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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828 香逸首届婚博会揭幕香逸首届婚博会揭幕
打造中国“一站式”婚庆文化典范

■ 7台婚礼场景展 （7个宴会厅 同时展）

时尚、浪漫、创意、个性、唯美

■ 12家联盟品牌商 12个婚庆服务台

婚礼、婚纱、婚服、床品、珠宝、
喜糖、喜酒、彩妆、美容、摄影……

■ 高档婚车展 （豪华主婚车十名牌跟车）

法拉利、保时捷、玛莎拉蒂、奔驰、宝马、奥迪……

■ 香逸婚宴预订服务专台

从一二十桌、四五十桌，到大几十桌、上百桌；
从1000多元，到2000多元，到3000元以上……

高贵新娘 尊贵雅致 惊艳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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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婚礼场景展参观婚礼场景展

时间时间：：88月月2828日下午日下午11时起时起

观摩大型婚礼秀观摩大型婚礼秀

时间时间：：88月月2828日下午日下午33时时

签到者 人人一份入店礼

签单者 一份伴手礼、参与抽大奖

送送钻戒钻戒 送送家电家电 送送嫁妆嫁妆 送送婚品婚品 送送美容美容 …………
礼品奖品总价值 90.2万元

（香逸厅）

香逸大酒店，超“五

星”标准的庭院式酒店，位于
丹阳市开发区兰陵路，紧邻
市政府，约5至10分钟车程
至高铁站、沪宁高速入口处。

其总建筑面积8万多平

米，门类齐全，设施现代，环
境雅致。其中，各类客房418
间，各类餐厅拥有餐位 8000
个 ，地 下 及 地 面 停 车 泊 位
1000余个。

其先期开业的餐饮楼，

以粤菜、海鲜为主；设大中型
宴会、商务包厢、零点服务三
大版块，1.5万平米的三层楼
面，同时可接待5000人。

其以丹阳乃至镇江“宴

会航母”格局，打造一站式服
务的“香逸婚庆文化”。其拥
有大小宴会厅10余个，从一
二十桌、四五十桌，到千人百
桌；其中，香逸、香阳两个无
柱大厅，以规模宏大、配置现
代、层高8余米的浩荡气势，
成为高档婚礼喜宴的首选。

●● 一站式婚庆服务一站式婚庆服务 省时省钱省心省力省时省钱省心省力
●● 各种规格宴会大厅各种规格宴会大厅1010余个余个

●● 优惠大酬宾优惠大酬宾 6666元元//位位 百余道菜肴无限量品尝百余道菜肴无限量品尝
仅限大厅堂食仅限大厅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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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有阵雨或雷雨，偏
东风4级左右，2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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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江苏省丹阳丹北镇全球库电子商务中心

买好工具 上全球库
400-100-0958

“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总
结全镇上半年发展成绩，吕城镇
党委书记崔晓俊言简意赅。谈
起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崔书记更
是颇有底气、毫不含糊——

“围绕市委十三届五次全会
精神，全镇上下将深度解放思
想，强化实干担当，回答好发展
创新的时代之问、全面小康的人
民之问，咬定东南板块领头羊目
标，践行‘镇江美丽宜居镇’规
划，打好‘三大攻坚战’，再谱吕
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领航人的信心与底气，来自
于已然可见的上半年工作实绩，
更来源于对发展蓝图、创新路径
的自信和对全镇干部群众求真
务实、善作善成的肯定。

今年以来，涂料企业关停并
转、“263”专项行动等给吕城发
展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吕城却

