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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强”先进党组织（12个）
东风社区党委 屯甸村党委
谭巷村党委 杏村村党委
固村村党委 吴塘村党委
司徒派出所党支部 司徒中学党支部
司徒水利站党支部 万新集团党委
江苏美乐车圈有限公司党总支
江苏东方光学有限公司党支部
二、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8个）
丁庄村 谭巷村
杏村村 固村村
司徒税务分局 河阳交警中队
全州学校 司徒卫生院
三、财税贡献奖（11个）
特等奖
海昌隐形眼镜集团
一等奖
美乐集团 万新光学集团
二等奖
江苏金聚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淘镜有限公司
丹阳市万隆化工有限公司
三等奖
易佰得（丹阳）光学有限公司
江苏沪耀粮油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兴澳混凝土有限公司
江苏东方光学有限公司
江苏宇洲光学有限公司
四、科技和人才工作先进单位（11个）
万新光学集团
海昌隐形眼镜集团
美乐集团
江苏金聚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淘镜有限公司
江苏中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东方光学有限公司
丹阳市维尼光学有限公司
江苏瑞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丹阳市佳吉渔业专业合作社
迪飞生物技术丹阳有限公司
五、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工作先进单位
（12个）
东风社区 薛甲村 培棠村
丁庄村 谭巷村 吴塘村
美乐集团 万新光学集团
江苏东方光学有限公司
江苏金聚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乐诚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丹阳市海之鑫光学有限公司
六、服务经济工作先进单位（10个）
司徒派出所 河阳交警中队
司徒供电所 司徒税务分局

市管局司徒分局 司徒水利站
司徒广电站 国土新区分局
水务集团司徒供水站
财政和资产管理局
七、社会稳定工作先进单位（6 个）
东风社区 薛甲村 谭巷村
杏村村 杏虎村 司徒派出所
八、环境卫生长效管理先进村（3个）
屯甸村 固村村 吴塘村
九、农经及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工
作先进单位（5个）
东风社区 杏村村 固村村
吴塘村 农经科
十、畜禽治理长效管理先进单位（5个）
薛甲村 丁庄村 谭巷村
司徒镇动物防疫站 农服科
十一、现代农业发展先进村（5个）
张寺村 培棠村 丁庄村
屯甸村 杏虎村
十二、水利工作先进村（3个）
谭巷村 杏村村 固村村
十三、社会事业工作先进村（6个）
东风社区 薛甲村 张寺村
谭巷村 杏村村 固村村
十四、国土管理与建设工作先进村（3个）
张寺村 屯甸村 固村村
十五、人武工作先进村（3个）
张寺村 固村村 杏虎村
十六、先进镇人大代表小组（2个）
第一代表小组 第四代表小组
十七、科技和人才工作先进工作者（4名）
代春华（迪飞生物）
何绪刚（佳吉渔业）
邢周昊（金聚合金）
吴维果（金聚合金）
十八、最美一线工人（20名）
高妮妮(万新) 马坤明（宇洲）
胡芬梅（视悦） 欧阳才保（恒翔）
林英珺（沪耀） 钱红霞（东方）
张小平（万隆） 吴向华（盛丽）
吴 岩（金聚） 康金妹（淘镜）
步 增（易佰得） 衣红光（美乐）
金 波（康乐） 吴和青（英东）
周春霞（海昌） 李春风(环卫)
曹月英(环卫) 陈成金(环卫)
朱书耇(环卫) 陈冬林(环卫)
十九、驻村工作先进个人（11名）
唐 怡 方锁金 张四二 岳伟俊
许志强 陈三坤 徐达伟 司马斌
徐国俊 许云良 王立金
二十、纪检工作先进个人（3名）
唐根宝 杭国祥 欧阳红兵

二十一、优秀镇人大代表（8名）
许朝霞 吴一民 张文华 胡 杰
张景云 王华旺 王美芳 施文进
二十二、优秀村组干部（35名）
东 风：胡 杰 孙 君 梅生发
薛 甲：朱丽灵 王夫祥 陈红星
张 寺：潘芳霞 陈爱华 胡荣荣
培 棠：唐丽君 张连明 岳留保
丁 庄：毛云芬 毛锁云 杨红根
屯 甸：毛朝海 戴玲珑 丁正炳
谭 巷：汤木顺 谭春雷 潘瑞坤
杏 村：谭向东 张国强 施和金
固 村：曾 军 曹建平 夏生林

