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党（委、总）支部、各村（社区）、各企事业单位、驻区有关单位、机关各部门：

2018年，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全会精神，坚决落实镇江市委七届六次、七次全会，以及丹阳市委十三届四次、五次全会决策部署，以创建国家级开发区为目标，紧扣“六个高质

量”要求，坚持创新驱动，锐意改革进取，聚力项目攻坚，聚焦产业升级，加速经济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强化民生保障，全面从严治党，圆满完成了

各项目标任务，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走在了全市前列，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了一批表现突出、成绩优异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弘扬正气，进一步激发全区上下主动作为、积极作为、有效作为的工作干劲，推动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继

续当好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经研究，决定对在2018年度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和党建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277个先进集体、602名先进个人

进行表彰。

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发扬成绩、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在新的一年里再创佳绩。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进一步提高

工作标准和要求，振奋精神，主动作为，克难奋进，为推动开发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奋力争创国家级开发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江苏省丹阳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丹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9年2月12日

关于表彰2018年度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和党建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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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吴润仙 13榜上有名

1、“六强”先进基层党组织（27个）
高楼社区党委 建山村党委
车站社区党委 普善社区党委
晓墟社区党委 联观村党委
锦湖社区党委 善巷社区党委
华甸社区党委 三桥村党委
祈钦村党委 荆林村党委
行政事务局党支部
中国丹阳眼镜城党委
财政分局党支部
机关老干部党支部
市市场监管局曲阿分局党支部
城市建设管理分局党支部
开发区水利总站党支部
开发区派出所党支部
新区实验小学党总支
市实验学校党总支
练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
荆林学校党总支
大力神科技集团党委
大亚科技集团党委
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2、村（居）综合管理先进单位（10个）
高楼社区 车站社区 普善社区
联观村 毛家社区 善巷社区
锦湖社区 史巷社区 晓墟社区
建山村
3、税收贡献先进企业（14个）
大亚科技集团
丹阳龙江钢铁有限公司
江苏仅一联合智造有限公司
江苏肯帝亚木业有限公司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明月光电科技集团
吉凯恩（丹阳）工业有限公司
江苏优立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江苏彤明高科电器有限公司
大力神科技集团
江苏爱仕特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潮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新天鸿光学有限公司
江苏宏达电器有限公司
4、转型升级先进企业（10个）
江苏恒宏包装有限公司
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富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丹阳市裕桥精密元件有限公司
希格玛精密机械（江苏）有限公司
江苏锋泰工具有限公司
丹阳红叶石油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宏马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双峰格雷斯海姆医药玻璃（丹阳）有限公司
丹阳利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科技创新先进企业（12个）
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乐能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仅一联合智造有限公司
江苏锋泰工具有限公司
江苏奇一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康尚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华燕船舶装备有限公司
江苏华昌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镇江视程影视有限公司
江苏太平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河阳线缆有限公司
江苏俊视光学有限公司
6、品牌建设先进企业（6个）
江苏鸿晨光学有限公司
丹阳市金丹阳酒业有限公司
江苏格林视通光学有限公司
江苏康美达光学有限公司
江苏天润光学镜片有限公司
江苏明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7、安全生产先进企业（5个）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恒宏包装有限公司
江苏万友机械部件有限公司
江苏云阳集团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建丰装饰纸有限公司

