外阅读图书

1840册(价34484元)
●周董捐赠苏州行午餐补差

(价值11550元)
●江苏云扬文化用品公司捐赠

购书卡(价值6000元)

2017年支出情况公布
（2017年1月1日至8月16日）
结对资助款431700元
春节慰问物资费用22550元
图书专项资助款5600元
学生活动费用39070元
奖学金发放款61100元

特种资助款175、223、225
计27800元
( 特别资助 225 号学子
21800元）
办公费用11746.36元
支出总计599566.36元

捐款总额已经达到去年全年水平
(含春节慰问金、奖学金基金、特种资助金、学生活动费、办公经费等其他捐款。结对资助款与结对奖学
金的捐款不计在内)

玉汝于成颁发第二届“未来之星奖学金”

2017年9月-2018年8月结对资助情况一览表

第二批“助学爱心企业”名单

2017年捐款情况公布（2017年1月1日至8月16日）

丹阳市云阳镇广达汽车装璜店
大泊米菲太阳花婴儿游泳馆
丹阳佰圣服饰有限公司
丹阳界牌镇天壹装饰工作室
丹阳市新世纪彩扩天地
丹阳市开发区明皇精品眼镜
丹阳市新时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春雨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奥林图书文化有限公司
镇江云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晶世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江苏德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丹阳市华方纸品厂
江苏文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

编号 性别 年级 资助标准 资助人
001 女 大一 5000 姜利群
002 男 高二 2000 蛇果
005 女 高二 2000 景女士
007 男 高一 2000 张女士、王俊
010 男 高三 2000 王晖
011 女 高一 2000 王晖
012 女 大一 3000 周国平
013 女 大一 3000 蔡晓珍（镇江）
015 女 九年级 1000 鹰的重生
016 女 九年级 1000 戎南楼
017 男 大一 3000 无言
020 男 高补 5000 宇宙神像
021 女 大三 4000 陈工装饰
022 女 大三 3000 樱宁
023 女 专四 2000 似水年华
024 男 大一 3000 张国芳
025 男 大一 3000 方颖
026 女 大一 3000 仁者无敌
028 女 高二 2000 小小的白蝴蝶（镇江）
029 男 八年级 1000 陈红卫
030 女 九年级 1000 可乐
031 女 大一 3000 孤枕难眠
032 男 大一 3000 爱心人士
033 女 大一 3000 江苏德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34 女 大一 3000 曹飞
035 女 大一 3000 卢先生
036 男 大一 3000 袁一俊
040 女 八年级 10000 马国林
041 女 高二 2000 123
042 女 高二 2000 牛叔
043 男 高一 2000 牛叔
044 女 高二 2000 老飘
045 女 五年级 2000 蔡国军
046 女 高二 2000 吕先生
047 女 高二 2000 王维
048 女 高一 2000 葛先生
049 女 高一 2000 周慧琴
050 女 高二 2000 李军
051 女 六年级 1000 王建燕
052 女 高二 2000 爱心人士
053 男 大一 3000 江苏德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54 女 九年级 1000 殷王君婕
055 男 八年级 1000 陈麒元
056 女 高三 2000 郑先生
057 女 职中三 6000 朱明
058 女 高二 2000 国沃教育
059 女 高三 2000 文文妈
061 女 大二 3000 岳磊
064 男 高三 2000 清水热线
066 女 高一 2000 叮当猫
067 女 高一 2000 王红霞
068 女 高二 2000 珥陵中学89届同学会
069 女 高三 2000 张女士
071 女 高二 2000 汤先生
072 男 高一 2000 朱明
073 男 五年级 1000 韦先生
074 女 六年级 1000 眭女士
075 女 高二 2000 林湘云
076 女 高三 2000 束珍红
077 女 高二 2000 郦萍
078 男 八年级 1000 郦萍

