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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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斗转星移，白驹过隙，时光之手轻
轻拉下了2018年的帷幕。

蓦然回首，我们风雨兼程，不驰于
空想，不骛于虚声，不浅尝辄止，留下了
360多个坚实的脚印。

过去的一年，开发区围绕“学习新
思想，改革再出发，开放迈新步，发展高
质量”这一主题，以国家级开发区创建
为目标，顽强拼搏，砥砺奋进，铿锵前
行，推动了高质量发展，在全省82家经
济开发区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中位
列第一。

经济运行——
一串数据标注发展新高度

2018年，开发区全年预计完成工业
应税销售366.12亿元，地区生产总值预
计248.5亿元，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8.68亿元，主要经济指标保持稳定增
长。全年完成10个亿元项目入库，先
进制造业投资9.29亿元，外贸出口逆势
增长 20.4%，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062元，不仅全面完成年度任务，保
持了高位增长，而且位居全市前列。

项目建设——
两头同抓注入经济新动能

招商引资是项目建设的“前道工
序”。开发区招商中心去年累计拜访企
业200余家，接待客商180余批次，洽谈
项目150余个，已签约或在手成熟项目
55个，总投资约316.7亿元，其中内资
项目44个，外资项目11个。

重点项目建设是招商引资“后厨制
作”。去年共有市级以上重点产业类项
目54个，总投资147.3亿元，目前项目
已开工19个，16个已经报批。其中：总
投资50亿元的鱼跃医疗设备项目已有
6栋厂房竣工验收，正在安装调试设备，
还有7栋厂房正在建设中；总投资10亿
元的乐能电池新材料项目一期基建已
完成，设备基本安装到位，准备点火生
产；大亚车轮、大亚高端印务、裕桥粉末
冶金、金鹏健身器材、华明眼镜、奇一科
技二期、鸿晨隐形眼镜及光学镜片等项
目均已竣工投产。

科技创新——
三个高招增加实体新活力

加快载体和平台建设。全年有21
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1家企
业通过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12
家企业通过丹阳市科技项目竞争性项
目入库，新增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1
个，启动了申报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
工作，科技创业园的科技类项目集约集
聚效应更加明显。

提升“开发区智造”层次。全年专
利申请量 1877件，其中发明专利 773
件；申请授权专利912件，其中发明专

利151件，大亚人造板、乐能电池获得
201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通过省
科技镇长团积极对接高校，达成10多
家校企产学研合作，成功举办新材料产
业与技术高峰论坛；加强人才引进工
作，全年引进中国工程院院士2名；成
功申报镇江金山英才计划4名，丹凤朝
阳人才计划7名。

强化金融对科技支撑。通过对金
融风险管控，把732家中小微企业接入
江苏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疏通了金融
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成长型、科技型中
小企业的管道。

城乡建设——
四颗落子优化区域新环境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全面加快道
路设施和老旧小区改造建设，总投资约
4000万元实施的大亚片区基础设施提
升工程已竣工；总投资约3000万元新
建了中北学院周边约1.6千米道路。目
前6号道路、西侧道路工程，总投资约
1300万元实施的齐梁路延伸段道路建
设和排水工程，总投资约550万元实施
的滨河路道路改造工程，总投资约994
万元的曲园小区改造工程，已全部竣工
通车。

加快园区建设步伐。总投资约 2
亿元，实施了生命科学产业园基础设施
提升工程，目前已完成园区鱼跃路、紫
苑路、次三路、中心路等道路20.5万平
方米的沥青基层摊铺，雨污水管网、湾
河水系和路灯建设，景观工程、人行步
道和栈桥栏杆正在施工中。日本汽车
零部件产业园完成园区内电力、消防、
环保等多处隐患排除及整改工程，并启
动了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二期工程
建设，预计今年5月交付使用。眼镜城
完成一区、二区停车场停车智能管理系
统、火车站南广场改造、季宏敏美术馆
装饰工程，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创成
镇江市唯一的诚信示范街区示范点。
眼镜风尚小镇规划进一步优化，完成产
业规划编制、区域交通专项优化方案以
及小镇客厅建设，完善滨河风光带建
设，顺利通过省发改委验收。

