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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进集体
1、国家级荣誉
全国城乡社区教育特色学校 云阳街道社区教育中心
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正则小学
2、江苏省级荣誉
江苏省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区 云阳街道
全省基层党员冬训工作示范乡（镇、街道） 云阳街道
省级党支部书记工作室示范点 迈村村
第二批省级创业型村
城北村 石城村 汤甲村 横塘村 留雁村
江苏省和谐单位 阜阳社区
省级标准化居民学校 留雁村 大圣村 汉皇村 花园村

华都锦城社区 天誉苑社区
省级休闲观光农业精品村 大圣村
乡村振兴旅游富民先进村 大圣村
江苏省教育服务“三农”高水平基地
云阳街道江苏吟春碧芽农业标准化种植基地
江苏省妇女议事试点村社区
迈村村 华都锦城社区 江南人家社区云阳桥社区
江苏省社区统计规范化建设千家单位 市民广场社区
全省侨务工作示范单位 兴隆苑社区
江苏省优秀志愿者服务社区 云阳桥社区
江苏省优秀社会工作项目一等奖 社区服务中心
江苏省乡镇（街道、园区）统计规范化建设百佳单位 高新区经发局
江苏省教育服务“三农”高水平基地 云阳街道社区教育中心
江苏省成人教育“改革发展40周年40佳社教单位”
云阳街道社区教育中心
江苏省“金钥匙”竞赛先进学校 正则小学
江苏省优秀家长学校正则小学 正则小学
江苏省足球特色幼儿园 云阳第一中心幼儿园
省幼儿教育科研基地 正则小学
省优质幼儿园 碧桂园幼儿园
3、镇江市级荣誉

镇江市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先进集体 云阳街道办事处
镇江市爱国卫生先进集体 云阳街道办事处
镇江消防基础建设先进单位 云阳街道
镇江市双拥模范单位 云阳街道
镇江市文明村（社区）

凤凰新村社区 云阳桥社区 万善园社区 凤美新村社区
公园新村社区 中山路社区 华南新村社区 新民中路社区
大定船社区 市民广场社区 朝阳新村社区 华都锦城社区
城南村 汤甲村 迈村村 九房村

镇江休闲观光农业精品村 大圣村
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优秀示范站点 留雁村云阳桥社区
镇江市土地确权先进村 留雁村
最美家庭工作室
凤凰新村社区 华都锦城社区 市民广场社区
镇江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凤美新村社区
镇江市消防网格化先进社区 凤美新村社区
镇江市金山理论讲习所 凤美新村社区
丹阳市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先进单位 凤美新村社区
镇江市最美志愿者服务社区 华都锦城社区
党支部书记工作示范点 华都锦城社区
镇江“十佳”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华都锦城社区
康乃馨家庭工作室 江南人家社区
镇江市第二批标准型善行义举榜 市民广场社区 太阳城社区
镇江市科普示范社区 水关路东社区
镇江科普益民工作站 西门大街社区
镇江市诚信社区标准化示范点 太阳城社区
“扫黄打非”先进基层示范点 中山路社区
镇江市镇（街道）统计规范化建设十佳单位 高新区经发局
镇江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先进集体 高新区经发局
4、丹阳市级荣誉
六强先进党工委 高新区党工委
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先进集体 高新区党工委
外宣工作先进集体 高新区党工委

丹阳市内审工作先进集体 云阳街道
老旧小区物业全覆盖先进单位 云阳街道
物业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云阳街道
安全生产先进集体 云阳街道
食品安全先进单位 云阳街道
人武工作先进单位 云阳街道
“六强先进党组织”丹阳市“六强”先进基层党组织：
迈村村党委 汤甲村党总支 云阳桥社区党委
华都锦城社区党支部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
十佳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华都锦城社区
市级优质效能服务科室 高新区组织人事局
现场教学基地 高新区党建园
十星级平安村（社区） 凤美新村社区 朝阳新村社区

万善园社区 华都锦城社区 汤甲村 留雁村 城南村 横塘村
九星级平安村（社区） 云阳桥社区 中山路社区

水关东路社区 大定船社区 市民广场社区 凤凰新村社区
江南人家社区 西门大街社区 白云街社区 九房村 迈村村
大圣村 双合村

八星级平安村（社区） 兴隆苑社区 化肥路社区
公园新村社区 阜阳社区 锦尚名都社区 新民中路社区
华南新村社区 太阳城社区 石城村 永福村 汉皇村 花园村
大钱村 天元村