编号 性别 年级 资助标准 资助人
079 男 大一 3000 周敏王丽君
080 女 六年级 1000 周敏王丽君
081 女 高三 2000 爱心人士
082 男 七年级 1000 周小平
083 男 高三 2000 张方荣
085 女 高一 2000 孙筱娟
087 男 五年级 1000 谭成钢
089 女 九年级 1000 人佛神
090 男 高三 2000 丁槿
091 女 高一 2000 江苏德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92 女 七年级 2000 看魅
093 女 七年级 1000 看魅
094 男 九年级 1000 张玲
095 女 六年级 1000 蒋伟娜
099 男 高二 2000 王雪平
100 男 高二 2000 洪旗名
101 女 高二 2000 马卫东
102 男 大三 3000 吴惠萍
103 男 高二 2000 秋阳
104 女 九年级 1000 陈礼贤
105 男 高三 2000 袁菲
106 女 高二 2000 眭涛
107 女 高一 2000 安捷尔
108 女 高二 2000 薛燕芬、周莹娟（常州）
109 男 九年级 1000 薛媛（常州）
110 女 高一 2000 江苏德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1 男 高二 2000 董律红
112 女 高三 2000 汤孝虎
113 女 大三 3000 周雯雯
114 女 八年级 1000 大海
115 女 七年级 2000 马建华
116 男 九年级 1000 神采奕奕
117 女 高一 2000 三信智能厨房设备
118 男 九年级 1000 江苏德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9 男 六年级 2000 古南山
120 男 八年级 1000 肖大伟
121 男 八年级 1000 胡宏梅
122 男 七年级 1000 大学教授
123 男 五年级 1000 张红媛（常州）
124 女 九年级 1000 丹阳市豪门工具
125 女 九年级 1000 丹阳市豪门工具
126 男 九年级 1000 丽轩光学
127 男 九年级 1000 王锦华
128 女 高二 4000 老王、王华
130 男 高一 2000 尹珍
131 男 高一 2000 丁先生
132 女 六年级 1000 蜗牛行
133 女 六年级 1000 铁观音
134 女 六年级 1000 刘溜溜
135 男 大二 3000 邱先生
136 女 大三 3000 陈工装饰
137 男 大三 3000 万雪峰
138 女 大三 3000 吴彤
139 女 大三 5000 鹰的重生
140 女 大一 3000 铁观音
141 男 八年级 1000 戎洪财
142 女 八年级 1000 蒋链
143 女 三年级 1000 胡慧卿
144 女 大一 3000 潘舒
145 女 大一 3000 朱林飞
146 男 大一 3000 孙先生

编号 性别 年级 资助标准 资助人
147 男 大一 2000 须萍
148 女 高三 2000 钟玉平、胡金花
149 男 高二 2000 肉肉的会社
150 女 高二 2000 倪昕怡
152 女 三年级 1000 小宇
153 女 九年级 1000 曹艳林
154 男 高一 2000 潘先生
155 女 高一 2000 陆春妹
156 女 创新班 2000 朱女士
157 男 三年级 1000 桃夭
158 女 六年级 1000 渺渺
159 男 五年级 1000 S女士
160 女 七年级 1000 甜甜圈
161 女 九年级 1000 郑伟辉
162 女 九年级 1000 张先生
164 女 高二 2000 郦文琴
165 女 五年级 1000 征成娟
166 男 七年级 1000 肖向晖
167 男 六年级 1000 王强
168 女 七年级 1000 丁燕
169 女 七年级 1000 许林春
170 女 五年级 1000 张如玉
171 女 高二 2000 刁立飞
172 男 五年级 2000 兄弟光学
173 女 高二 2000 陈耀
174 女 九年级 1000 刁立飞
175 女 高二 4000 天祺、天明、佳燃厨房设备
176 女 八年级 1000 丁蓉
177 女 三年级 1000 晓天
178 男 八年级 1000 阎梅琴
179 男 七年级 2000 李福荣
180 男 高一 2000 王维
181 男 高三 2000 陈志彭
182 女 大二 3000 殷俊
183 男 高三 2000 许卓杰、陈文
184 男 八年级 2000 薄荷草
185 男 八年级 1000 华勤物业
186 男 八年级 1000 华勤物业
187 男 八年级 1000 可乐星星
188 女 八年级 1000 蔡洪俊
189 女 八年级 2000 史菊芬、恽小红
190 女 高二 2000 大泊米菲大阳花婴儿游泳馆
191 女 八年级 1000 金凤珠
192 女 高一 2000 陈春芳
193 女 八年级 1000 李玉成
194 男 高一 2000 张晓峰
195 女 七年级 1000 肉肉的会社
196 女 四年级 1000 大泊米菲大阳花婴儿游泳馆
197 女 四年级 1000 大泊米菲大阳花婴儿游泳馆
198 男 九年级 2000 爱心人士
199 女 八年级 1000 季永红
200 男 九年级 1000 魏国
202 男 八年级 1000 鱼鱼
204 男 二年级 1000 尹伟云
205 女 四年级 2000 丹阳市东辰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206 男 高三 2000 王丽娟
207 女 八年级 1000 鱼乐
208 男 九年级 1000 知足者常乐
210 女 九年级 2000 知足者常乐
211 女 四年级 3000 季永红
212 男 高二 9600 华勤物业

