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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
计划总投资19.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3.4亿元

本报采访组

近年来，丹阳牢固树立“产业强市”鲜明导向，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产业发展的牛鼻子，紧扣招商、征迁、立项、用地、规划、融资等
关键环节，强化跟踪保障服务，持之以恒抓紧抓好项目建设，以必成的决心，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担当有为推进项目建设，实干为民再谱转型新篇。昨日上午，9个重大产业类项目分别在我市开发区、延陵、吕城、高新区、丹北、
皇塘等地集中开工，以点带面，在全市上下持续保持重大项目建设热潮，为推进全年重大项目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天豪输变电成立于 2012 年，注册
资本1亿元，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为高低

压输变配电成套设备、高低压电器元
器件、自动化电气控制系统、建筑电
器、通用机械、仪器仪表、电缆桥架生
产、安装及相关技术服务、电力工程承
装、承修、承试，金属材料、电线电缆、
五金交电、化工材料（危险品除外）批
发、零售。

新建年产 100 台（套）高低压输变
电成套设备项目总投资1亿元，项目地
块位于精密制造产业园内，需建厂房
约 16822 平方米。建成投产后每年可
以达到不低于8000万元销售规模。

新建年产 50万套低温绝热瓶用阀门
生产线项目，产品主要是与北京天海公司
生产的碳纤维全缠绕复合气瓶（含车用）相
配套。该项目总投资 1亿元，利用现有土
地 20.58亩，新建建筑面积 2万平方米，新
增数控车床、低温性测试仪、数控加工会中
心、检测设备、轴数控床等若干台套，厂房
为钢结构和砖混结构。目前，项目场地已
开始平整，计划10月份前完成一期厂房建
设；12月份设备安装到位。该项目建成投
产后预计可新增年销售收入 1-2亿元，增
加利税1000万元。

联创公司主要专注于设计开发、制
造各类客车空气悬架系统部件（空气弹

簧用上盖、活塞及悬架托梁）的钢结构件
产品，并广泛应用于以新能源客车为主
的空气悬架客车。公司采用智能机器人
及专机打造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式作
业，服务于全国各大知名客车制造公
司。该新建项目占地56.6亩，预计总投
资2.26亿元，将形成年产40万套空气悬
架配件的生产能力，实现产值2.5亿元，
实现利税2000万元以上。

项目位于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
部精密制造产业园，具体建设地点位于
齐梁路以东、北二纬路以北，规划用地
90 亩，投资建设智能工业机器人系统
集成项目。项目总投资3亿元，项目建
成期3年。其中，第一期从2018年1月
至 12月，投资 2亿元，新建生产厂房和
研发大楼，争取在 2019 年底实现工业
机器人及全自动生产线产品的销售 1
亿元，实现利税 2000 万元；第二期从

2019年 1月至 12月，扩能投资 1亿元，
到2021年底形成工业机器人及全自动
生产线产品的销售3至5亿元。

●天宏智能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生产线新建项目

●江苏天豪输变电有限公司年产100台（套）高低压
输变电成套设备新建项目

●丹阳市飞轮气体阀门有限公司新建年产50万套低
温绝热瓶用阀门项目

●万盛精密钣金江苏有限公司新建全自动多功能医
用清洗机智能化生产线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3亿元，新建1.3万平
方米的智能化钣金车间，预计2019年底
竣工。引进意大利prima-power自动化

钣金加工设备和钣金工厂智能化管理软
件，自主开发AGV小车搬运系统，AGV
小车在车间可以自动搬运到各个工位。
新投入自动化粉末喷涂、电泳、烤漆、电
解抛光的表面处理生产线。引进意大利
原材料自动料库，可以实现无人化生产，
自主开发零部件自动回转库，跟ERP可
以有效对接。根据产品的实际情况可以
实现装配线的局部自动化，基本实现车
间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相融合。

项目建成后，厂房面积有2.8万平方
米，办公面积 6600 平方米，研发中心
1100平方米。全部投产后预计年销售超
5亿元，利税1.2亿元。

君悦光电旨在开发设计民用激光光
机组件及OEM生产激光电视整机。总
投资 3.5 亿元，一期建设宿舍 3000 平方
米、厂房 9800 平方米；计划 2018 年 9 月
投产，设计年产能：光机30万台，整机20
万台，二期建设宿舍 6000 平方米，厂房
27600平方米、办公6000平方米。