全力推进拆迁安置。投资约14亿
元建设了河阳新城二期、嘉荟新城三期
等安置小区，总建筑面积约 48万平方
米，总套数3309套，其中河阳新城二期
已完成节能验收，预计今年8月完成交
付；嘉荟新城三期正在进行地库改建民
防工程，已满足竣工验收条件，今年7
月完成交付。云天花园110余户的重
新安置调整工作已全面结束，汇金天地
(第一期)250户安置房已完成交付。完
成马塘桥休闲体育公园搬迁、吾悦地块
环境整治搬迁、企业收储等工作，累计
完成搬迁迁总面15万平方米。

大力加强生态建设。去年水环境

整治工程投资约1.18亿元，已完成老九
曲河、晓墟河的河道清淤、河道挡墙出
新、景观桥及闸站建设，污水管网、人行
横道及景观绿化等工程正在进行中。
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已完成上级交办
的化工企业关转迁、燃煤锅炉拆除、秸
秆禁烧、畜禽污染整治等任务；投资约
300万元对部分区域雨水及混流管网
进行了排查、疏浚和改造，投资500万
元完成开发区星火生活垃圾临时填埋
场建设，对建成区25座市政桥梁进行
了全面检测或者安全防护。强化城乡
环境综合治理，查扣流动食品摊贩车辆
104辆，经营工具200余件，整治商家占
道经营1300余起，拆除违建雨棚、广告
牌、彩钢棚49户，完成13处洗车点、7处
废品收购点规范化整治。在省级生态
工业园区绩效评估中开发区被评为优
秀。

社会发展——
五指收拢重拳搏出新天地

优化教育布局。完成了新区普善
幼儿园和前艾中心幼儿园品牌创建工
作；完成了马相伯学校校安工程收尾工
作；推进了河阳幼儿园移址新建工程土
地市批程序和技工学校改扩建规划设
计工作。

推进文体事业。举办或承办余康
宁、陶伯安、马黎书画展、“筑梦新区·活
力曲阿”新春联欢会、开发区首届青年
才艺展示大赛等文体活动，积极帮助文
化企业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镇
江文化产业引导资金项目。

加强社会保障。城乡居民养老、医
疗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近2万名劳动
年龄段失地农民已全部纳入市社会保
障系统，8000余名养老年龄段人员提
高了每月生活费待遇，区财政预计总支
出失地农民保障资金22亿元，已发放
近6亿元；组织光荣院完成退伍老兵和
重点优抚对象疗养活动，创建双拥模范
街道工作通过镇江市验收，完成“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和“残疾人之家”的建
设。

大力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完成对
全区420户低保户的核查工作，新增低
保26户、五保户15人，累计发放资金
1230万余元。

加强社会治理。以高楼社区为试
点，全面推广网格化治理和综治信息化
建设，目前全区100%的村（社区）已完
成网格化治理上墙公示，信息化采集工
作同步进行中,目前已经完成 80%以
上。新一轮“星级平安村（社区）”创建，
力争 30%以上达十星级标准的目标。
着力解决了3起疑难信访案件，调解各
类矛盾纠纷899批次，完成上级交办的
各类阳光信访件 129件，积案化解 26
件，网上办信通过率100%。

党的建设——
六张好牌齐打赢得新胜局

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层
层签订责任书，压实“两个责任”。充分
运用履责纪实信息平台，实现留痕管
理。通过“三治理一挂牌”等专项行动，
重点查办侵害群众利益和作风问题等
案件32件。

通过开发区大讲台、微信公众号等
形式，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成立百姓宣
讲团在全区开展巡讲活动，建立开发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及38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并以“七一”为契机开展“五个
一”系列活动，以学习教育成果推进各
项工作。