编号 性别 年级 资助标准 资助人
213 男 高三 2000 大乐发群
215 女 大四 3000 江苏凯祥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16 男 八年级 2000 胡爱民、眭爱萍
217 男 三年级 2000 郑先生
219 男 八年级 1000 一诺一凡
220 女 四年级 1000 朱建安
221 女 六年级 1000 严云
222 女 二年级 2000 徐智玲
223 男 高三 2000 毛毛
224 男 九年级 1000 依恋
225 男 六年级 2000 姜金花
226 男 一年级 1000 水木婉儿
227 男 一年级 1000 爱心人士
228 女 三年级 1000 巢建芳
229 女 三年级 2000 吾爱同行
230 女 八年级 2000 袁先生
231 男 八年级 1000 眭春辉
232 男 七年级 1000 陈俊华
233 女 高一 2000 殷巧萍
234 女 中班 1000 滕小兵
235 男 五年级 2000 周道秀
236 女 一年级 1000 丹阳市江城泡菜厂
237 女 七年级 1000 张新华
238 男 九年级 1000 巢建芳
239 男 六年级 1000 三分高手
240 男 八年级 1000 亲亲宝贝
241 男 高一 2000 魏国
242 女 六年级 1000 胡宏梅
243 男 三年级 1000 魏国
244 男 四年级 1000 汤东雷
245 女 三年级 1000 迎风踏浪
246 男 八年级 1000 汤雪丽
247 男 大班 1000 雷鸣
249 女 大班 1000 贺先生
250 女 五年级 1000 晓天
251 女 三年级 1000 周超
252 女 九年级 1000 丹阳市辉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53 男 中班 1000 乐乐妈咪
254 女 四年级 1000 江苏嘉百利五金有限公司
255 男 五年级 1000 沈女士
256 女 八年级 1000 上海晶世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257 男 八年级 1000 上海晶世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258 女 九年级 1000 金牌橱柜卡诺亚衣柜
259 女 九年级 1000 日行一善
260 女 四年级 1000 日行一善
261 女 八年级 1000 谭先生
262 男 创新班 2000 爱心人士
263 女 九年级 1000 王习通
264 女 四年级 1000 丽轩光学
265 男 三年级 1000 日行一善
266 男 中班 1000 日行一善
267 女 八年级 1000 吕晓华
268 女 六年级 1000 王晖
269 女 二年级 1000 蛇果
270 男 高二 2000 丹阳市华方纸品厂
271 男 五年级 1000 十月微微凉
272 女 大一 3000 鹰的重生
273 女 大二 10000 华勤物业
274 女 大一 3000 王女士
275 女 高一 2000 果酱

未来之星奖 10000元
146
高中二等奖 每人2000元

017；026；032；036；145
高中三等奖 每人1000元

001；031；034；063；79；144
高中鼓励奖 每人500元

056；212

义务教育阶段

一等奖 每人1000元

085；156；194；262；275
二等奖 每人500元

011；043；048；049；051；063；072；078；089；095；107；114；115；117；119；
120；121；127；129；131；141；154；155；161；166；168；169；189；196；200；
217；219；220；222；228；229；230；235；237；238；239；240；241；243；245；
246；251；252；256；258；259；261；264；268
三等奖 每人300元

082；159；198；199；210；221；231；265
奖金来源:合计61400元

1、026；031；034；036；051；056；063；078；079；089；095；107；114；
119；120；127；129；131；146；156；189；217；230；240；252；259；265；
275共28人由助学社未来之星奖学金基金支付。

2、其他53人均由结对资助的爱心人士支付。

第二届【未来之星奖学金】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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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

