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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精神：
团结奋进 开放创新
包容担当 务实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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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经过开发区街头，邵长荣
总喜欢摇下车窗，看道路两侧的大
楼向车后掠去。“就像当初襁褓里
的婴孩，转眼长成20多岁的小伙
子，看在眼里，怎不欢喜！”

已从丹阳开发区管委会退休
的邵长荣，亲眼见证这个“小伙子”
呱呱坠地——1992年，丹阳经济开
发区正式成立。从此，“开发区”这
一新名词，悄声潜入丹阳人心里。

二十六载砥砺前行，开发区以
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质量和效益
同步提升，成长为全市经济发展的

“主阵地”。

进阶之路，留下一串串完美
脚印

崛起于1980年代中期的开发
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之
一。与首批先行者相比，丹阳开发
区的启动晚了十年，但时至今日，
它已成为全市经济的领跑者。

1994年1月28日，丹阳经济技
术开发区正式挂牌，搭上了改革开
放的高速列车，从万亩良田到高楼
林立，从阡陌交通到车水马龙，二
十余载的开拓创新、拼搏进取，让
开发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迎
来了日新月异的发展。

“深圳原来是个小渔村，发展
得这么快，就是因为他们进行改革
开放。1991年，丹阳在深圳开了一
个招商引资大会，大会回来之后就
响应邓小平的号召，开始规划成立
开发区。”原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邵长荣回忆，一开始，开
发区的规划是11平方公里，包含
荆林五个大队、大泊五个大队、云
阳镇一个双庙大队，一共是11个
大队，这些大队工业基础薄弱，基
本上全是农田和桑树田。

当然，开放、拼搏的历程从来
不会一帆风顺。成立之初，资金短
缺成为开发区启动建设的最大障
碍。

然而，眼前的困难没有吓退敢
想敢干的开发区人，在市委市政府
以及相关乡镇的帮助下，开发区确
定目标，上下一心，先从道路、水电
等基础设施做起，夯实经济发展的
基础。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发区基
本上就把大部分道路通了。

原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副主任裴树南说，既然成立了开
发区，就要把它建设好，各方面都
要高标准要求，只有基础设施到位
了，才能规划一些可以承载大项目
的园区，开发区的发展才能一步一
步扶摇直上，自给自足。

就这样，凭着一任接着一任的
创业激情，经过二十余载的发展，
开发区完成了从城市郊野向丹阳
新城区和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的华丽蝶变。

亲自参与、亲眼目睹、亲身感
知开发区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这
也让开发区的老一代建设者们倍
感欣慰、倍感振奋。

如今，开发区以沪宁高速公路

为轴线，南部片区为核心建成区，
不仅是丹阳市委、市政府的所在
地，更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及
众多党政机构和职能部门机关所
在地。目前，已经形成具有中等城
市功能的工业、商贸、生活城市经
济区，交通路网完善，商贸发达，吾
悦广场、汇金天地、中国丹阳国际
眼镜城等商业综合体拔地而起，使
丹阳市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不断
增强。

一幅具有现代化气息的美丽
图画，实实在在地展现在人们面
前。其中，北部片区是开发区新的
工业经济增长极和新兴产业集聚
区，包括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
精密制造、现代物流等多个产业板
块。拥有恒神碳纤维、大力神、奇
一等新材料高新技术企业，未来5
年内，以复合材料为主导的航空航
天新材料产业将被打造成千亿级
产业集群；能源则包括以乐能电池
为代表的新能源企业；新医药则以
生命科学产业园为代表，包括鱼跃
医疗、沥泽医药、云阳药业等在内，
将成为全国最大的医药产业和医
疗器械产业园区之一；精密制造包
括仅一公司、吉凯恩等在内的众多
先进制造、智能制造企业。东部片
区以水晶山旅游度假区为核心，呈
现丹阳优美自然禀赋和深厚历史
文化底蕴。西部片区打造以练湖
为核心的城市森林和市民休闲花
园。

“现在开发区发展得很不错，
经济增长点非常突出，很多大型企
业已经进驻了开发区，住宅区也是
楼房林立，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
和当时来比，那是天翻地覆的变
化。”邵长荣激动地说道。

脱贫致富，百姓获得感更多

如果说，开发区日新月异的变
化好像一张张幻灯片，在群众脑海
中闪过，那么在这其中，车站社区
无疑是鲜明夺目的一张。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起，被大
众划归于“穷区”的车站村便已开
启了“智取”致富的征程。