小 毛 曹国金
吴 塘：丁正东 郑土根 裔和云
杏 虎：张 燕 刘 勇 吴国正
二十三、司徒好人（2名）
毛孝堂 马金敖
二十四、优秀党员（309名）
薛晓海 胡 杰 梅英俊 贺成金
孙 君 朱燕珍 梅生发 梅 霞
胡荣炳 梅 珍 薛建国 王城标
薛冬梅 薛纪荣 戴佩娟 薛兴发
朱丽灵 薛国才 薛建平 王夫祥
王美英 刘丹敏 韦汉荣 聂伟龙
陈书良 张金伟 潘芳霞 王荣侠
薛 浩 石一鑫 陶 津 薛玲华
唐须英 薛杰婷 陈 振 张荣连
石春雷 祁培生 王荣富 王云峰
王春风 岳新军 岳留保 石 斌
岳金祥 岳锦春 岳荣俊 岳金坤
唐根宝 唐丽君 唐兴龙 唐汝敏
张富荣 张建华 张晓飞 张小军
包炳锁 谭卫平 张富龙 张林虎
张锡荣 张杨根 王海罗 毛荣林
陈冬锡 杨红根 戴顺顺 戴元土
欧阳升 王荣萍 王仙花 孙 斌
孙敖虎 唐顺水 唐生荣 杭国祥
张国俊 毛友金 毛纪双 仲明荣
毛宝镜 孙志荣 马龙俊 丁国华
马凌雯 马国锁 毛朝海 欧阳红兵
毛书川 毛金洪 毛志坚 毛炳风
毛云春 戴梅旭 戴锁通 张书龙
毛和风 臧荣根 许 俊 徐益新
吴双星 吴秋生 曹志本 欧阳鹏程
郁金良 蒋露静 潘四二 钱福华
钱锦和 王 辉 汤 华 汤木顺
汤荣吉 汤 岩 高云兴 朱志虎
袁中蕾 施永彪 潘志华 周正强
凌发娣 魏 辰 王志平 周荣川

周桂珍 臧汉民 周 艳 谢连青
臧贤良 周国平 张纪平 谭向东
臧富根 钟 平 华月珍 王 英
曾建忠 步五生 曾年关 谢黑利
周 钰 吴 乔 朱敖荣 陈和荣
王 彪 王生法 王罗根 王和荣
曹金良 祝建华 巫路虎 曹建平
吴正中 吴鹤山 吴新雅 吴柏春
吴国虎 李 健 马沙沙 曾 军
王 洁 巫兴坤 钟海荣 谢光生
张金瑞 谢 俊 谢国林 吴一民
吴金本 夏须和 张 怡 吴爱明
吴功民 欧阳新根 欧阳秋宝
臧秋蕾 张景云 丁正东 李玉英
郑土根 周全保 张同恒 张旭东
钟冬霞 曾珠凤 钟云河 刘一飞
吴杨龙 朱玉峰 杨爱青 朱荣华
王中华 许德胜 范 俊 许金炳
范荣梅 李云祥 陈敖金 许生根
陆从富 朱九荣 张必才 吴玉镜
朱炳荣 吴春波 吴瑞龙 康金根
陈妍慧 陈 黎 殷晓阳 马 林
唐 怡 潘 红 汤春霞 许云风
谭 辉 潘云娥 孔六锦 孙孝荣
张金玉 夏海波 朱秋芳 许福寿
戴国兴 包春雨 王国平 岳伟俊
金 蕾 闻英全 王伟军 于志凡
钱玉珍 岳晓燕 周 丹 邹爱萍
陈琳萍 陈伟军 盛志伟 臧巧巧
吴爱忠 邹雪珍 谭梅花 仕 婷
臧关林 张宏国 张 宁 潘翠军
周巧珍 王腊花 樊志俊 邹立伟
钟磊明 赵巧华 赵才军 窦春芳
巢碧娟 李国平 毛辉明 毛双龙
陆春芳 李国强 周晓勇 丰双琳
李 翌 彭 愉 许 礼 王华忠
贡玉峰 殷忠新 张文华 葛志俊
曹雪琴 张志英 汤金虎 韦云峰
陈 滔 李卫国 朱四儿 张金林
孙丽华 汤振兴 朱白云 曾阳亮
何艳芳 欧阳荣华 欧阳金平
臧则栋 史铁生 蒋和荣 钟小河
马丽芳 朱国华 耿协伦 吴光华
王旭芳 谢锁坤 马玉龙 谭国良
汤旭辉 沈佳玲 夏慧军 欧阳风荣
王 坚 张铁娟 朱海峰 李荣芳
汤跃芳 施和金 尹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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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基层党组织，各村（社区）、各企事业单位、机关各部门：
2018年，司徒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决落实市委十三届六
次全会决策部署，紧扣“六个高质量”要求，凝心聚力、创新思路、真抓实
干，为全镇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高质量发展和党的建设等各项
工作取得长足进步，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为弘扬先进，激励先进、促进发展，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对在
2018年度高质量发展和党的建设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予以