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

大雨，局部暴雨，西南风

3~4级，25℃~33℃。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70 第6975期

本报讯 昨日，陕西省富平
县县长张海乾率考察组来我市
考察调研，两地还就对口协作举
行座谈并签署协议。

富平县位于陕西省关中平
原中北部，属大西安经济圈规划
范围，是关中连接渭北、通往西
北乃至西亚的重要枢纽。

当天上午，张海乾一行参观
考察了我市部分企业，市领导薛
军民、亢鹏陪同考察。在江苏潮

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考察组一
行详细了解了公司的生产、销售
等情况。据介绍，潮华玻璃是一
家专业生产各类药用玻璃包装
容器的民营企业，现具有年产各
种管制玻璃瓶 6 亿余只的生产
能力。随后，考察组还参观了江
苏彤明高科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宏马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明
月光电和丹阳高新技术创业园。

下午，两地举行了对口协作

座谈会暨签约仪式，市领导陈可
可、黄春年、赵志强、杜官军、薛
军民、刘宏程、亢鹏出席活动。
副市长薛军民主持会议。

座谈会上，市委书记陈可可
表示，我市高度重视与富平的交
流合作，两地应进一步加强人
才、教育、卫生等多方面的互动
合作，坚持科学发展，明确定位，
优势互补，全力推进。张海乾希
望我市能进一步加强与富平在

园区建设、产业发展、人才交流
以及民生事业等领域深化合作。

座谈会上，丹阳、富平两地
教育、卫生计生部门分别签署了
《丹阳市与富平县教育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丹阳市——富平县
卫生计生事业合作协议书》，两
地将在教师交流学习、医疗技术
交流、医疗系统对口培训等多方
面深入交流合作。（龚佩玉）

陕西富平县考察组来丹
两地就教育、卫生计生等对口交流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讯 为进一步找准
发展差距、补齐发展短板，昨日
上午，我市召开重点产业类项
目暨经济薄弱指标分析推进
会，市领导赵志强、刘宏程、
岳嵩参加会议。

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市
共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629.4 亿
元，增长 7.5％；规模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 249.4 亿元，增长
7.6％。1~7月，44个镇江市级
重点产业类项目共完成投资
86.82 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
的 58.1％；新建项目 20 个，
其中已开工19个。206个丹阳
市级重点产业类项目共完成投

资 132.6 亿元，占年度计划投
资 40.4％。引资方面，1~7 月
全 市 累 计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26826.9 万美元，共签约内外
资项目23个，其中外资项目4
个、总投资1.04亿美元，内资
项目 19 个、总投资 49.9 亿
元。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
市经济发展稳中有进，但地区
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固定资产
投资和规模工业增加值等三项
指标依旧较为薄弱，下阶段仍
需在强化薄弱指标推进、狠抓
项目建设进度、全力破解项目
要素瓶颈、加强项目招引储备
等工作上加足马力。

市委副书记赵志强要求各
镇（区、街道）和有关部门坚
守项目根基不动摇，确保各类
项目达序时、有形象、出效
益；抓住指标不松劲，进一步
强化指标分解力度，加强跟踪
落实，激发各自潜力，确保各
项指标有序推进；紧扣落实，
真正以实干业绩践行“发展再
升温 富民再发力”的最新要
求。

会上，副市长刘宏程就下
一步如何及时制定好政策、跟
踪服务好在手项目、举办好招
商活动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陈军 丽娜）

本报讯 昨日上午，市十
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八次主
任会议，听取了“关于加快开发
区水环境治理的建议”等情况
汇报，市人大领导李忠法、马
耿良、周爱仙、蒋明辉、符红
海、韩静慧、蔡国璐出席会
议，市政府领导亢鹏列席会
议。

会议首先听取了“关于加
快开发区水环境治理的建议”
办理情况汇报。据了解，今年
开始，开发区对区域内的晓墟
河、老九曲河、三叉河、大泊
河、毛家河、弯河等主要河道
和马塘桥水库进行水环境生态
综合整治，工程包括约 30 公
里范围内的控污截流、清淤、
水工建设、桥梁、人行步道、
景观、亮化绿化及配套设施
等，总投资约6亿元，工程计
划在2018年底前完成。

