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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员
赵明富 陈瑶）近日，记者从开发
区组织人事局获悉，开发区首个
红色广场——建山村星火党建主
题广场建设已于日前完工。

据了解，该主题广场于 2017
年冬开建，占地超400平方米，投
资近 13 万。广场以党建文化为
主线，设置党史载体、廉政警示区
等板块，通过景观、墙面、标牌等
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党的光辉历

程、新时期治国理政、廉政警示教
育、建山村发展史等内容，是一个
集思想教育、文化宣传于一体的
党群教育、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
场地。同时，该主题广场还实现
了党建教育基地由室内向室外延
伸、教育模式由相对封闭向对外
开放的新变化，以便让群众在轻
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党建，在潜
移默化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熏
陶。

开发区首个红色广场建成

为持续营造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
果，近日，开发区城管局志愿者在中国眼镜城西侧停车场货场路二
号仓库旁开展卫生死角清理活动。

据悉，此次清理活动共组织了20余名志愿者和两辆垃圾清理
车辆，重点清理该区域道路、围墙房屋附近的垃圾和堆放物。活动
中，志愿者们身穿红色背心，拿着扫帚、铁锹、铲子等工具埋头清
扫，经过一下午的努力，共清理垃圾4车。

（记者 丽娜 通讯员 李溶 摄）

近日，车站社区携手魅力坊美容美发连锁店开展志愿者服务
活动，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活动中，理发师扶着老
人坐在凳子上，为老人系好围布，熟练地理起了发，并和老人聊起
了家常，使老人们切身感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记者 蒋玉 通
讯员 殷琴 摄）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员
李溶）22 日上午，开发区城管局
副局长朱峰代表局党组，与单位
爱心代表看望了在家休养的朱敏
杰同志，并将 27720 元捐款全数
交到了朱敏杰手中。

据了解，今年 34岁的朱敏杰
是开发区城管局胡桥中队队员。
2015年，其妻在一次体检中被查
出患有直肠癌，后花费近20万元
在上海肿瘤医院治疗，现已转入
康复阶段。正当一家人为此感到
庆幸时，噩耗再次袭来，去年 1
月，朱敏杰本人被省人民医院确
诊为慢性肾衰竭，若不积极坚持
治疗将转化为尿毒症，为此，家中
先后花费近 30 万。上有年迈父
母，下有嗷嗷待哺的两个孩子，

“顶梁柱”朱敏杰的治疗费让这个
本就经济不宽裕的家庭愈发困
难。

为此，3月15日，开发区城市
管理建设分局发出了为朱敏杰同
志展开爱心捐款的倡议书，受到
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响应。没
有仪式，没有渲染，大家主动捐
款，五百、三百、两百……善款有
价，爱心无价，短短6天时间捐款
累计达到27720元。

除了将捐款全数交给朱敏
杰，城管局爱心代表们还嘱咐他
安心养病，安慰他的家人坚强乐
观地面对生活。面对组织的关怀
和同事们雪中送炭的资助，朱敏
杰一度哽咽。目前，朱敏杰病情
暂时稳定，需要定期进行透析等
辅助治疗。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罗玲）24 日，市眼镜城管
委会联合阿里巴巴公司举办
了“1688 商人节”活动，通过
线下展示的方式，以增加线上
的流量。

据了解，“商人节”是由
阿里巴巴集团发起，每季度
举办一次的全国性节日，旨
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方
式，将原本互联网的促销活
动，带到线下专业市场，而
线下也通过商品展示，增加

线上的流量。而本次商人
节，1688 更是联合全国 150
多个线下知名批发市场，将
原本仅存在于互联网上的促
销活动带到线下专业市场
内，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方
式，为各地市场内的批发
商、采购商提供更具网络特
色的互动玩法。同时整合线
上流量资源，吸引更多的网
络采购商关注产地源头好货。

丹阳眼镜城作为此次商
人节活动批发市场之一，当
天共吸引 30 家眼镜商户参
与，商家们都纷纷拿出各式
新款眼镜、镜架等商品，供
游客选购。除线下活动外，当
天，阿里巴巴 328专业市场线
上直播页面还对眼镜城专场
活动进行现场直播。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眭建芳）党的十九大召开以
来，各地纷纷掀起了学习十九
大精神热潮。为营造良好的学
习氛围，引领青少年进一步了
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精神实质和内涵，让青少
年切身感受自己身上所承载的
使命和责任，3 月 12 日，我市
实验学校、毛家社区关工委、
校外教育辅导站的退休教师们
在实验学校操场共同举办“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十九大精
神进校园和纪念周恩来同志诞
辰120周年主题教育书画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
教育。据了解，丹阳市实验学
校、毛家社区校外教育辅导站
自成立以来，坚持以“书画育
人，立德树人”作为该辅导站
的一大特色亮点，经常通过书
法、绘画、摄影、剪纸等多种
形式在青少年中弘扬中华优良
传统美德，引导青少年“从
善”、“从俭”、“行孝道”、“行
义举”。接下来，该校外教育辅
导站还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
学习贯彻活动，进一步推进十
九大精神进校园，让十九大精
神在社区广大青少年心中落地
生根。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十九大精神主题教育书画展进校园
线下线上齐发力
提升丹阳眼镜知名度