表彰。
2019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也是司徒实现跨越发

展的关键之年。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全镇上
下要以先进为榜样，进一步锐意进取，创新实干，为进一步推进全市高质
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中共丹阳市司徒镇委员会
丹阳市司徒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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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转阴，东南风 3
级 ， 逐 渐 增 强 到 4~5
级，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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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静） 昨
日上午，安徽省天长市市长贺
家平率该市党政代表团来丹，
就园区建设、重大项目引进等
情况进行考察交流。市领导黄
春年、刘宏程陪同考察。

天长市党政代表团一行先
后来到鱼跃生命科学产业园、
恒神公司、日本汽车零部件产
业园、吉凯恩公司和黄连山村，
详细了解我市园区发展思路、
基础设施建设、美丽乡村建设
等方面情况。

生命科学产业园是镇江市
重点规划建设的“三集”特色园
区之一，园区总规划面积 17.72
平方公里，围绕大健康产业，重
点打造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产
业，包括视光学、生物医药、医
疗器械、医用材料、保健品等五

大产业子板块，经过三年多的
开发建设，目前已吸引鱼跃医
疗、华洪中药、云阳药业和龙昌
康 复 机 器 人 等 多 家 企 业 入
驻。

恒神股份是一家集碳纤维
及其复合材料设计、研发、生
产、销售、技术应用服务为一体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行
业中唯一一家拥有自原丝、碳纤
维、上浆剂、织物、树脂、预浸料到
复合材料制品的碳纤维全产业
链企业。公司年产碳纤维 5000
吨、年产多种规格的织物和预
浸料 1500万平方米、年产增强
增韧树脂1200吨以及复合材料
制品 5000吨，产品广泛应用于
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洋工
程、工程机械、新能源等领域。

日本汽车零部件产业园一

期于 2012年 7月竣工并投入使
用，开园以来，已有23家日资企
业入驻，2014年起连续4年实现
了总销售增长 50%的目标。占
地约60亩的日本汽车零部件产
业园二期（南区）项目，目前正
在有序推进中，建筑面积3万平
方米。

吉凯恩（丹阳）工业有限公
司注册成立于 2006 年 3 月，主
要为汽车发动机、变速箱、车身
及底盘应用提供精密粉末冶金
部件，处于高端市场。落户我
市的10多年时间里，吉凯恩（丹
阳）工业有限公司的年销售收
入已从第一年的 300多万元增
长至近5亿元。

考察中，贺家平希望今后
天长和丹阳两地能进一步加强
沟通交流，实现共同发展。

本报讯（记者 蒋玉）为
引导全市群众共同回望来路，
忆苦思甜，激励前进斗志，即日
起，市委宣传部、市委老干部
局、市史志办、广电集团、丹阳
日报社联合开展“纪念伟大胜
利 传承红色基因”——寻访

“丹阳解放见证人”活动，在全
社会寻访丹阳解放的见证人，
再现尘封的故事。

据悉，此次活动的寻访对
象为参加过丹阳解放战斗的老
战士或配偶、子女；丹阳解放前
后，工作在敌后的地下党组织
成员及其他地下工作者或配
偶、子女；在解放战争中积极支
援前线，战后积极拥军爱军的
地方仁人志士或配偶、子女；历
经丹阳解放期间社会变迁过程
的各界人士或配偶、子女；与丹
阳解放这一历史事件有自己独
特记忆、精彩故事的干部群众
或配偶、子女。详细内容见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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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尹媛）昨
日下午，市政协召开会议，传达
学习全国两会精神，部署市政
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领导
沈岳方、钱留梅、沈留海、谭国
祥、陈建红和秘书长李彩虹出
席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学习了全
国政协主席汪洋在全国政协十
三届二次会议开幕会上作的政
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及闭幕会上
的讲话。

沈岳方指出，这次全国两
会内容非常丰富，制定的目标
非常详实，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全国两会精神，要在原原本本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
上的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所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全
国政协主席汪洋所作的常委会
工作报告和闭幕会讲话原文的
基础上，深入思考，找准我市政
协工作的“发力点”；要认真做
好政策宣讲员，在建言资政和
思想政治引领两方面双向发
力，政协委员既要向市委市政
府提意见建议、开展民主监督，
又要集聚社会各界、各层、各个
方面的力量，凝心聚力助推市
委市政府各项工作；要认真抓
好作风建设，全面提升政协机
关服务效能，为各个委员活动
小组、各个界别、各位委员开展
活动提供更高效服务，切实促
进政协各项履职工作取得实
效；要认真抓好当前各项工作，
全力以赴做好全市政协工作会
议各项筹备工作以及市政协十
五届二十八次主席会议、十五
届十次常委会议专题议政课题
的调研工作。

纪念伟大胜利 传承红色基因

寻访“丹阳解放
见证人”