8、环境保护（263专项行动）先进单位（8个）
江苏朝阳印务有限公司
丹阳市沃德立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丹阳沃特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江苏亚达工具有限公司
希格玛精密机械（江苏）有限公司
经济发展局 城管局 开发区供电所
9、外向型经济先进企业（8个）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肯帝亚木业有限公司
大力神科技集团
吉凯恩（丹阳）工业有限公司
双峰格雷斯海姆医药玻璃（丹阳）有限公司
丹阳新世界鞋业有限公司
江苏沃得植保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优立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10、企业和项目服务先进集体及个人（12个）
经济发展局 建设局 规划分局
新区国土分局 开发区供电所
荆林派出所 大泊岗村 嘉荟新城社区
金之柱 何文君 唐文瑶 柯国鑫
11、水环境生态综合整治先进单位和个人（14个）
建设局 园林处 拆迁事务所
开发区水利总站 华甸社区
陈银仙 沈如春 郦科辉 吴国华 张 平
贡仁俊 朱明国 李 溶 耿卫东
12、三治理一挂牌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16个）
车站社区 史巷社区 毛家社区
高楼社区 善巷社区 华甸社区
双庙社区 联观村 镇北村
祈钦村
步芬青 管彩娥 夏梦兰 孔娟云 周建瑞
胡志生
13、社会事务综合管理先进单位（13个）
车站社区 双庙社区 高楼社区
华甸社区 晓墟社区 前进社区
普善社区 嘉荟新城社区 建山村
祈钦村 三桥村 石潭村 荆林村
14、环境卫生长效管理先进单位及个人（19个）
车站社区 华甸社区 晓墟社区
史巷社区 普善社区 贺巷社区
永安社区 锦湖社区 建山村 张巷村
镇南村 汤光辉 李 溶 严旭俊 蒋夕金
单明荣 聂国强 丁一鸣 赵佩忠
15、高效农业建设先进单位（6个）
三桥村 马陵村 颜春村 练湖新城社区
荆林村 其林村

16、扶贫工作先进单位及个人（10个）
车站社区 嘉荟新城社区 建山村
胡桥村 新民村
张熠娜 朱 莉 丁 琰 张关金 奚玉梅
17、建设工程管理优秀质量奖（4个）
汇金天地：江苏华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嘉荟新城新建标准厂房：江苏云阳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鱼跃医疗产业园厂房：
江苏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师范学院中北学院：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18、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先进集体（6个）
新区拆迁事务所 农村工作局
开发区水利总站
国土新区分局 城管局 建设局
19、人武工作先进单位（10个）
车站社区 史巷社区 高楼社区
普善社区 锦湖社区 嘉荟新城社区
胡桥村 河阳村 东青村 张巷村
20、被征地农民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18个）
车站社区 普善社区 华甸社区
晓墟社区 镇南村 联观村 祈钦村
建山村 东青村 三桥村
丁金平 王金根 杭云锁 毛宏良 周秋发
朱英争 吴建新 许建军
21、物业管理先进单位（8个）
车站社区 善巷社区 双庙社区
华甸社区 晓墟社区
锦湖社区 嘉荟新城社区 前艾村
22、群团工作先进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12个）
华甸社区 毛家社区 高楼社区
联观村 建山村 晓星村 马陵村
实验学校 练湖幼儿园 中国丹阳眼镜城
江苏奇一科技有限公司
双峰格雷斯海姆医药玻璃（丹阳）有限公司
23、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先进单位和个人（16个）
胡桥村 新民村 前艾村 河阳村 贺巷社区
大贡村 联观村 石潭村 东青村 张巷村
朱利民 王林芳 刘华元 马建汉 裴文俊
郭 琦
24、村（社区）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先进单位（5个）
大泊社区 善巷社区 联观村 镇南村 晓星村
25、基层满意单位（12个）
人武部 纪工委 审计中心 宣传办公室
经济发展局
公共交易资源中心（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
开发区交警中队 开发区水利总站 财政分局