汇聚爱心 传递温暖

城管局为患病职
工捐款

3 月是“学雷锋”月，为更好
地弘扬雷锋精神，17 日上午，普
善社区联合多部门开展志愿者
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为社区居
民义务量血压、测血糖，同时通
过展板、发传单等方式宣传高血
压预防、合理膳食等健康知识，
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社区志
愿者还将在社区开展义务保洁、
交规咨询等一系列志愿活动。
（记者 丽娜 摄）

3 月 12 日是我国的植树节。
为增强大家的绿化意识和环保
意识，当天，镇南村党委组织两
委干部及部分年轻党员开展了

“多一份关爱，多一份呵护，从我
做起，爱护大自然的一草一木”
活动，对村周边的绿化进行了维
护修理，将部分枯萎的草木清除
并进行补植。（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邵旭红 摄）

城管局志愿者清理卫生死角城管局志愿者清理卫生死角

““爱心义剪爱心义剪””暖人心暖人心

镇南为镇南为““美丽乡村美丽乡村””添绿添绿

普善开展普善开展““雷锋月雷锋月””志愿活动志愿活动

近日，开发区作家协会组织会
员前往镇江新区华山古村、葛村解
氏宗祠进行实地采风，并通过座谈
交流形式学习“宜文化”建设的成功
做法和先进经验。

据悉，镇江新区秉持“人在宜地、
创享生活”的理念，从古村落文化保
护与开发、文化公园建设、黄明节文
化传承与弘扬等方面入手，着力加强

“宜文化”建设，取得斐然的成绩。（记
者 蒋玉 通讯员 毛四二 摄）

开发区作协赴镇江新区采风开发区作协赴镇江新区采风

记者记者 丽娜丽娜 摄摄

记者记者 丽娜丽娜 摄摄

记者 丽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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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历史积淀才有了今
日中国的厚积薄发，几代人“撸起
袖子加油干”才有了如今的日新
月异。3月16日，开发区开展主
题观影党日活动，组织我们走进
了电影院，集体观看纪录片《厉害
了，我的国》。

我很喜欢影片里港珠澳大桥
总工程师林鸣的一句话：“各行各
业如果都去做梦，实现一个梦的
时候，这个国家会变得无比强
大。”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梦想奋
斗，都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梦
奋斗，汇聚而成的就是一股不可
阻挡的力量。作为公民，我们为
今日的祖国倍感自豪，作为丹阳
经济开发区的经济工作者，我们
更感受到了肩上承担推动开发区
高质量发展、建设未来更厉害的
开发区的重任。

开发区建区20年来，我们始
终坚持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率先

发展的理念，在经济发展、招商引
资、城市建设、民生改善及党的建
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先后荣
获“江苏省先进开发区”、“长三角
最具投资价值开发区”称号，成为
镇江市、丹阳市对外开放的重要
窗口和主要的工业集聚区。“十二
五”以来，开发区各项经济指标保
持年均15%以上的增速，综合实
力长期位居全省开发区第一方
阵，2013、2014年连续位居全省省
级开发区第7位，2015年跻身第3
位，2016年又跻身至第2位，被省
政府推荐上报创建国家级开发
区。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丹阳
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更得益
于每个为开发区经济发展砥砺前
行、奉献芳华的开发区人。

过去令人难忘，未来更加可
期，党的十九大，做出了“我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论断。这

要求开发区人坚守初心，上下求
索谋求高质量发展，推动实体经
济规模壮大、内涵升级、贡献提
档，为祖国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用
实际行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贡献自己的力量：一要大力推进
实体经济建设。作为经济开发
区，工作重点就是推动工业经济
发展。通过精准招商，加快引进、
培育、留住、落地一批重大项目；
实行重大项目帮办代办，确保签
约项目加速落地；促进诚信经营，
营造高质量营商环境。二要全面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围绕重点产
业，分类设立产业引导基金，保证
人才和项目引得进、留得住、有舞
台、见成效；围绕园区建设，加快
共享研发平台、园区综合环评和
工业邻里中心的配套建设，为企
业发展提供更好的载体和服务；
围绕提升土地产出率、资源循环
利用率、智能制造普及率等方式