法治型、服务型“四星”先进党支部
大圣农业党支部 天元农业党支部
白云街社区千禧花园党支部 华都锦城社区党支部
华南新村社区教师新村党支部 西门大街社区丁巷党支部
新民中路社区华阳苑党支部 万善园社区万善一村党支部
丹阳市诚信村社区 迈村村 公园新村社区 云阳桥社区
档案工作先进单位 华都锦城社区 阜阳社区 华南新村社区 江

南人家社区 水关路东社区 西门大街社区 万善园社区
优秀家长学校 华南新村社区 万善园社区
丹阳市巾帼文明岗 化肥路社区 天誉苑社区 万善园社区

新民中路社区 化肥路社区

市级巾帼电商服务示范基地 市民广场社区
丹阳市社区科普益民服务站 水关路东社区
丹阳市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先进集体 云阳桥社区
市“高级技能人才工作先进单位” 人社中心
市综合目标管理先进单位一等奖 人社中心
市优质服务窗口 人社中心
市妇女工作先进集体 云阳街道妇联

二、先进个人
1、国家级：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先进个人 蔡梅芳
2、省级：
江苏省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突出贡献奖 眭越江
江苏省二十年“老支书” 王金和
省级健康家庭 王金和 雷 静
江苏省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朱忠定
江苏省乡土人“三代”名人 王金和
省级农业普查先进个人 景晖平
江苏省人口抽样调查先进个人 贾 佳
江苏省社区教育优秀志愿者 毕芬清
“七创”省级双拥模范城先进个人 马月芳
江苏好人 沈思源
省军区武装工作先进个人 尹金平
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先进个人 葛光耀
3、镇江级：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 蒋爱华 马艳琴
镇江市“两新”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
丁云龙 王卫忠 韦晓华 刘 顺 贡晓燕 束雅娟 邹小花
陈国华 胡辉强 姜伟方 徐习文 徐中阳 蒋小平 鲁国仙
蔡玉芳
荣获第一届镇江市“新乡贤”称号 眭越江 马志尔 尹根法
镇江市优秀乡土人才 王金和
镇江市“新乡贤”标兵 王金和 韩同军

镇江市最美家庭 王金和 毕芬清
4、丹阳市级：
丹阳市“不忘初心、担当作为”优秀村书记 眭越江
丹阳市优秀共产党员
马国生 马慧芳 韦晓华 尹荣秀 史正华 成 琛 冷 杰
冷荣俊 张 辉 张淑宁 陈 斌 赵玉华 徐亚静 黄荣强
眭林辉 韩建宝 景腊敏 曾惠泽 蔡新辉
丹阳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刘 顺 孙 倩 张冬英 郭蓓蓓 徐成方
丹阳市党员示范岗 正则幼儿园研训处 邹素花

南环路派出所社区警务站
全民终身学习先进个人 马慧芳
物业管理工作先进个人 马慧芳
全市组织系统写作大练兵活动 周天聪
农业普查先进个人 景晖平
丹阳市十佳“最美退役士兵”荣誉称号 眭越江
丹阳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先进个人 蔡梅芳
丹阳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陈家伟
丹阳市最美退役士兵 陈家伟
丹阳市最美家庭 曹 霞 王永昌 王在信
丹阳市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先进个人 赵玉华 景霞霞
“解放思想大家谈”演讲竞赛优胜奖 丁 杰
十佳百姓名嘴 丁杰
市“高级技能人才工作先进个人” 虞 蕾
安全生产先进个人 虞庆如 邱亚群
食品安全先进个人 虞庆如 邱亚群
2018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员：
陈鹤强 朱青健 夏伟业 许勇斌 刘宏伟 包建琴 潘 婷
贡云霞 汤柳萍 田 挺 虞庆如 吴文龙 眭宏铸 刘优芳
王夕坤 张玉春 虞 蕾 钱 铮 张玲芳 洪美仙 汤佳丽

以上所获荣誉统计截止时间为2019年2月

高新区高新区（（云阳街道云阳街道））20182018年度荣获丹阳市级以上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年度荣获丹阳市级以上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各基层党组织、各村（社区）、各企事业单位、机关各部门：
2018年，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云阳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区上下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标准站位、高质量