加强对干部职工和党务工作者教
育培训，开展书记党建看齐行动，成功
召开村（社区）书记项目评审会，30位书
记登台，推动“书记项目”落地生根创新
创优。先后组织了非公企业党组织书
记培训、现代企业员工素养训练、村（社
区）机关事业和驻区部门党务知识培
训。

强化“五事联动”主题党日活动，积
极开展优秀案例推选工作，今年已有9
个党支部获得全市优秀案例。强化党
群阵地建设，大力神企业党群综合体、
建山“星火”红色广场发挥了良好的示
范效应，建设高楼社区“和谐”党建示范
点，眼镜城打响诚信党建品牌，成功上
榜首批“江苏省诚信示范街区”，开发区

“党建园”正式开园，积极构建“135N”
非公企业党建新模式。

建立“丹青学习社”，并创成镇江市
第一批示范性“青年学习社”。完成工
会和妇联换届，坚持“建会质量”与“建
会数量”同步，夯实工会基础，并组织妇
联干部参加技能提升班。

积极开拓对外宣传阵地，开设了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开发区风采展》专
栏，全年共刊发开发区专刊26期，在镇
江日报发稿20篇，在新华日报发稿6篇
和整版报道1篇，浓墨重彩地宣传了改
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发展
变化。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唯有弄潮
儿能勇立潮头；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唯有奋斗者能乘势
而上。新的一年，
开发区将在新的航
向、新的航程、新的
航道中，潮头弄潮，
扬帆远航；将在更
高的起点、更高的
层次、更高的目标
上，奋勇前进，再创
辉煌！

砥砺奋进著华章砥砺奋进著华章
风正扬帆启新航风正扬帆启新航
——写在开发区2018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召开之际

本报记者 鹏翔 通讯员 开轩

【十佳村（社区）党组织书记】

丁金平：牵引社区快跑的“火车头”

走进开发区高楼社区党建主
题广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
雄浑壮观的大红党旗雕塑。这
面旗帜，是该社区优秀党建工作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高楼社区党委积极
探索规律，强化党的领导，以“两
学一做”为契机，立足“三个聚
焦”，创新“三心”工作法，着力打
造“和谐党建”特色品牌，并努力
构建“四有”民情服务机制，不断
提升社区居民满意度、获得感、
安全感，让党组织真正成为党和
群众联系的桥梁，形成独特的党
建新优势，引领高楼社区高质量
发展。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高楼社区党建工作的优异成绩，
离不开社区党委书记丁金平倾
心付出。翻开他的任职履历，一

份份烫金成绩单赫然在目：开发
区“十佳”书记、优秀人大代表、丹
阳市劳动模范、丹阳市“不忘初
心，担当作为”优秀社区书记、镇
江市“新时代担当新作为”优秀
基层党组织书记……

从前村级经济并不发达的高
楼村，缘何驶入发展“快车道”，一
跃成为如今和谐稳定的高楼社
区？

“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党委的
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作用，发挥
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就可以攻坚克难，破冰前行，以
党建先锋领航引领社区各项工
作，让党建成为社区快速发展的
最强引擎。”丁金平如是说。据
悉去年，社区投入35万元建成了
党建广场、初心室、科普馆、丹青
学习社等；健全制度完善监督机

制，通过建立重大事务向党组织
报告制度、社区工作人员政治学
习制度、考勤制度、节假日值班
制度等日常管理制度，约束社区
干部的行为，转变工作作风，提
高工作效率；主动接受群众对

“书记项目”建设，扶贫工作、社会
保障工作等工作的监督，并经常
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各种党纪党
规和各种禁令，中央八项规定和
省市的禁令，有效禁止一些违
法、违纪事情发生，营造风清气
正的工作环境。

进入丁金平“零距离书记工
作室”，“架起民情的一座连心桥”
十个字在晨光的映射下烁烁生
辉。多年来，丁金平是这么说
的，也是这么做的。每年对社区
居民的新农合、弱势群体、老年
人意外保险、尊老金、独生子女
奖励金等累计达120万元；在正
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
系方面，以党建为统领，紧紧抓
住社会综合治理信访维稳工作，
从源头上严控把关，实行“网格
化”服务+管理，做到定责、定位、
定人三到位，连续13年做到无一
次信访，将矛盾控制在基层，化
解在一线。