推进产业优化升级，使辖区产业
逐步向中高端攀升。三要更优效
能营造开发环境。突出“最多跑
一次”改革，在“放管服”改革上做
文章，增强企业获得感和幸福感；
率先推出“苏微贷”合作项目，支
持企业发展，解决企业贷款瓶颈；
定期开展“暖企大走访”活动，延
续上一年度走访全覆盖的做法，
安排工作人员利用周末等业余时
间走访企业，深入一线解决发展
难题。

风雨多经志弥坚，关山初度
路犹长。把蓝图变为现实，是一
场新的长征，但是正如影片中所
说“这是伟大的祖国，这是崭新的
时代。只要你想怎么干，我们国
家现在都有能力能够干成”。开
发区的高质量发展，值得我们每
一位开发区人给予更多的守候，
开发区的二次崛起，值得我们为
之贡献芳华！

上下求索谋高质量发展 无问西东书写无悔芳华
经发局 赵昊鸣

3月16日开发区党委组织开
发区全体党员观看了《厉害了，我
的国》，我在观看后，心潮澎湃，激
动万分，时代的巨大变化在我内
心引起强烈共鸣和高度认可。影
片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发展
和成就，以及十九大报告中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论述，以
纪录片的形式首次呈现在大银幕
上，场面震撼恢弘，大国雄姿跃然
眼前。

从港珠澳大桥、“复兴号”动
车组、大型飞机 C919 和运 20、

“蓝鲸2号”到海上钻井平台、“蛟
龙号”载人深潜器、“墨子号”量子
通信卫星……在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下，
祖国这五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全方
位一一呈现，一个个家喻户晓的
新时代新奇迹贯穿在中国砥砺奋
进的五年中，中国桥、中国路、中
国车、中国港、中国网书写着复兴
路上的灿烂新篇章。基层扶贫的
工作人员，播种希望的乡村教师，
塞罕坝上三代人创造的林场奇迹
……影片展现的是一幅幅幸福民
生的壮美画卷和锦绣山河，我国
在全面建成小康征程上的伟大奋
斗。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很幸运
见证了祖国的腾飞。如今，这辆

“高速列车”成为世界经济的最大
引擎。而结合我们的本职工作，
虽然不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工作，
但却关乎民生、关乎政府形象，我
们本着民生无小事的理念、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去做好每
一件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过去一年，开发区民政办对
低保、残疾人、五保、重点优抚、遗
孀、下岗志愿兵等优抚对象总共
发放民政资金 1500万余元；临时
救助201人，救助金额185450元；
发放 2016 年秋季退伍士兵退伍
安置金3681082元，发放2015年、
2016 年入伍义务兵家属优待金
2362500 元，发放义务兵大学生
奖励金 547500 元；完成对全区
500 余户低保户的核查工作，共
清除不符合条件低保户86户，新
增低保 10户 21人，新增五保户 3
人，新增城市三无人员3人；新增
享受尊老金的老人 325 人。此
外，老年人意外伤害险参保人数
达 20968 人，参保率较去年有大
幅上升，位于全市前列；积极开展
节日慰问工作，在“八一”、“重
阳”、“春节”等重要节日分别对各
种对象发放慰问品；年底对低保
户、五保户、优抚对象发放棉衣
120 套、棉被 140 床；以晓墟社区
为示范，认真做好了各村（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服务站、助餐
点的整改工作……

中国梦，触手可及，而我们更
应该不忘初心，砥砺前进。实现

“中国梦”这个伟大事业更需要亿
万人民不断的实践和探索，党的
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给我
们指明了方向和确立了奋斗目
标。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将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跟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立足岗位，积
极履职，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微薄
力量。

大型纪录片《厉害了，我的
国》登陆了全国院线。为响应党
支部号召，我们在单位的组织下
走进了电影院观看，带着满满的
自豪感、幸福感走出影院，那种壮
观震撼，让我控制不住提笔写下
了这篇观后感。

这是一部催人奋进的影片，
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
方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展示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开篇就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点
明了电影的主题。电影首次以纪
录片的形式将十八大以来所取得
的成就呈现在影院大银屏上，通
过镜头展现强国风采，传递中国
力量。

厉害了我的国!！从港珠澳
大桥、胡麻岭隧道，到郑万铁路、
上海洋山港自动化码头等一个个
超级工程，无不展现出中国基础
建设的强大的实力和辉煌成绩。
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网、
中国港，无数个中国符号汇聚成
一股中国风，将中国更加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引领中国更加繁荣、
富强。一张张中国基础建设的大
网，编织起人民走向幸福、美好的
希望版图，托举起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