“先是开办了车站综合五金
厂，‘消化’了村里的富余劳动力、
解决了部分干部的工资问题。后
来随着形势转变，又凭借紧挨火车
站的地理优势新建了康乐饭店（旅
社），1980年正式开业，为来往旅客
提供吃饭、住宿的便利。”时任车站
村村会计的胡小锁记忆犹新地表
示，由于康乐饭店门前宽敞且人流
量大，诸多在康乐吃饭、住宿的眼
镜商贩渐渐在此形成了眼镜买卖
的小据点。

“后来，由于人员越来越多、越
来越杂，为了便于管理，我们经多
方协商推进，最终在附近九曲河岸
边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辟出了
1300多平方米的地方，引导所有眼
镜商贩聚集于此。而这，也就是华
阳眼镜市场的雏形。”1986年，华阳
眼镜市场正式挂牌开业，随后的十

几年时间里，更经历了五次扩建，
直到2014年5月拆除正式并入中
国丹阳眼镜城。

赚取社区的第一桶金后，“车
站人”不断与时俱进调整思路、最
大化发挥地理优势、利用既有资金
盘活资产等“智举”则进一步壮大
富足了集体资产。2003年，为了方
便周围村民，新建了华阳菜市场；
2003年至2006年期间，将村中的
塘、沟、荒地等闲散土地全部利用
起来，建设了一批标准厂房；2007
年，经过缜密调研、选址，动工建设
了朝华模具城，并于 2008年年底
正式招商……现在，社区集体固定
资产已达2亿余元，去年经营性收
入超过了1000万元。

除此以外，处于城市和乡村交
界的村子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换了模样。

“1986年，我从部队回到家乡；
1994年10月，当选为当时还是高
楼村的党支部书记。那时候，村里
还没有通上自来水，道路也坑洼不
畅。为此，我上任后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修路、接水，搭好高楼的发展

‘舞台’。”高楼社区“当家人”丁金
平告诉记者，修路和接水，是他上
任后干的头两件大事。为了筹集
资金，丁金平除了发动村民集资
外，还四处跑企业、找关系，游说在
外经商的高楼能人捐款，并积极向
上争取扶持政策，可谓“磨破”了嘴
皮，“跑断”了腿。也正是凭着这股
坚持，当时的高楼村提前完成了村
道硬化、绿化工程，并成为原先所
属辖区——大泊镇内通上自来水
的“第一村”。

路好了、水有了，如何在此基
础上发展村级经济，带领村民们真
正摆脱头上“欠发达”这顶帽子？
1996年，随着沪宁高速公路大泊出
口站建设完工，高楼将目光瞄准了
毗邻高速公路大泊出口这一区位
优势，规划打造村级工业园招引大
项目。2000年，在积极发动党员、
干部集资，将村里旧房改造成为标
准厂房后，村干部到处跑项目，引
进外来老板投资办厂。鑫宏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就是丁金平引进的
一家企业，如今在高楼发展已经
颇具规模。之后，借助区域重新
划分带来的政策扶持，高楼开始
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先后成功引
进了尊龙光学、彤明高科、金鸿铜
材等我市一批喊得出名字的大企
业。截至 2017年底，社区引进大
小工业企业40余家，年工业销售
近10亿元，集体投资建成标准厂
房累计达 4万平方米，村级集体
经济收入达富裕村标准。

而曾经被戴上“偏、远、穷”帽
子的乡村，也在这些年悄悄变了
脸。位于开发区东北部的建山
村，就是其中之一。

该村由黄连山、陈山、土门口
三个村合并而成，属丘陵山区，以
种植苗木、花草、粮食为主。然
而，连绵的山峰赋予优美风光的
同时也曾阻断了村里的发展道

路。
直到 2010年 6月，市里传出

了国家级森林公园项目要落户开
发区的消息，建山村第三任书记
丁志峰敏锐地感觉到机会来了。

“这个项目是市里最大的农业开
发项目，如果能拿下这个项目，对
于建山村来说，其意义不言而
喻。”在丁志峰的带领下，建山村
主动出击，积极向上级部门宣传
建山村人少地多、山林资源丰富
的优势，在全村的不懈努力下，国
家级森林公园项目最终落户在了
建山村。之后，考虑到要让建山
村发展，就必须盘活土地，集中经
营管理，村里又分别召开了党员
大会和村民大会，耐心细致地宣
传土地流转工作。通过重新丈
量、分配，全村 12000多亩土地全
部实行了流转，并由集体统一经
营管理。目前，建山村的村级集
体经济年收入已从原先的不到
30万元，跃升到 140万元。“现在
再也不愁没收入了！不仅有分
红，还能种些苗木，日子过得美滋
滋。”唐锁发感慨道。

