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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素描：徐双春，祈钦村党
委书记，退伍军人，曾在部队获四
次嘉奖，记三等功2次，被评为学
雷锋标兵；丹阳市劳动模范，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连续多年被评为
丹阳市优秀党员、优秀书记、优秀
人大代表；多次被镇江市委、市政
府评为“百村万户”双达标行动优
秀党组织书记；被省委组织部授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二十年老支
书纪念杯”。

“你看，现在显示的数字是
0.45，这说明大部分村民家中是能
正常使用自来水的，少数住较高地
方村民家中的自来水流量偏小些
……”日前，记者随同祈钦村党委
书记徐双春来到该村的自来水泵
站，他最先关注的就是当天的水压
情况。

这是徐双春当村书记26年来
一直保持的一个习惯——只要是
事关村民利益的事情，不管事情大
小，他都是最关注的。

祈钦村地处丘陵地带，域内自
然村分布小而多，是一个远近闻名
的贫困村。多年来，这里一直有

“三多”现象：文盲多、残疾人多、光
棍条子多，还有“两缺”问题：缺水、
缺路。因此，村民们常说：“住在祈
钦，心中致富的火苗还未升腾就已
经熄灭了。”

1993年，徐双春从胡桥印刷厂
厂长调任祈钦村书记。从一个有
钱的厂子到一个穷村当书记，徐双
春想的是：“我是祈钦村的孩子，又
是一个退伍军人，还是一名共产党
员，我不上谁上？”

在村里独自走了一圈，与父老
乡亲拉足了家常后，徐双春对村里
的贫困面貌有了更多了解，但也找

到了脱贫的第一个“突破口”，也就
是“找水！”

祈钦村落差很大，海拔从三、
四十米到九十多米，村民一直吃水
很难，都是喝河水或井水，但是因
为农业污染，这些水的安全隐患日
益显现。让村民们最愁的是，村里
农业灌溉更加缺水，吃饭也是个大
问题，所以他们编了个“顺口溜”：

“收多收少在于肥，有收无收在于
水。”

面对“水荒”，徐双春横下一
条心，决定干类似“愚公移山”的苦
活。他自掏腰包，又四处“化缘”，
加上村民集资，终于筹齐了建设资
金。随后，他带领村民不分昼夜地
在满村跑，一个又一个地方地选
址，一个塘坝一个塘坝地开挖。即
使喊破了嗓子，磨破了手脚，他硬
是“扛”住了。三年后，塘坝储水工
程竣工，全村农田都有了汩汩的清
流，稻穗压弯秸秆，皮肤被风吹日
晒得黢黑干裂的徐双春笑得像个
孩子。

田里有水了，村民家里却没有
自来水。徐双春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为了村民吃上自来水，他绞尽
脑汁，跑了许多路子，也遭遇了许
多“冷遇”。有一次，他听说沿江四
镇要实行长江引水工程，全身像被

“通电”一样，拎起自己的破旧包，
就兴冲冲地往外跑。在开发区管
委会、市建设局、村委会进行了几
次“循环跑”后，他终于得到了有关
部门给予的在村里留一个36公分
自来水接口的允诺。随即，他又通
过“上级争取一点、村委会出资一
点、村民自愿拿出一点”的途径，筹
集了80多万元，在村里建起了自
来水加压站，让村民们喝上了期盼
已久的干净自来水。

自来水加压站建起来后，管网
维护和减少水损成了徐双春很“上
心”的事情。尤其是到每年的夏
天，用水高峰，水压增大，难免有时
夜间会发生水管爆裂或者渗透等
特殊情况。这时，徐双春就打着
手电，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丛
棘中，一边忍受着蚊虫叮咬，一
边指挥维修。这一切默默地付
出，都是因为他担心“村民夏季
用水等不及。”直到2016年，自来
水加压站按照上级规定，移交给
水务集团，徐双春才“丢”下了这
件“差事”。

要想快点富，就要多修路。
作为村书记，徐双春自然深谙这
个道理。他定下每年修一条水
泥路的工作目标。经过十多年
的努力，村里就先后修了二十多
条水泥路，基本实现了村级公路

“组组通”，极大了改善了村民的
出行状况。有了一条条“致富
路”，徐双春还不忘点亮“发展
灯”。从去年开始，他筹集资金18
万元，实施道路亮化工程，当年村
里主干道就安装了60多盏路灯。

为了发展村级经济，彻底抛掉
“穷根”，徐双春带领村干部以集体
形式开办了茶厂、印刷厂、锁厂，还
把废旧厂房和校舍改造翻新租赁
给中小企业，把胡桥变电所工棚拆
除新建标准厂房对外出租……由
此，祈钦村工业经济开始起步，并
渐入佳境。

祈钦村荒山坡地多，植被丰
茂。徐双春独具慧心，他秉持“金
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新发展理
念，引导农民流转土地，引进有实
力的苗木老板，发展苗木产业，并
建起了专业合作社。同时，他把生
态农业与旅游、餐饮结合起来，引