发展，圆满完成了全年各项目标任务，高质量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为弘扬典型，激励先进，经研究，决定对在2018
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予以通报。

2019年，高新区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市委十三届六次全会精神，紧扣“六个高质量”要求，践行新思想、展现

新作为，全面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希望获得荣誉的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上下同心，创
先争优，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江苏省丹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丹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9年2月18日

关于2018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先进的通报

一、党的建设
1．“六强”先进基层党组织（34个）
城南村党委 城北村党总支 迈村村党委
汤甲村党总支 双合村党总支 横塘村党总支
留雁村党委 大圣村党委 汉皇村党总支
云阳桥社区党委 华南新村社区党委
市民广场社区党总支 凤凰新村社区党委
凤美新村社区党委 江南人家社区党总支
华都锦城社区党支部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
江苏丹凤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
江苏云阳集团有限公司云阳建筑党支部
丹阳水中仙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江苏中隆电气有限公司党支部
江苏山宝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
丹阳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云阳分局党总支
丹阳市云阳水利站党支部
丹阳市云阳人民医院党总支
云阳街道横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
丹阳市国土资源局云阳分局党支部
丹阳市公安局南环路派出所党支部
丹阳市横塘中学党支部
丹阳云天减灾救援促进中心党支部
丹阳市云阳街道老干部第三党支部
丹阳市云阳人社中心党支部
2．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12个）
城南村 汤甲村 迈村村 大圣村
凤美新村社区 中山路社区 新民中路社区
江南人家社区 朝阳新村社区 凤凰新村社区
中山路派出所 税务云阳分局
3．服务环境建设先进单位（18个）
财政云阳分局 税务云阳分局 国土云阳分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云阳分局 南环路派出所

和平桥派出所 中山路派出所 横塘派出所
横塘交警中队 市区交警中队 云阳供电所
云阳农水站 城管云阳中队 迈村村 留雁村
社区服务中心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丹阳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4．群团工作先进单位（22个）
迈村村 汤甲村 城南村 汉皇村 市民广场社区
华南新村社区 华都锦城社区 万善园社区
大定船社区 公园新村社区 凤凰新村社区
西门大街社区 凤美新村社区 水关路东社区
正则幼儿园 云阳第一中心幼儿园 横塘幼儿园
横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丹凤集团有限公司
丹阳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建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人武工作先进单位（10个）
花园村 双合村 留雁村 华南新村社区
新民中路社区 中山路社区 大定船社区
太阳城社区 朝阳新村社区 凤美新村社区
6．优秀党务工作者（12个）
王芙蓉 朱 赟 朱璇婧 汤永红 汤秋芳 贡灿慧
侯艳勇 姜伟方 徐美俊 董亦华 储亚秀 蔡新辉
7．优秀党员（285名）

二、经济工作
1．工业企业纳税总量前十强（10个）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鑫丰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丹阳市丹盛纺织有限公司
丹阳市联创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丹阳丹京华尔服装有限公司
丹阳市恒泰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丹阳市永泰纺织有限公司
江苏迅捷装具科技有限公司
丹阳永和兴纺织有限公司

2．非工业企业纳税总量前十强（10个）
丹阳市天怡房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丹阳市中南锦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云阳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丹凤集团有限公司
丹阳爱家房地产有限公司
丹阳元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丹阳市弘阳置业有限公司
丹阳国信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丹阳市金鼎投资有限公司
丹阳八佰伴商贸有限公司
3．工业企业亩均纳税总量前五强（5个）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鑫丰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丹阳市恒泰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丹阳市联创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4．项目建设先进单位（5个）
江苏丹凤建筑集成化科技有限公司
丹阳新通球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冠泰航空检测技术江苏有限公司
江苏易通达工程有限公司
丹阳韩之园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5．新兴产业销售先进单位（5个）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法拉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新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迅捷装具科技有限公司
6．统计工作先进单位（8个）
城南村 天元村 大圣村 留雁村
丹阳丹京华尔服装有限公司
江苏鑫丰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丹阳新名流汽车有限公司
丹阳八佰伴商贸有限公司