厉害了我的国! 从移动支
付、共享单车，到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技术，从空天领域、海
工领域，到芯片等尖端领域，再到
参与大科学计划，无不展现出中
国各领域领先世界的科技实力。

一项项尖端创新,正不断拉伸人
们对“顶配中国”的想象，整个世
界不仅感受到“中国制造”的强大
力量，更惊叹于“中国创造”的迅
猛速度。

厉害了我的国! 从姑苏小镇
城乡统筹的奇迹，到“闽宁模式”
东西部牵手的成功跨越，从长江
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到萦绕着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雄安新区，
无不展现出中国协调发展的宏伟
蓝图。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应对
这些发展中遇到的“中等收入陷
阱”难题，正在为东南西北中的协
调发展努力，正在向一体化、一元
化发展迈进。

影片不仅从宏观上让我们真
切地感受到中国作为一个科技强
国、创新强国、责任强国的泱泱风

采,也从微观的个人工作岗位上，
展现了我国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
征程上的伟大奋斗。筑起全世界
最大人工林的塞罕坝上三代人，
保卫国家的威武之师，挨家挨户
探访的基层扶贫干部，以及不同
工作岗位上的科学家、工程师等，
他们以精卫填海、锐意进取、兢兢
业业的奉献精神，描述出对理想
的执着与追求，对工作的坚守与
奋进。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一批批
看似普通却不平凡的人，谱写出
了什么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
坚定信念。作为一名党员和开
发区城市管理建设的一员，我会
以更加优异的姿态投入到工作
中,为丹阳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成为建设这个新时代的
一名坚定的创造者和奉献者。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进一步激发全区干部职工
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16日
下午，开发区组织开展《厉害了，
我的国》主题观影党日活动。

电影《厉害了，我的国》生动
记述了我们中国这5年在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下取得的伟大成就，从圆梦

工程到创新科技，从绿色中国到
共享小康，整部电影在彰显国家
实力的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不
畏艰险、埋头苦干、开拓进取、创
造出美好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在观影过程中，我有好几次
都热泪盈眶，为祖国取得的伟大
成就流下了激动自豪的泪水；为
乡村教师对留守儿童母亲般的爱

与守护流下暖心的泪水；为国家
关爱老年人的系列政策与举措流
下安心的泪水；看到科学家们攻
坚克难，终破世界纪录，为取得傲
人成就不惜付出几代人的努力而
流下感动与敬佩的泪水。在一次
次的泪水中，我为生长在中国，作
为一名中国人而感到骄傲、自豪与
感恩。我要向影片中的青年一代

学习，撸起袖子加油干，为我们的
下一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通过这部影片，大家感受到
了这是个干事创业的好时代。影
片中共享、共创、互利互赢、包容、
和谐相处的精神，让我们不纠结
日常生活工作中的琐事、得失，拂
去心中的微尘，用澄净的笑容面
对生活和未来。

立足本职 做新时代坚定的创造者和奉献者
城管局 李溶

牢记使命 不辜负干事创业的好时代
纪工委 管双燕

不忘初心
服务民生
社会事务局 李俊

做基层群众的贴心人
路巷社区 孙亮

今年的春节档，《红海行动》
等主流思想影片终于占据了一席
之地，这反映了我国的电影受众
正在转变思想，不再是过多的看
好莱坞大片、动作片，而是更加关
注民生，关注国家的综合实力。
而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正是
这样一部正能量、催人奋进的影
片，我也有幸走进电影院感受一
下其中的家国情怀。

影片的前半部分，我们看到
的是这个国家所取得的辉煌成
绩，唤醒了中华民族和国人的自

豪感和自信心，这是一种大国
综合实力的彰显，也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梦昂首阔步，不断
向前的见证。但是如果导演仅
仅表现到这里，并不会引发观
众的共鸣，而恰恰是这个“小
家”的带入感，让我们从平头
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祖国
的发展变迁。

扶贫干部奔走在田间地头，
一门心思带着乡亲们脱贫致富，
这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立下
的军令状，也是8900多万中共党

员的时代使命。辉煌的成绩背
后，是无数党员干部撸胳膊挽袖
子，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是始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
始终将人民群众的期盼作为中国
共产党奋斗的目标，始终以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

筑起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的
坝上三代人，奉献青春献子孙，让
荒滩成为绿洲，让绿水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生态文明战略，给我
们指明了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的途径，也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了
中国人民在清空净水，防风固
沙，生态文明环境建设中所作的
努力。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姿
态，一往无前的决心，百折不挠的
毅力徜徉在世界发展的潮头，力
争要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
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我们也能做
出“大贡献”，那就是做好我们手
头的事，服务好居民群众，传达好
上级的政策，做政令通达的传信
兵，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厉害了，我的国》优秀观后感选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