围绕统筹推进这项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忠法要求
相关部门强化思想认识，进一
步明确责任分工，形成层层有
组织、事事有人抓的良好工作
局面；强化源头管控，做到标
本兼治；强化宣传发动，营造
社会氛围，把保护水环境、爱
护水资源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行
动，促进“水清、岸绿、景
美”的环境早日形成。

随后，会议听取了“关于
提升开发区模具城，大力发展
模具产业议案”办理情况的汇
报。位于开发区车站社区的朝
华模具城始建于 2008年，计划
将利用原有基地，扩张升级改
造模具城，通过改革经营管理
模式、引入专业团队，引导模具
城向智能、高新、现代科技中高
档模具研制开发、订单加工、外
包服务产业发展。项目力争今
年年底开工，明年投入使用。
李忠法要求各部门要合理规
划，创新管理模式，在产业集
聚、环境秩序、日常管理等方面
下功夫；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通
过项目引进和科技创新推动模
具城提档升级。

会议还讨论了政情通报专
题发言材料；讨论确定了市第
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议程、日程（草案）；市人大各委
办还交流了下月工作安排。

（唐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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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陵口镇煦庄张东
村有个景润莲藕专业合作社，
这里采用莲藕与小龙虾一体化
养殖、稻田提水养殖小龙虾等
精细化管理模式，产出的小龙
虾个头大、品质好，形成了基地
帮小户、大户带小户的示范效
应，提高了当地龙虾养殖水
平。如今，合作社已申请了“肖
梁河”商标，准备做大做优小龙
虾等水产业，打响特色品牌。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陵口
集镇，在当地皮鞋企业主张小
虎带领下，参观了他的养殖基
地莲藕专业合作社。“这是我和
另外两位朋友合资建设的龙虾
基地，也算是工商资本投资现
代渔业的一个尝试。”张小虎
说：“之所以选择投资小龙虾
养殖，主要是看到这一特色水
产养殖市场消费量大，养殖利
润也较高。”2015年，他们将
流转的 500 多亩农田进行改
造，并建立了循环水净化养殖
系统。

记者看到，不同于稻田套
养龙虾，基地采用的是提水养
殖模式，改造后的田埂和埂坡
四周均铺设了防渗薄膜，上面
盖有一层绿色网皮。这种水产

养殖模式，既便于护坡和巡塘
管理，又可防止龙虾打洞，减少
鼠害等危害，从而保证养出的
小龙虾品质。张小虎介绍，为
搞好小龙虾的精细化管理，他
们专门聘请了江苏淡水水产研
究所的专家定期前来辅导，同
时还聘用了技术师傅和多位养
殖员。

正在基地忙碌的养殖员周
玉英告诉记者，通常一个技术
师傅要带 6 个养殖员，每个养
殖员负责管理 40~50亩的养殖
区域。按照要求，基地小龙虾
每亩产量须控制在 300斤。为
此，他们在投喂饲料、水质监
控、水草种植等方面加强科学
管理。小龙虾苗三月下旬投
放，六月中旬便能捕捞上市。

“我们基地的小龙虾 7 月底才
销售结束。这一个多月，每天

都有常州、苏州等地的客商来
这里收购，合作社带动的周边
6位养殖户每天也把捕捞的小
龙虾集中到一块销售，我们的
小龙虾批发价每斤最高卖到
30元。”张小虎乐呵呵地说，基
地在养殖小龙虾的基础上，还
适时套养了鳜鱼和鲫鱼，亩产
值可以突破万元。

“明年，我们在原有 100亩
莲藕套养小龙虾的基础上，还
将继续扩大莲藕种植面积。”
张小虎说，莲藕不但花香色
丽，而且莲藕中的生物还可以
作为小龙虾的天然饵料，同是
荷叶有利于龙虾躲避天敌，是
其良好的栖息场所。他们打算
将此与休闲观光农业相结合，
推动高效设施渔业与农业观光
游融合发展。 （刘建华 蒋须
俊/文 毛梦琪 萧也平/摄）

市十七届人大常
委会召开第八次
主任会议

瞄准短板发力 冲刺全年目标
我市召开重点产业类项目暨经济薄弱指标分析推进会

景润莲藕合作社小龙虾养殖闯出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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