腰包鼓了，美丽乡村的建设
才更有底气。目前建山村已累计
投入建设资金 1600余万元，新建
了文体广场、休息凉亭、水面景
观，对村内主干道进行了拓宽改
造并铺设了沥青，支路小巷全部
硬化，新建污水处理设施2座，铺
设雨水管网 3800 米、污水管网
4200米、窨井445个，清理乱堆乱
放、农业秸秆、鸡棚猪舍等积存垃
圾6000余车，架设路灯140盏、草
坪灯 150盏，墙面出新 70000㎡，
拆除破旧房屋101间2800㎡。经
过提升改造，基础设施更加完备，
生态环境大大改善，公共服务建
立健全。

更高质量发展,迈向赢得未
来新征程

今年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
开放40周年、丹阳撤县建市30周
年。如何走好开发区接下来的
路，副市长、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黄

俊杰表示，下一步，开发区要在新
一轮思想大解放中，保持战略定
力，坚持新发展理念，继续当好丹
阳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奋力开
启争创国家级开发区的新征程，
努力谱写新时代开发区发展的新
篇章。

“实体经济是开发区立身之
本，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我
们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大力培
植新能源、新材料、健康医疗等新
兴产业。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
做强已有企业，构建良好的投资
环境，招引更多的龙头型、领军型
企业落地。同时，克服资源、环境
约束增强压力，不断改造提升眼
镜、森工、汽配、五金工具等开发
区传统产业，鼓励自主创新，通过
产品升级换代，推动产业精品化、
品牌化，最终达成产业转型升级
的目标。”黄俊杰说道。

与此同时，开发区将进一步
优化共建共享的民生环境、精简
高效的政务环境、宜居宜业的生
态环境，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
平。实施乡村振兴计划，发展惠
民，因户施策，打赢扶贫攻坚战；
扎实推进环保“263”、“116”专项
行动，解决环境突出问题，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继续完善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大力开展文化
惠民活动，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
精神追求，大幅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此外，开发区还将大力度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好队伍作风
效能建设，着力提升党员干部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统筹施策
能力、抢抓机遇能力、依法执政能
力、防控风险能力，健全具有开发
区特色的惩防体系，巩固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为实现开发区高
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翱翔在改革开放春风里
——丹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二十六载蝶变之路
本报记者 丽娜 蒋玉 通讯员 开轩

开发区官网开发区官网

核心提示:从百废待兴的1978年到繁荣昌盛的2018，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四十年。
开发区建设是我国改革开放宏大事业的成功实践。数十载岁月如歌，改革开放让丹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这片曾经的城市郊野实现了华丽蝶变，

也为每个开发区人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者 丽娜 蒋玉 通讯员 开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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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他们”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员 李溶）随着三

伏天气温的不断攀升，我市持续开启了“烧烤
模式”。尽管酷暑难耐，但来自开发区的“他

们”却依然坚守岗位，用自己的汗水维护着城
市的洁净。

近日，开发大道和迎
宾路由于路灯电缆损坏，
路灯广告所人员为保证
城市道路夜间亮化，顶着
烈日，挥舞着铁锹、洋镐，
挖开电缆，寻找电缆损坏
点进行维修。汗珠不断
地流下，衣服湿了一身又
一身，路灯所的工人却顾
不得歇息，心中想的只是
尽快把电缆修好，亮化道
路，还市民通行安全。

以行动见证职责，以
汗水诠释精神。烈日下，
酷暑里，感谢这些可爱的
人默默为城市建设管理
和市民生活保障献出的
一份力。

行政执法人员：冒酷暑在一线巡查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

维护好良好的城市秩序与市容
市貌，酷暑天，开发区行政执法
人员们头顶烈日，每日对辖区
内各街道进行巡查，严禁店外
摆摊，劝离流动摊，规范经营秩
序。夜晚，执法人员又对市政
府广场等人员聚集区域进行安
全巡查，并多次组织对烧烤摊、
店外大排档的专项整治，给市
民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夏日生
活环境。

园林人：打响抗旱保绿“保卫战”
近日，我市气温高居

不下，酷热的天气不仅让
市民焦躁难耐，更让绿化
带的植被也呈现缺水状
态。为确保辖区内园林绿
化苗木安全度夏，开发区
园林处提早部署、精心安
排，全面开展绿化抗旱保
苗工作，动用 20 余辆水
车、22台汽油机，并利用早
晚对绿化苗木进行浇水抗
旱。