●江苏君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万台激光光
机、20万台激光电视整机生产线项目

●丹阳市联创汽车附件有限公司年产40万套汽车悬
架生产线项目

●江苏佰达伟业车业有限公司汽车钣金件项目
佰达伟业车业成立于2017年，注册

资金 1000 万元，位于丹北镇新巷工业
园，是一家专门从事生产车辆部件、交
通器材、五金件生产加工、模具研发制
作的企业，拥有大型油压机、激光切割
机、焊接机、剪板机等高端机械设备。

目前公司和上汽大众、北汽福田等大型
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意向书。

公司汽车钣金件项目总投资1.2亿
元，新征用地 20亩，新建厂房 1.8万平
方米，项目投产后形成年产 10万套汽
车钣金件。

●江苏凌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2万套汽车云启
动智能系统项目

凌青电子专注于汽车防护杠、踏
板、行李架、挡泥板（胶）等外饰件的研
发及制造，系列产品适用于中高档的
SUV、MPV、吉普、皮卡等车型，产品畅
销国内30多个省区并远销美洲、欧洲、
大洋洲、中东等地区。为满足客户群体
日益增长的需求，公司今年在丹北镇新
巷村投入资金建立现代化的厂区。

新建汽车云启动智能系统项目总
投资 1.8亿元，新征用地 45亩，新建厂

房 3 万平方米，项目投产后形成年产
2.2万套汽车云启动智能系统。

●江苏绿叶锅炉有限公司高效节能电站锅炉智能制
造项目

绿叶锅炉始建于 1954 年，是国内
最早生产电站锅炉、余热锅炉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之一，公司集科研、生产、配

套、维修、改造、技术服务于一体，具有
较强的科研技术开发实力。注册资本
1.08亿元，占地面积 40万平方米，年产
值15亿元。

高效节能电站锅炉智能制造项目
总投资 10亿元(一期 2.5亿元)，利用企
业现有土地 80 亩，新建 5 万平方米厂
房，引进弯管机等进口智能化设备，建
设年产 5万吨高效节能电站锅炉现代
化生产线。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可产
生年销售6亿元，利润6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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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3月 22 日
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宣布，
约翰·博尔顿将取代麦克马斯
特，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
平台宣布，美国前常驻联合国
代表博尔顿将出任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任命于4月9日生
效，正式交接也将在这一天进
行。

博尔顿出生于 1948 年，曾
于 2005 年至 2006 年出任美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是小布什政
府中著名的“鹰派”人物。白宫
在发给媒体的邮件中称，他是
美国“最强大的声音之一”，是
在“国家安全事务和应对国家
挑战方面全方位的专家”。

白宫表示，特朗普已要求
麦克马斯特留任至4月中旬，确
保职务顺利交接。

麦克马斯特生于 1962 年，
是现役陆军三星将军，去年2月
起正式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特朗普对麦克马斯特任

职以来的“杰出工作表现”表示
感谢，称“他将永远是我的朋
友”。麦克马斯特也发表声明
说，自己将要求今夏退役，感谢
特朗普给自己服务的机会。

近期美国媒体曾爆料，特
朗普打算“炒掉”麦克马斯特，
原因是两人“不来电”，两人在

“通俄门”、阿富汗政策等问题
上也矛盾重重。在即将离职的
消息曝光后，麦克马斯特对媒
体表示：“时候到了，每个人都
要离开白宫。”

新华社莫斯科3月23日电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
姆菲洛娃 23日正式宣布俄总统
选举结果，俄现任总统普京以
76.69%的得票率获胜。

帕姆菲洛娃说，普京在日前
举行的俄罗斯大选中胜出，当选
总统，整个选举过程透明、竞争
有序、结果合法有效。

帕姆菲洛娃表示，全部选票
统计结果显示，俄罗斯共产党候
选人格鲁季宁得票率为11.77%，
排名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候选人日里诺夫斯基得票率为
5.65%，排名第三。知名电视节
目主持人索布恰克得票率为
1.68%，排名第四。