安徽天长党政代表团来丹考察市政协传达学习
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丽萍）昨日
下午，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春年主持
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第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全市
2019年党建工作重点任务，讨论
党建工作相关重点事项，要求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市领导赵志强、金夕龙、石捷、仇
洋、薛军民参加会议。

会议集体学习了镇江市委
组织部《加强村党组织书记队伍
建设八条规定》。黄春年指出，
村党组织书记是农村发展的“领
头雁”，尤其在深入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大背景下，建设一支高素
质的带头人队伍，对于农村改革
发展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黄春
年要求组织部门深入学习八条
规定精神，切实把村书记这支队
伍管起来，真正锻造一支政治过
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骨干
力量。

会议听取了市纪委、监委、
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和机关
工委关于 2019年度党建重点工
作的汇报。听取了 2019年度市

委基层党建“书记项目”情况说
明的汇报，并研究讨论了2019年
度党建工作要点和党建工作目
标管理责任状。黄春年说，党建
工作要点是全年党建工作的纲
领性文件，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对
照具体任务，全面抓好贯彻落实，
要聚集党建工作重点、难点，真正
发挥出“指挥棒”作用，推动基层党
建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会议还研究讨论了 2018年
度“四星”先进党支部评定情况、

“十佳优秀‘书记项目’”评选情
况和基层网格化党建工作情
况。黄春年说，当前，我市网格
化治理的大框架已经基本建设
到位，下一步，要继续凸显党建
引领作用，全力打造“党建+网
格”的治理品牌，推动市级社会
治理资源下沉和社会治理体系
扁平化，提升网格治理功能和效
率，实现基层党建网格与社会治
理网格的有效整合。

就做好今后一个时期党建
工作，黄春年要求，要突出政治
建设，坚决树牢鲜明的政治导
向；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加强和维护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

定》《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
报告条例》等制度规定精神，推
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心里走、往
深里悟、往实里做；要严明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政治巡
察，把政治建设贯彻到谋划重大
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
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
去，确保中央大政方针、省委决
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落地见
效；要提升政治意识和政治能
力，深化“政治体检”成果运用，
发挥日常监督、述职评议等机制

“指挥棒”作用，引导党员干部善
于从政治上看待问题、把握问
题、解决问题。

黄春年强调，党建工作是系
统工程，既要全面推进，做到面
面俱到，也要善于以重点突破带
动整体提升，彰显过硬的党建成
效。要把规定动作做到位，把抓
基层打基础作为做好党建工作
的固本之策，推动基层党建全面
进步、全面过硬；要加强“学习强
国”平台的推广运用，推动新思
想入脑入心、笃信笃行；要紧紧
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这
条主线，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

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凝聚人
心、汇聚力量；要进一步推动“三
项机制”实践运用，大力发现和
选树优秀典型，加强考核结果运
用，让“三项机制”产生实际效
果；要把重点工作做扎实，加大
年轻干部、专业干部选拔力度，
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要全面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贯彻落实
作风建设相关规定，深挖细查群
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持续涵养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把特色工
作做出彩，“五事联动”主题党
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
点等特色工作要继续保持创新
突破的劲头和魄力，努力打造更
多党建领域的“丹阳品牌”，进一
步提升党建工作的实效性和影
响力。

黄春年说，市委党建工作领
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是党建工作
的职能部门，在推进全市党建工
作中担负着重要责任，要强化责
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注重整
体推进，加快健全高效的推进机
制，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引领
丹阳高质量发展的政治优势，为
推动丹阳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
的组织保障。

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丹阳发展政治优势
黄春年主持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今日视点

为 进 一 步
优 化 丹 阳 高 新
区投资环境，提
升 园 区 整 体 形
象，按照集约节
约、统筹规划原
则，今年，该区
对 伊 甸 园 路 东
侧 一 万 伏 供 电
杆 线 先 行 实 施
管 线 下 地 工
程 。 图 为 施 工
现场。(记者 萧
也平 通讯员 王
燕 摄)

丹阳高新区
加快实施管线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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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商户卖爆竹
楼上居民心慌慌

近日，家住皇塘镇的居
民刘女士 （化名） 拨打本报
民生热线86983119向记者反
映，其楼下近来出现了一家
销售烟花爆竹的商户，这让
她和家人感到不安。刘女士
认为，既然楼上住着居民，
楼下商户就不该销售烟花爆
竹这类危险的商品。

6版

中国导演贾樟柯
获最佳编剧奖

在17日晚举行的第13届

亚洲电影大奖颁奖典礼上，中

国导演贾樟柯凭《江湖儿女》

获最佳编剧奖。

该奖项是《江湖儿女》继

夺得第54届芝加哥国际电影

节最佳女演员、最佳导演，第

25届明斯克国际电影节最佳

导演、最佳女演员，第12届

亚太电影大奖最佳女演员等多

项大奖之后，获得的又一个奖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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