交出了一份“软硬皆备”的成绩
单。上半年，吕城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顺利实现双过半、工业应税
销售同比增长12%、工业用电量
同比增长 9%、先进制造业投资
在全市排名第三；年初排定的 1
个镇江市级重点项目、10 个丹
阳 市 级 重 点 项 目 开 工 率 达
73%。“这些数字，是吕城发展的
硬实力，是助推吕城迎难而上、
迈出提质增效铿锵步伐的底
气。”崔晓俊说：“在软实力上，吕
城顶住压力，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抓环保，以向群众负责的态度推
进‘一房二路三水’等民生实事
工程。”目前，全镇 34 家涂料企
业全部签订停产协议，设备拆除
验收通过率达 88%，大运河“四
改三”安置房，吕蒙东西路、养正
路拓宽改造，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农田水利建设、河长制等一
系列工作，为群众带来了蓝天碧
水、秀美村庄。全镇 175 户 353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已有 336 人
脱贫，吕城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显著提升。”

厚积而薄发，上半年蓄力积
能，为全镇下半年高质量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航空航天产业园内，新近引

进的总投资 3 亿元的项目班夫
户外一期工程建设正酣。“年底，
班夫一期可实现投产。”吕城镇
党委副书记杨海州介绍说，作为

“6+1”重点产业园区之一，吕城
镇与开发区共建的航空航天产业
园经过数年来的稳步发展，已经
形成了年均增长率达20%的良性
循环。园区总规划面积14.49平
方公里，核心区2.1平方公里，目
前除图南、立新、鼎泰等一批优质
企业的优质项目竣工达产外，还
形成了一批项目在建、一批项目
在谈的有序梯队。虽然已有“江
苏省第一批高性能合金材料科技
产业园”“镇江市专利导航发展实
验区”等诸多荣誉加身，但航空航
天产业园并未自满缓步，当前，园
区正配合 357省道吕城段建设，
进一步提升园区道路交通、公共
服务配套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通过功能提升进一步践行“筑巢
引凤栖”的理念。

除了抓载体、抓项目，为了
进一步提升发展质态，肯下硬功
夫、愿下苦功夫的吕城也做好了

多方发力的准备。“传统产业如
何勇立潮头？唯有坚定不移走

‘两化融合’之路，下阶段，我们
将鼓励协助丹毛、鼎泰、顺发、同
乐等一批企业加快设备升级改
造，大力实施‘机器换人’计划，
提升智能化水平。我们将围绕

‘科技强镇、人才强镇’发展理
念，发挥 2 家院士工作站、2 家

‘千人计划’工作站的示范引领
作用，帮助传统企业‘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助推高新技术企业
占领行业高地、技术高地。”崔晓
俊直言，争做东南板块领头羊，
吕城不仅要引领经济发展，更要
做好宜居宜业文章。“农村环境
要进一步美化，建立镇环卫所、
村保洁员、网格党员志愿服务队
三级农村环境长效管理体系，巩
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社会民
生要进一步改善，贫困村脱贫攻
坚、涂料企业关停并转后闲置劳
动力再就业等工作要落到实处、
细处。党的建设要进一步加强，
探索党组织质量管理体系，培树
党员先锋典型，真正把解放思想
的成效、组织建设的动能转化为
高质量发展的实绩。”

争做东南板块领头羊

吕城围绕“发展高质量”全面发力
本报记者 尹媛 通讯员 吕宣

深度解放思想深度解放思想
强化强化实干担当实干担当
———贯彻—贯彻落实市委十落实市委十

三届五次全会精三届五次全会精神神

为加强对青少年的
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
育，日前，云阳街道水
关路东社区党委组织辖
区青少年来到上海战役
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开展

“追寻红色足迹 传承红
色 基 因 ” 学 习 教 育 活
动。（记者 萧也平 通讯
员 姚静 摄）

追寻红色足迹
传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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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未来几天多阵雨
气温略有上升

6版

缺乏有效监管
滴滴公司被约谈

7版

26日，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安

部以及北京市、天津市交通运输、

公安部门，对滴滴公司开展联合

约谈，责令其立即对顺风车业务

进行全面整改，加快推进合规化

进程，严守安全底线，切实落实承

运人安全稳定管理主体责任，保

障乘客出行安全和合法权益，及

时向社会公布有关整改情况。

韩朝离散家属团聚
半岛延续缓和势头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