普京随后通过克里姆林宫
网站发表视频讲话说，将以 3月
1日发布的国情咨文为具体、明

确的行动计划，持续、深入、稳健
地推动俄经济社会变革，其中包
括通过科技提高经济效率、增加
民众收入。

俄罗斯 18日举行第七届总
统选举，共有 8 名候选人参选。
根据俄总统选举法，在投票中获
得 50%以上选票的候选人当选
总统。

普京 1952 年 10 月 7 日生于
列宁格勒市（今圣彼得堡市），曾
在苏联国家安全机构工作。

1999 年 12 月 31 日，普京任
俄罗斯代总统，并于 2000年 3月
当选俄总统，2004年 3月再次当
选。

2008年 5月，普京被时任总
统梅德韦杰夫任命为总理。

2012年 3月，普京再次当选
俄总统并任职至今。

特朗普宣布更换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新华社华盛顿 3月 23 日
电 美国国会众参两院 22 日至
23 日凌晨分别投票，通过了一
份 1.3万亿美元的预算案，可以
让美政府运转至 9月份 2018财
年结束。

国会参议院 23 日凌晨以
65 比 32 的投票结果通过这份
预算案。国会众议院 22 日以
256比167的结果通过。

这份预算案的通过距离美
政府再次停摆仅不到 24小时，

共和党和民主党在预算案中达
成多项妥协，最终达成一致。

在这份 2000 多页的预算
案中，大约 6950 亿美元为国防
预算，5910 亿美元为非国防预
算。

预算案中还涉及基础设施
建设等支出，然而对于特朗普
一直大力推动的边境墙项目，
预算案只拨款 16亿美元，远少
于特朗普预期。

特朗普曾表示对共和党在

预算案当中做出的过多让步不
满意。但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
局局长米克·马尔瓦尼 22日表
示，如果参众两院能通过这份
预算案，特朗普将同意签署。

2013 年 10 月，由于美国国
会民主、共和两党未能就新财
年预算和医改法案实施达成共
识，美国政府非核心部门在旧
预算失效后停止运行 16天，给
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一系
列影响。

国会参众两院通过1.3万亿美元预算案

美国政府这下不用停摆了

新华社洛杉矶 3月 22 日
电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
门托市市长达雷尔·斯坦伯格
22 日说，不久前当地警察在追
捕嫌犯时连开数枪打死一名手
无寸铁的黑人，这起事件令人
震惊。

美国警方21日公布了一段
执法记录仪拍下的视频。视频
显示，萨克拉门托市两名警察
18 日夜在黑人男子斯蒂芬·克
拉克祖母家的后院狂开20枪将
其打死，事后发现克拉克手中
并未持枪，而是拿着手机。克
拉克中枪倒地后，警察没有立
即上前采取救助措施，而是原
地等待支援。

当地警方在声明中说，18
日晚，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人在
一处居民区打碎汽车玻璃偷东
西，并发现至少 3辆汽车受损。
执法直升机随后发现嫌疑人打
碎一家住宅的玻璃拉门后，翻
过栅栏来到隔壁家后院，地面
警察就在那里遭遇克拉克。

这起事件在萨克拉门托市
引发广泛争议。超过 200名市
民22日参加“黑人的命也重要”
组织发起的示威活动，抗议警
察在执法过程中针对黑人滥用
暴力。

斯坦伯格当天在记者会上
说：“事后我们了解到克拉克有
两个孩子，他的死让我感到惊

惧。”
据美国媒体报道，萨克拉

门托警方认为嫌疑人就是克拉
克。而克拉克的家人则表示克
拉克一直待在祖母家。

目前，当地检察官办公室
正在对这起案件进行调查。

近年来，美国警察不时被
曝在执法过程中导致平民，尤
其是黑人身亡。2014 年 8 月，
弗格森市18岁黑人青年布朗在
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遭白
人警察威尔逊拦截搜查并被开
枪打死。密苏里州地方陪审团
随后宣布威尔逊免予起诉。此
事在美国各地引发持续大规模
抗议示威及暴力骚乱。