开发区供电所 市市场监管局曲阿分局
荆林派出所
26、“两违”管理先进单位和个人（14个）
路巷社区 华甸社区 大泊社区
锦湖社区 联观村 建山村
叶振龙 李小明 史国庆 王月萍 王金根
张生方 单建军 吴晓云
27、信访维稳先进单位和个人（33个）
晓墟社区 前进社区 高楼社区
居安社区 锦湖社区 练湖新城社区
普善社区 大泊岗村 镇南村 联观村
其林村 大泊派出所 开发区派出所
城市管理局
张志平 施益辉 蒋国祥 许建东 窦刚林
束建明 周蓉艳 聂志明 步荣军 束玉军
朱利民 汤国强 杨夕元 陈 军 潘云法
马道伦 尹玉明 张诚熙 唐永峰
28、平安法治建设先进单位和个人（17个）
华甸社区 善巷社区 车站社区
永安社区 毛家社区 嘉荟新城社区
三桥村 荆林派出所 练湖派出所
尹锁成 吴德林 张一飞 朱金喜 蒯良红
李 伟 马荣炳 徐菡烨
29、经济金融风险防范先进单位和个人（12个）
市场监管曲阿分局 开发区派出所
大泊派出所 练湖派出所 锦湖社区
毛家社区 许国兴 钱如星 王双强
胡向国 赵昊鸣 汤 浩
30、征收拆迁安置先进单位和个人（16个）
华甸社区 路巷社区 善巷社区 双庙社区
前进社区 嘉荟新城社区 大贡村
吴国华 张巧凤 王 振 贺 军 毛晓勤
杭云锁 汤明亮 聂国强 周秋发
31、十佳村（社区）党组织书记（10名）
张东方 丁金平 邵金风 丁志峰 王金根
胡小锁 叶振龙 汤明亮 刘建秋 杭云锁
32、十佳机关工作人员（10名）
朱洪雷 桓俊华 毛洪伟 李 溶 朱伟明
郦科辉 刘 俊 王 铸 印 波 卢双平
33、优秀机关工作人员（19名）
朱旭东 任 翔 管双燕 胡 灏 殷国花
刘仁洁 陈艺韬 朱爱芳 胡剑瑜 孙 柠
耿卫东 刘 蕾 王小轩 陈银仙 王慧娟
许 阳 朱学礼 李 军 朱 秦
34、最美环卫、园林工人（20名）
吴风英 徐东元 吴加兴 林德祥 王连娣
张润三 盛如保 彭春娥 魏生娣 王玉珍

徐春龙 徐瑞才 陈月英 杜腊华 杜三梅
林小二 刘汉文 马锁夫 洪瑞荣 赵希仙
35、优秀村民小组长（38名）
郭和法 单书娥 杨正祥 杨新平 杨加正
贺锁富 汤立新 许生林 冷 蔚 陈竹娣
刘春苟 徐网兴 任玉清 朱双根 任小毛
陈一新 陈玉良 周春云 眭国平 朱章龙
窦国华 夏建良 邹国华 朱锁林 王亚军
洪玉俊 夏惠中 虞连海 蒯建武 李炳生
陈瑞仁 束金耉 戴荣海 刘国生 高丁才
唐琴娥 徐建华 刘炳新
36、优秀共产党员（409名）
陈 昕 支 炎 陈荟竹 洪 芬 印 波
李 俊 周明龙 梅 媛 柯国鑫 史玉宏
朱 峰 张书坤 王 芳 李红彬 方仲华
姜继东 巫 涛 吴云鸿 严子美 朱国良
蒋昌海 邱 炜 何文君 贺小平 王洪良
戎霞慧 王佳薇 张丹平 史双忠 甘国星
洪若燕 邹 静 解浩刚 钱辉君 朱伟萍
刘 军 周文武 毛素仙 刘程宇 蔡建梅
史玉芳 肖金霞 谢 倩 徐远剑 王 蓉
谢 琴 马夏景 施华琴 郑 东 岳桂芳
焦金善 钱网照 李 敏 邹兴华 黄正平
毛武红 沙建美 贡宁俊 茅学文 杨为民
张黎明 冷晔方 邱国民 史生军 王锁贤
蒋润忠 董先龙 孙伯诚 胡铁金 严九娣
殷竹生 邱虎俊 邵根艾 胡铁洪 吴庆龙
步玉婷 薛奇晶 蔡伟刚 殷 琴 汤宏俊
张夕梅 陈晓芳 杨 婷 管彩娥 单荣明
郭林瑞 马双娟 杨新平 徐富良 吴书良
聂丹芳 聂国强 聂志明 周建瑞 邹 冬
聂荣和 马书仙 马锁川 殷 政 郭 琦
王建云 丁 琰 彭解华 丁荣清 丁仲连
马明忠 王孝生 胡小青 丁海军 孔娟云
史成华 王春梅 蒋瑞芳 肖桂花 孔秋军
肖 喻 戎南楼 王 磊 刘金忠 顾长保
王裕仁 葛 骏 戴丽萍 马晓霞 蒋夕金
蒋晓明 方百峰 汤珍娟 汤国民 汤锁荣
汤翠苹 束明亮 汤剑蕾 朱秋林 戴国庆
李小明 臧敖春 李腊耇 李荣英 任玉清
胡建民 杜文军 胡智生 陈 进 胡伟忠
陈新辉 杜晓磊 郭加林 史新康 朱汉荣
殷春荣 杨国平 张 杰 陈晓婷 朱晓坚
朱永兰 魏国兰 王建康 殷金堂 殷惠英
马建汉 魏小华 殷尉易 何锦辉 朱国民
魏继成 王荣富 朱晓泉 洪凌云 王 翔
刘祥林 严光德 洪金妹 毛大荣 孙 婕