路灯所：全力抢修故障路灯

眼镜城多措并举筑牢消防安全“防火墙”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员

罗玲）近日，眼镜城联合市消防大
队对市场仓库、设备房、零配加工
室等重点、难点部位的消防安全
进行“把脉”，逐一排查消防安全
隐患。而这也是眼镜城多措并
举，全面筑牢消防安全“防火墙”
的一个缩影。

据悉，作为全国闻名的眼镜
市场，丹阳眼镜城人流、物流集
中，尤其是暑假旺季，前来旅游购
物的游客增加，火灾隐患事故增
多。为有效清除市场火灾隐患，
严防各类火灾事故的发生，眼镜
城一直将消防作为日常工作的重
中之重，始终坚持“有患必查、除
患务尽”的原则，层层落实责任，
提高市场日常巡查监管，坚持每
天隔两个小时进行一次安全巡
查；每半个月对市场内重点部位
进行重点安全隐患排查；每个月
对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设备、各类
机房、高低压配电房、消防监控
室、大型旗舰店、影院、餐饮、银行

进行全面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能立即整改的，责令其现场
整改到位；暂时无法整改的，给限
期整改到位；对限期内整改不到
位的，进行停业整顿并报备到消
防大队。除加大自查自纠力度
外，眼镜城还不定期邀请市消防
大队的消防专家开展专项检查，
对眼镜城重点、难点部位的消防
安全逐一“把脉问诊”，一旦发现
问题及时“对症下药”，努力将安
全“病因”消除在萌芽状态。

此外，眼镜城还通过消防安
全知识宣传教育与实操培训相结
合的方式，强化商户消防安全意
识与应急能力，做到每月有消防
安全知识培训与灭火救援实操训
练；每季度有消防应急演练；每半
年联合开发区消防中队开展大型
消防演练。同时再利用市场广
播、微信、官网等大力宣传消防安
全知识，为营造市场消防安全环
境打下坚实基础。

永安开展暑期防溺水教育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王燏）为预防溺水事件的发生，全
面提高辖区内青少年的安全防范
意识，近日，开发区永安社区开展
了暑期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讲座中，永安社区平安志愿
者费彩娥通过传授防溺水知识、
案例讲解等方式，教育学生们不
要随便或独自进入水域开展游

泳、玩耍、钓鱼虾等活动；遇到别
人溺水时，不盲目救人，正确认识
救生圈和救生衣的功能；乘船时，
正确使用和穿着救生衣，预防溺
水要做到“六不”。

与此同时，社区还通过电子
滚动屏反复播放预防溺水安全教
育宣传标语等方式进行暑期防溺
水安全教育宣传。

爱心飞扬

多家爱心企业慰问一线工人

近日，江苏彤明高科汽车电器有限公司、肯帝亚木业、江苏鸿
晨集团和江苏博耐特新型建材等多家爱心企业各自慰问了开发区
园林、环卫工人，对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他们表示感谢。其中，江苏
彤明高科汽车电器有限公司来到环卫处，为环卫工人送上了490
箱饮用纯净水，肯帝亚木业、江苏鸿晨集团、江苏博耐特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则到园林处，为园林工人们各送去280箱饮用纯净水。

此外，城管局领导也带着毛巾、人丹、肥皂等夏季用品，向在炎
炎酷暑中工作的园林、环卫工人送上了一丝清凉。

（记者 丽娜 通讯员 李溶 摄）

车站送西瓜给清洁工解暑

5日上午，车站社区志愿者为坚守在工作第一线的清洁工送
上解暑的西瓜，以感谢他们对家园环境的美化。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殷琴 摄）

马陵村向环卫工送“清凉”
为向烈日下坚持工作，

在各个自然村的每条小路
上、每个角落里挥洒汗水的
保洁员表示感谢，近日，开发
区马陵村为全村7名保洁员
统一发放了防暑降温物品，
嘱咐他们在工作的同时注意
身体。

（记者 丽娜 通讯员 魏
国辉 摄）

前艾孩子欢乐度前艾孩子欢乐度
““音乐之夏音乐之夏””

暑假里，如何让身处假期的
孩子欢乐度夏？近日，前艾村委
会依托村艺术团的丰富资源，组
织相关的音乐老师给辖区的孩
子 们 开 展 乐 器 培 训 ，寓 教 于
乐。

（记者 丽娜 通讯员 刘圆
娟 摄）

记者记者 丽娜丽娜 通讯员通讯员 李溶李溶 摄摄

记者记者 丽娜丽娜 通讯员通讯员 李溶李溶 摄摄

记者记者 丽娜丽娜 通讯员通讯员 李溶李溶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