“社区建设永远没有终点，今
后我们将进一步打造社区便民
服务体系，继续深化‘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活动，加强组织基础建
设，夯实组织基础制度、健全完
善党员联系服务群众长效机制，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暖民心、聚
民力、促和谐、促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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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数开发区天空那几颗“最亮的星”
编者按：过去的一年，开发区实现了大跨越、大发展，各条线涌现出了一大批

先进典型。日前，记者采访了其中几名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以飨读者。

【十佳机关工作人员】

毛洪伟：做人民群众满意的“信访卫士”
信访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

作，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
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推动解决
群众反映问题的重要渠道。依
法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信访部门的
重要职责。十年来，毛洪伟始
终把帮助群众当职责，把化解
矛盾当目标，把为民解忧当追
求，用心倾听群众呼声，着力化
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群众合
法权益。

“新时期的信访工作对信
访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想在处理信访问题上不被
动，就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思
考和不断地总结。”毛洪伟是这
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众所
周知，作为一名信访工作者，既
要懂法律知识，更要了解涉及
民生的政策及相关部门职能；
既要有会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更要有会做责任单位工作的能
力；既要会依据《条例》和政策
处理问题，更要会运用艺术、心
理等手段化解问题。为适应新
形势信访工作要求，除了定期
学习《信访条例》等方面的法律
法规外，毛洪伟还学习掌握了
其它法律法规政策，积极参与
并完善了信访案件的登记、请
示、督办、回复、归档等制度，进
一步规范了信访工作程序，确
保了信访案件“件件有着落、事
事有结果”。2018年，已完成上

级交办信访件 79件，办信通过
率达 100%，并获得了丹阳市信
访局的表扬。

随着开发区建设步伐的不
断加大，各类矛盾也凸显出来，
作为一名信访工作人员，毛洪
伟坚持原则，严格按照党的政
策办事，参与处理重大疑难信
访问题。同时充分利用市、区、
村三级联动的信访网络格局，
发挥基层单位领导、信访工作
人员和调解人员的作用，做到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区、重大
事项不出市，从源头上解决信
访问题。

信访工作是维稳的前哨，
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去年，在
一系列维稳活动中，毛洪伟共
参与接访 52批次、265多人次，
参与化解信访疑难积案 3 件，

有效地维护了全区的信访稳
定。

“坚守源于热爱，既然选择
了信访事业，就意味着选择了
辛苦、选择了奉献。因为信访
干部维护的是党和政府的形
象，坚守的是为党分忧、为民解
难的职责使命。”从事信访工作
以来，毛洪伟始终牢记党的宗
旨，立足本职、尽心尽力、从自
身做起，从信访工作的每件事
情做起，扎扎实实地帮助群众
解决好实际问题，当好群众与
政府沟通的桥梁，更好地践行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最美园林工人】

徐瑞才：“精剪”城市多彩“霓裳”

春天的丹阳繁花绕城，迎春
花、桃花、玉兰花……

夏天的丹阳郁郁葱葱，绿油
油的草坪、枝繁叶茂的树木……

放眼全城，你会看到一幅“城
在绿中，路在林中，房在园中，人
在景中”的画面。这样一座绿树
掩映、布局合理的城市，离不开这
样一群人默默耕耘……

晨曦刚刚淡去，朝阳露出了笑
脸。徐瑞才已踏上了征程，这一
次，他的目的地是齐梁路侧边的生
产苗地。铁钎铿锵，机锯隆隆，欢
声朗朗，响彻蓝天；车水马龙，马达
声声，人们的欢歌笑语与他陪伴。