进了一个个农家特色餐饮公司；改
造了上湾水库和下湾水库，打造了
集水、林、鸟为特色，集休闲、观光、
采摘、户外拓展等功能为一体的绝
佳去处。

如今，祈钦村平均每户每年可
有土地租金1600元；300多个60岁

以上的老人在村里就可以打工；全
村老年人（男65周岁、女60周岁）
都参加了意外保险；全村集体收
入达到 160多万元，人均纯收入
达到 28600元，不仅摘掉了穷帽
子，还跃居开发区中等以上水平
的经济强村。

徐双春：呕心沥血摘掉山村“穷帽子”
本报记者 鹏翔 通讯员 李溶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李溶）为保障城市基础设施
安全，打造整洁有序的生活环
境，开发区城管局市政工程科
近日对融锦广场进行了全面修
复。

融锦广场位于齐梁路东侧，
天福花园西侧，由于某单位在电
缆铺设工程中在融锦广场架设
了落地杆线，导致了融锦广场的
路面、花坛等多处遭到了不同程

度的损坏。为保障施工通行安
全，市政工人对整个广场利用彩
钢瓦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此次
修复工程共恢复广场路面火烧
板2100平方米，面包砖300平方
米，浇筑沥青路面 100平方米，
路牙恢复 165米，并对广场上的
花坛进行了全面恢复，工程预计
5月底前全部完工。届时，将还
居民一个安全整洁的户外休闲
场所。

市政工人为融锦广场“疗伤”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李溶）为打造一个良好的绿
色生态城市环境，提升城区街道
及绿化带绿化品质，连日来，开
发区园林处组织园林工人开展
了全面的除草工作。

初夏是苗木迅速生长的时
期，同时也是杂草生长最旺盛的
时候，若不及时清除，杂草会吸
收土壤中的养分，妨碍苗木生
长，破坏园林景观整体效果。此
次杂草清除养护的面积达 400
余万平方米，包含了中心河绿化

带、苗圃、湾河风光带、老九曲河
和中心河风光带等。为了保证
苗木的健康生长，避免使用除草
剂及其他化学药剂给行人及园
林苗木带来负面影响，园林工人
们采取最辛苦的人工拔草方式，
每天从7点半开始作业，利用小
铲刀、小锄头，逐步清除绿地内
杂草。

此次除草工作不仅有助于
花卉绿植的正常生长，而且为开
发区营造了良好城市面貌。

开发区园林处开展夏季绿化养护除草

本报讯 （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李溶）日前，开发区城管局路
灯广告所组织 8 名专业拆除人
员，一辆登高车，一辆吊机，对玉
泉路和曲园小区周边违规破旧广
告牌和违规灯箱进行拆除，由此
拉开了开发区整治违规破旧广告
牌和灯箱集中行动的序幕。

据了解，为进一步巩固国家
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切实做好我
市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迎检工作，
规范招牌设置，提升城市整体形
象，开发区城管局路灯广告所从
5月22日起对违规破旧广告牌和
违规灯箱进行拆除，消除安全隐
患。截至目前，共计拆除大型破
旧广告牌10处、违规设置灯箱19
处。

下一步，开发区城管局路灯
广告所将根据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迎检的工作部署，进一步加强辖
区内招牌规范管理工作，对不符
合市容环境要求、存在安全隐患
的各类招牌继续予以清理、修复、
拆除，维护国家卫生城市的良好
形象。

开发区拆除违规破旧广告牌和灯箱

开发区全面“清剿”城市小广告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李溶）为进一步改善开发区
环境面貌，提升城市整体形象，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开
发区城管局近日开展了小广告
专项整治行动。

本次行动通过“拉网式”排
查、“过筛子”清除的方法，对街
道的两侧、集镇、市场等区域范

围内的小广告进行彻底清理。
在清理过程中，工作人员不怕脏
不怕累，用铲刀、抹布、水桶等工
具对路边墙体、电线杆、管道、垃
圾桶上的纸质小广告进行清理，
对于喷涂式的小广告，则采取调
配同色涂料、喷漆进行覆盖，做
到不给小广告留下空间。截至
目前，共清理乱张贴小广告 600

余处，用同色颜料刷除墙体小广
告180余处。

开发区城管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经过前段时间的集中清理
整治，街道小广告得到了有效控
制。但是，杜绝小广告需要从源
头抓起，今后他们将加强宣传，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文明意识，齐
心营造优美、整洁的城市形象。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尹珍辉）通过前期精心组织，
提前业务培训，目前，开发区财
政所顺利完成了 2018年度档案
归档工作。

据悉，结合标准化财政所建
设要求，开发区财政所落实专
人负责档案管理工作各个环
节，做到了职责明确；对会计

档案进行整理、立卷、归档，
做到内容真实齐全、目录清
楚、查阅方便；以财政所为中
心，部门会计参与其中，各司
其责，严格执行会计档案管理
办法，对凭证、账薄、文件等
进行分类，共完成凭证装订
482 本，账册报表 47 本，票据
188本以及各类文件资料。

开发区完成2018年档案归档工作

广告所工作人员登高拆除广告牌。 记者 鹏翔 摄

徐双春在查看村里的自来水管网时，清除杂树。 记者 鹏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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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和煦的春风，迈开轻
快的脚步，沿着彩虹大道一路
向西，便是香海琴枫庄园了。
日前，在大家的翘首期盼下，