美国加州警察
执法时枪杀手无寸铁黑人引争议

新华社安卡拉3月22日
电 土耳其军方 22 日说，军方
一架F－16战机当天在该国中
部坠毁，机上一名飞行员死
亡。

土耳其武装力量总参谋
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
是在 22 日晚的训练飞行中坠
毁的，坠机地点位于内夫谢希
尔省。

声明说，搜救人员在坠机
地点发现了战机残骸和死者
遗体。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
楚，军方正在调查中。

土耳其一架战机
坠毁致一人死亡

新华社哈拉雷3月22日
电 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
日前下令赦免3000名囚犯，以
改善监狱居住环境。22 日下
午，首批被赦免囚犯从首都哈
拉雷的监狱获释。

据津巴布韦监狱管理部
门提供的信息，被赦免的囚犯
包括所有除了被判死刑和终
身监禁的女性囚犯、未成年囚
犯和刑期在3年以下的轻罪囚
犯。此外，残疾人、绝症患者
和 60 岁以上的老年囚犯也将
被赦免。

监狱管理部门说，由于缺
乏资金等原因，目前全国各监
狱人满为患，居住条件不容乐
观。全国监狱最多可容纳 1.7
万人，但目前已关押了 2 万名
囚犯。

这是姆南加古瓦自去年
1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赦免
囚犯。2016年 5月，津巴布韦
曾赦免2000名囚犯，主要原因
也是监狱人满为患，一些监狱
的食品和饮水等基本保障跟
不上。

津巴布韦总统
赦免3000名囚犯

新华社马累3月 22日电
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 22 日
发布安全提示说，中国公民近
期应谨慎前往马尔代夫首都
马累及附近居民岛，赴旅游岛
的中国公民应注意安全。

安全提示说，请在马中国
公民和机构加强安全防范，避
免前往人群密集场所。如遇
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
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

安全提示说，如中国公民
仍坚持前往马累及附近居民
岛，有可能导致当事人面临较
高安全风险，可能影响其获得
协助的实效，因协助而产生的
费用由个人承担。

本次安全提示有效期至 4
月22日。

马尔代夫总统办公室 22
日发表声明说，总统亚明已于
当日解除全国紧急状态。声
明说，尽管国家安全仍面临一
定程度的威胁，但目前马尔代
夫已可以正常运转。在安全
部门的建议下，亚明决定解除
全国紧急状态。

中国使馆提醒：

谨慎前往
马尔代夫首都

新华社马来西亚蔴坡3月
23日电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
馆23日说，搜救人员当天在马
南部蔴坡附近海域倾覆的挖
沙船中救出两名中国籍船员。

使馆在通报中说，参与救
援的中国广东省海上搜救中
心潜水员当天下午在挖沙船
泵舱内发现两名清醒的中国
船员，随后将他们救出船舱。

记者看到，获救的两名中
国船员由快艇送到码头，随后
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使馆说，搜救人员还在继
续全力搜救其余 10 名失踪的
中国船员。

一艘挖沙船 21 日在蔴坡
附近海域倾覆，当时船上共有
16 名中国船员和 2 名外籍人
员。事发当天，3 名中国船员
获救、1名中国船员遇难，其余
人员失踪。马海事执法局、海
军、海警等多部门派出船只和
人员展开搜救行动。

马来西亚翻船事件：

已救出
五名中国船员

俄国防部网站
遭密集黑客攻击

新华社莫斯科3月22日
电 据俄新社 22 日报道，俄罗
斯国防部网站当天遭到密集
黑客攻击，攻击来自西欧、北
美和乌克兰。

俄新社援引俄国防部的
消息报道说，国防部官网上就
3种新型武器命名举行的投票
活动原定 22日晚 8时结束，在
活动结束前一小时，国防部网
站遭到7次黑客攻击，其中5次
为中等强度，另两次较为猛
烈，攻击来自西欧、北美和乌
克兰。

俄国防部表示，计算机安
全部门成功抵御了这些攻击。

经过民众网络投票，俄罗
斯3种新型武器当天定名。其
中，激光武器系统得名“佩列
斯韦特”，水下无人机得名“波
塞冬”，核动力巡航导弹得名

“海燕”。

俄中选委正式宣布普京连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