今年 69岁的徐瑞才，是一名
老园林工人。从刚入行时的什么
都干，到尝试手剪草坪、使用绿篱

机、推草坪机，如打怪升级般一路
进阶的徐瑞才，如今已是技术最
好的修剪工人之一，不管是夏季
抗涝，还是冬季打雪，他都能像一
块砖一样哪里需要哪里搬。据了
解，开发区园林处像徐瑞才一样
的优秀修剪工人还有29人，他们
这支 30 人的万能队伍工作能力
早已得到充分肯定。

园林工人工作时间长、工作
地点不固定，导致人员流失率较
大，为何徐瑞才一干就是好多
年？这源于他能吃苦、肯吃苦的
特质。每当雨雪天气来临时，总
有部分树枝被积雪压断，既造成
了损失，又影响了美观度。每逢
此时，徐瑞才总是十分痛惜，对他
而言，每日相伴的花草树木早已
被他倾注了感情。为此，他总是
在打雪时尽心尽力，任劳任怨，只
为把树枝的积雪清除干净。

戴上手套、穿上雨衣、踩上雨
靴，尽管早已全副武装，但在打雪
时，却减少不了寒冷的感觉。徐
瑞才告诉记者，用棍子打落积雪
时，雪花冷不丁地落入袖子中、脖
子里是难免的，一边是肌肤与雪
花接触的冰冷，一边却因干活导
致汗水湿透了衣背，如此冰火两
重天的体感，再难以忍受徐瑞才
都咬牙坚持了下来。

尽管双手磨出了老茧，驼背
逐渐变弯，但有青山绿水与之陪
伴，徐瑞才仍然感觉心神陶然。
城市绿树成行，绿草茵茵，这是对
他工作成果的最好见证。

【最美环卫工人】

彭春娥：双手扫出洁净商业街
实行烟花爆竹禁放是一座

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自
“禁放令”在我市实施以来，开发
区环卫工人彭春娥看在眼里，甜
在心间。

今年已65岁的彭春娥，坚守
城市保洁岗位已经有不少年头，
每年元旦、春节都让她最为“头
疼”，不仅清扫任务重，而且清扫
难度大。“往年春节期间，特别是
大年三十，门店店主都有放烟花
爆竹关财门的习惯，这时候我们
真的是扫都扫不赢。而且清扫
鞭炮残渣非常麻烦，一旦刮风，
那些纸屑就漫天飞舞，到处乱
跑，清扫起来非常困难。私自燃
放烟花爆竹的一波接一波，从凌
晨 5点钟开始，道路两旁总有扫
不完的燃放残留物，让我难以应
付。”说到烟花爆竹，彭春娥话
篓子打开了，她告诉记者，她清
扫的区域是新欣市场商业街，今
年由于禁放令的实施，她的工作
得到了名副其实的“减负”，这让
她可以腾出更多精力实施精细
化作业，确保道路更洁净。

没有了烟花爆竹残留物的
烦恼，彭春娥在春节期间也没闲
着。原来，由于正月初三、初四
雨雪天气的影响，道路出现不同
程度的积雪，而新欣市场一向人
流量和车流量都大，为了保证市
场内道路人车安全畅通，彭春娥
和同事们按照预案要求到岗到
位。由于气温较低，部分路面甚
至出现了积雪成冰的现象，为
此，他们又用铁锹进行铲雪，虽

然费时费力，甚至还要加班，但
彭春娥却仍然一丝不苟地进行
清除。“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负
责，不允许马虎。”虽然彭春娥的
文化水平不高，但她却始终认这
个理。为了方便干活，她常常脱
去厚重的棉袄，长时间的劳作亦
使她薄薄的工作服常被汗浸湿。

“彭阿姨工作一贯任劳任
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与负责
区域内的店铺经营者也都关系
融洽。”开发区环卫处清扫科科
长施红霞表示，与一般的道路保
洁相比，由于商业街内店铺众
多，随之产生的垃圾清理任务也
较重，多数的环卫工人都不愿意
来这清扫，而彭春娥却不畏辛
劳、踏踏实实地干了多年。

本版撰稿、摄影 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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