“孕育”了九年的香海琴枫正式
开门迎客，展现地道的乡村风
光。

绿树阴浓鸟语花香，麦浪
滚滚丰收在望。步入庄园，精
致的甜品台、飞扬的彩色气
球、斑斓的座椅……一切细枝
末节的布置，无不彰显着主办
方的用心。在开发区马陵村这
片热土，香海琴枫浪漫庄园诞
生了。马陵村，一个曾经的贫
困村，如何蜕变成一个既有金
山银山更有绿水青山的社会主
义新农村？香海琴枫浪漫庄园
的开发举足轻重。

兴一方水土，富一方百
姓。9 年，对香海琴枫创始人
吴霖刚来说，是漫长和艰辛
的，这些年来，满怀造福桑梓
情结的他，毅然决然回乡投资
农业，并咬牙坚持到了如今。
据他介绍，该庄园不仅仅是中
国浪漫主题特色生态小镇，同
时也是长三角最大的的薰衣草

花海。庄园总面积约 3000 亩，
一、二期规划投资 5亿元，未
来总投资计划 8亿元，按照 5A
级景区标准进行建设，倾力打
造了 8大浪漫板块、20个主题
景点、18个游乐项目、15个业
态需求、12个花海以及可供游
客采摘的大面积果园。

与此同时，香海琴枫亦是
开发区近年来大力推动、一直
推进的旅游观光农业项目。作
为江苏地区黄金旅游线上一个
独具法国风情的大型度假庄
园，香海琴枫环境优美、风景
宜人，为开发区及周边短途旅
游提供了休闲娱乐的绿色空
间，同时带动了周边旅游资源
的逐步开发，不仅是开发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特色项
目，而且正逐步成为开发区北
部片区旅游观光产业的核心区
域。今后，开发区将充分发挥
庄园的辐射效应，进一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新型乡村
旅游，不断优化周边基础设
施，为开发区旅游业和乡村振
兴增添新动能，打造高新气质
的“城市客厅”。

本报讯 （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轩）近日，记者从开发区
社会事务局文体科获悉，今
年，开发区将围绕文化企业提
质增效、规模壮大的目标，深
入实施“扶持+引导”双轮驱动
的发展策略，进一步提升文化
软实力，实现打造“文化强
区”的目标。

今年，开发区将厘清家
底，对区内发展现状良好的龙
头文化企业进行重点关注，加
快他们的入库步伐，同时持续
加强对中小文化企业的培育工
作，对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和影

响力的文化产业项目和文化企
业，在公司设立、项目审批、
资金补助、人才引进等方面给
予优先扶持，推动现有的文化
产业快速发展。

紧紧牵住项目建设“牛鼻
子 ”， 跑 出 项 目 建 设 “ 加 速
度”。今年，开发区将重点推进
江苏恒宏包装的高端包装制品
生产项目，该项目位于机场路以
南、毗邻天宏汽车公司，计划总
投资 3亿元，占地面积约 196亩，
项目引进国内外先进生产设备，
运用先进生产技术和工艺，进行
包装纸品的生产和销售，项目建

成投产后，年销售不低于5亿元；
江苏恒辉科技实业的包装印刷
产品项目，该项目位于精密制造
产业园内，总占地 50亩，总投资
1.2亿元，预计年产 10万件；文化
农业相融合的香海琴枫景观绿
化一期工程项目，目前庄园已
于近日开园。

“千帆竞发日，百舸争流
时”，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已成
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对
此，开发区将因地制宜，不断完
善文化产业体制机制，努力将开
发区打造成“产业强、文化兴、活
力足、品质高”的建设示范区。

动态管理、推进项目，不断完善
文化产业数据库，包括文化产业
项目库和文化企业名录数据库；
建立文化企业联络群，实行产业
动态管理；建立文化产业项目推
进机制，实施一批带动性强、成
长性好、附加值高的重大文化产
业项目，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提
供重要依据和参考。政策扶持，
服务发展，一方面强化帮办服务
力度，贴身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和发展难题；另一方面进一步强
化产业政策扶持引导，与高校紧
密合作，及时了解市场需求，有
目的地培养专业性人才，帮助企

业关于优质人才的引进和专业
技能的培训，壮大文化产业发展
队伍。有机融合、做优品牌，进
一步推进“文化+”行动，推动文
化产业与其他产业有机融合，增
加文化含量和产业附加值，把文
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市场
优势；在“文化+旅游”“文化+生
态”“文化+科技”等常规项目外，
开发区还将以品牌建设为引
领，丰富“文化+”内涵元素，
不断衍生出文化的新形式、新
业态，不断做大文化产业蛋
糕，实现文化产业同经济社会
发展的“同频共振”。

增强乡村振兴动能 打造美丽“城市客厅”

香海琴枫撩起盖头喜迎客香海琴枫撩起盖头喜迎客
本报记者 蒋玉 丽萍 通讯员 魏国辉 开轩

实施“双轮”驱动 打造“文化强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