史春荣 贺 平 王红军 许林坤 朱林林
张志平 吴伟栋 沈二妹 胡溢华 傅金生
傅卫国 史文奎 殷沫浪 陈志然 徐卫平
丰蓉娟 丰兴龙 杨树林 池国忠 邓 莅
蒋治权 吴云霞 费彩娥 冷法文 王秀凤
冷发如 杭锁玉 吴国喜 杨红萍 路润洪
吴德林 路毅俊 孙 亮 夏 婷 殷 帅
孔生根 邵荣昌 余八英 张连富 束茂松
束素花 王木锁 王 恬 邹永先 戎二仙
郦木荣 吴云昌 王 樱 郦锁金 束文华
冷美羁 曹梅青 史国兵 戴 琴 徐爱军
史炳荣 尹云娥 谢 斌 陈瑞仁 刘鑫炎
唐 豪 胡晨映 唐锁才 丁鸿斌 丁益梁
束炳连 束瑞林 王 栋 王 成 邹长林
许忠明 陆希华 邵金柏 许 晖 刘三根
许国辉 虞炳法 步伟忠 钟炳良 薛明亮
杨荣明 徐伟民 李仲斌 唐金花 杜红军
王忠良 夏志平 唐国保 周加祥 束和庚
束书仁 陈新梅 徐建国 眭永红 眭文荣
殷和荣 眭夕川 陈月宝 蒋逸明 贡国金
尹玉明 贡建平 贡小兵 陈书仁 邹志海
焦金土 朱腊花 殷 鑫 戎火青 袁建泉
唐利俊 殷淑娟 蒯汉生 周腊松 周国平
束忠芳 刘圆娟 王晓军 秦国强 刘华娟
钱 锋 丁 芸 蔡和轩 王国良 毛明良
夏春联 杨锁荣 姜双辉 尹玲美 朱 婷
朱 江 夏叶挺 丁 杰 朱梅根 张国荣
施益辉 李 军 胡玲花 顾夕花 李炳生
田明海 眭建强 朱金喜 眭忠远 范小娟
张生方 窦 豆 魏正元 魏金连 虞双荣
虞永霞 石川龙 刘加福 陈春炳 戎卫中
蒋秋耈 戎灿华 束建中 陈荣华 周金良
于良国 束金耉 束金平 夏梦兰 胡光明
倪忠明 邵云才 刘国琴 赵国良 贺 健
马朝霞 张文芳 丁 昱 孙俊勤 李娟娟
张瑞洪 朱力武 蒋玉珍 孙亚玲 邱建青
管连新 赵金良 刘 健 郭 敏 宗文明
成 亮 刘法林 孙 俐 谭林坤 梅小泉
景二苟 戎建国 殷海军 石云霞 陈 淋
潘红俊 刘 伟 周 强 杨树霞 管全景
钱万香 朱伟刚 沈庆华 钱玉珍 张小定
李祥领 戎伟江 周群方 吴 平 谢公兴
吴军华 李振华 谭 震 谭荣先 束普正
张繁荣 眭辉海 胡 磊 陈立兵 汤爱国
黄 斌 杨 军 贺爱国 束玉丹 杜红辉
徐成风 季家逸 史云忠 贡永琦 贺艳萍
朱卫国 齐同南 周海萍 陈招辉

2018年度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和党建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争做高质量发展争做高质量发展““排头兵排头兵””跻身跻身““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优秀市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