7．四经普先进单位（5个）
九房村 迈村村 太阳城社区 凤凰新村社区
中山路社区

三、创新发展
1．科技创新特别贡献奖（3个）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新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2．创新发展先进单位（7个）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迅捷装具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山宝集团有限公司
丹阳市瑞华光学元件有限公司
丹阳市恒泰电炉有限公司
丹阳琦瑞机械有限公司
3．优秀创新平台（3个）
北京航空航天（丹阳）产业院士工作站
丹阳高性能合金材料研究院众创社区（丹阳市高
新技术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镇江市眼镜自动化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丹阳
市雷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科技创新优势企业（3个）
丹阳琦瑞机械有限公司
丹阳市雷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丹阳市亚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5．优秀科技人才（6个）
程 凯（工大金凯） 赵 帅（鱼跃医疗）
陈宋辉（建亚科技） 钱 京（恒宝股份）
郑洪喆（鱼跃医疗） 耿小亮（冠泰检测）

四、三农工作
1．现代农业工作先进单位（12个）
大圣村 天元村 花园村 永福村 双合村
横塘村 留雁村 东马场村

丹阳市清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丹阳市田园圣树专业合作社
江苏维乐益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丹阳市昇灏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2．脱贫攻坚工作先进单位（3个）
东马场村 天元村 大圣村
3．农经工作先进单位（8个）
城南村 城北村 九房村 横塘村
花园村 永福村 双合村 大钱村
4．村镇规划建设和国土管理先进单位（6个）
城南村 城北村 双合村 天元村 汉皇村 花园村
5．“四好”农路先进单位（4个）
大钱村 花园村 留雁村 永福村
6．村庄环境长效管理工作先进单位（6个）
九房村 双合村 城南村 石城村 城北村 留雁村
7．农村产权交易工作先进单位（3个）
永福村 东马场村 九房村

五、社会民生
1．全国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先进单位（10个）
城南村 城北村 云阳桥社区 华都锦城社区
大定船社区 兴隆苑社区 西门大街社区
化肥路社区 白云街社区 市民广场社区
2．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15个）
城南村 迈村村 留雁村 云阳桥社区
兴隆苑社区 太阳城社区 西门大街社区
凤美新村社区 阜阳社区 万善园社区
化肥路社区 天誉苑社区 市民广场社区
江苏山宝集团 丹阳日报社印刷厂
3．环保工作先进单位（12个）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建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贝施特防水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东日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山宝集团有限公司

丹阳建达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丹阳市联铖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丹阳市亭亭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法拉电子有限公司
城南村 迈村村
4．综治司法信访工作先进单位（15个）
城南村 迈村村 汤甲村 留雁村 大圣村
花园村 新民中路社区 凤凰新村社区
西门大街社区 朝阳新村社区 凤美新村社区
白云街社区 万善园社区 江南人家社区
华都锦城社区
5．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先进单位（12个）
中山路社区 化肥路社区 万善园社区
华都锦城社区 凤凰新村社区 城南村 迈村村
汤甲村 双合村 汉皇村 花园村 留雁村
6．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18个）
城南村 城北村 迈村村 石城村 九房村 永福村
横塘村 留雁村 花园村 凤凰新村社区
水关路东社区 中山路社区 朝阳新村社区
化肥路社区 华南新村社区 华都锦城社区
江南人家社区 丹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民政双拥残联工作先进单位（15个）
城南村 迈村村 九房村 留雁村 东马场村
大圣村 花园村 华南新村社区 中山路社区
兴隆苑社区 万善园社区 天誉苑社区
大定船社区 西门大街社区 江南人家社区
8．文化体育旅游工作先进单位（16个）
迈村村 汤甲村 九房村 城南村 东马场村
横塘村 大圣村 花园村 西门大街社区
凤美新村社区 凤凰新村社区 天誉苑社区
华南新村社区 化肥路社区 太阳城社区
中山路社区
9．旧城改造工作先进单位（8个）
城南村 城北村 九房村 石城村 阜阳社区
太阳城社区 西门大街社区 化肥路社区

10．物业管理工作先进单位（11个）
凤美新村社区 西门大街社区 太阳城社区
水关路东社区 化肥路社区 中山路社区
市民广场社区 江南人家社区 天誉苑社区
凰嘉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迈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1．老龄和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单位（12个）
城北村 汤甲村 天元村 双合村 大钱村
石城村 云阳桥社区 凤美新村社区
太阳城社区 公园新村社区 朝阳新村社区
水关路东社区

2018年度优秀党员名单（285名）
马 莉 王晨晖 虞 蕾 钱钰婷 史 菲
虞庆如 朱文霞 王秀锦 朱德华 马筱荣
张国希 王仲华 谭叶虹 姜汝稳 陈夕刚
丁元锦 朱泽远 李继荣 马志尔 严仙军
董川礼 陶瑞云 眭婷婷 景国生 王国汉
眭丙良 包爱平 尹新成 景祥梅 尹新民
殷俊华 赵琴美 眭荣夕 严新华 张建忠
张军辉 芮志林 邹红叶 尹富春 钱逸明
尹贤良 陈林生 庞燕芬 刘 顺 王金和
蔡 杨 陈家伟 费瑞正 钱六英 吴 倩
束才跃 施 锋 张 燕 司马红花 陈如珍
王平昌 黄荣强 王建国 眭越江 张云才
王国民 韩同军 汤秋芳 汤江伟 陈炳清
景林中 景国庆 景腊敏 王 平 徐美俊
尹根法 张金海 景志鑫 戴亚平 陈金祥
梁腊炳 冷爱良 胡法兰 岳忠辉 张押庚
胡 冰 眭 咪 胡双林 胡科军 冷友中
马艳琴 左汝洁 毕芬清 贺娥娥 吴文琴
朱长华 丁惠敏 胡 浩 孙 晶 刘晓巧
吴 涛 景亚珍 徐亚静 钱彩霞 丁玉娣
陈敖银 丁 杰 殷永康 贡雪俊 朱璇婧
徐锁坤 徐国宝 汤文妍 李淑君 陈 瑶
韩秀兰 赵林花 张二青 吴爱芳 朱明刚

马慧芳 王 丹（凤凰新村） 金杏云 赵双祥
刘金海 吴静萍 王腊梅 汤 妍 李 欣
潘文豪 韩建宝 陈巧云 华幼海 冯治平
赵美群 王 方 姚 静 王秀华 储亚秀
袁华仙 袁腊仙 张淑宁 石文秀 朱云焕
方 华 马召明 奚云海 眭云宝 孙 倩
郦月花 张 军 方敖生 王东林 吉长林
海玉花 周玉芳 王 丹(西门大街) 张 赟
郦金仙 贡振华 贡灿慧 马双斌 孙江波
谭小琴 王永昌 马致丹 朱 琳 颜学友
林 波 谢志辉 周建平 柳 婉 朱 莎
张金南 吴玉凤 岳 蕾 赵玉华 胡国芳
司马军红 王 洁 景霞霞 尹木云 赵伟花
王海燕 胡 杰 韦兆龙 郑返凤 钱兰英
姜洪林 恽 霞 花建云 蒋 炎 丁 玲
刘克南 赵红霞 郭蓓蓓 孙 瑾 赵建国
龚 琳 蔡 静 朱庄艾 侯艳勇 朱琳琰
姜元锡 狄建华 岳国兰 仲 文 蒋爱华
眭 沛 巴斌兵 史正华 张国俊 阮志锦
孙玉胜 王丽琴 扬 帆 马朝斌 王伟伟
秦明俊 丁 霞 殷爱华 王海霞 殷红宇
翟美燕 钱俊辉 陈华荣 眭海峰 钱伟朝
黄炳泉 梅银俊 潘冬生 虞冬华 田卫东
姜 宁 盛剑荣 钱卫军 何飞跃 陈俊杰
徐佩佩 张洁群 欧阳才宝 石向华 张昀茜
邹素花 殷国军 茅红霞 钱晓伟 吕英芳
罗和明 王辉明 陈小辉 丰永忠 陈须生
赵志俊 胡浩君 张韦萍 李克昌 单正伟
赵征宇 赵仁和 丁初夫 尹长军 黄爱琴
王 芳 胡琳芳 胡国泉 吴建平 陈可霸
封新柳 陈羽春 谢技农 孙 健 毛国良
周 阳 景 珍 王 磊 邓二先 沈小娇
尹九国 蒋金霞 葛海清 胡 笋 朱海翔
朱国生 朱 浩 陈丹辉 乔 佳 姚 祥
徐凯翔 唐建祥

2018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先进名单

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面开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