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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丹阳，就是把握发展良机
——中日（丹阳）产业融合发展论坛侧记

本版撰稿、摄影 蒋玉 通讯员 开轩

青翠仲夏，开发区精英云集，中
日（丹阳）产业融合发展论坛在业界的
期待和瞩目中拉开帷幕。

这是一场智者的对话，这是一次思
想的碰撞。

“来，我们交换下名片，方便日后联
系。”6月 18日下午，离中日（丹阳）产业
融合发展论坛开始还有10分钟时间，会
场内已是人头攒动，参会的不少丹阳企
业家与日本企业代表正热烈进行交流
探讨，加深了解，寻找合作机会。由于
语言不通，现场的翻译特别抢手。

“中日两国之间经贸往来频繁，产
业互补性强，与丹阳开展合作，是维护
中日友好经贸关系的一张靓丽名片。”
论坛上，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矶
俣秋男用流利的中文表达了对深化合
作的期盼：“在丹阳投资兴业的日资企
业业绩，已经超过了他们在日本总公司
的业绩。眼下，中国汽车市场也远远超
过了日本的汽车市场，去年，日本汽车
销量为 500万辆，而中国则达到了 2800
万辆，因此，我赞成更多的日企来到中
国，来到丹阳，把握住这难得的机遇。”

据悉，我市现有汽车零部件企业超
过 1200家，从业人员超过 5万人，2018
年实现销售收入超 600亿元，是全国重
要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在此基础
上，为提高产业制造能力，延升产业上
下游，补足产业短腿，开发区联合日本
贸易振兴机构共同打造日本零部件产
业园，学习日资企业的工匠精神以及精
细的管理能力，促使丹阳汽车零部件企
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鼓励企业做精、
做强、做大。目前，日产园一期已于
2012 年 7 月竣工并投入使用，开园以
来，已入驻日资企业 23家，11万平方米
厂房全部被租用，在日本汽车零部件产
业界掀起了“丹阳旋风”，成为广大日资
企业投资中国的首选地。

“经济合作一直是日中关系的基础
和动力。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中日经济
关系的新阶段，共同努力构建符合新时
代需要的中日经济关系。”现场，日本贸
易振兴机构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小栗
道明从华东地区经济概况和长三角一
体化、江苏省日资企业现状、中国消费
市场现状、中日关系展望等方面给在座
听众来了一场“头脑风暴”。

推动中日合作，企业是主体。如
今，丹阳企业正积极走出国门，成为

“一带一路”建设的生力军。“企
业是‘一带一路’建

设的

主要实践者和受益者，企业家精神尤
为重要。”论坛上，有丹阳企业负责人
这样感慨：“日本的汽车零部件产业为
什么强大，关键在于他们的中小企业
往往聚焦某个特定细分领域，保持定
力坚守主业，花大量时间沉淀、积
累，丹阳企业家要学习日本企业家专
注创新的毅力，让传统产业也能结出
高科技之果。”

光精工株式会社专务董事西村昌
能表示，此次参加论坛，他希望能开
发一些丹阳的新客户，实现互惠共
赢。据他介绍，光精工株式会社的主
要制品万向节销量长期在日本居首
位，并且主要为丰田及三菱、本田、
马自达等汽车公司提供配套服务，该
企业第一家分公司设立在了天津，而
丹阳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成为了他
们进驻中国的第二个城市。“为顺应当
下的节能减排趋势，今后我们将致力于
开发用于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西村
昌能这样说道。

“企业来投资，是对我们的支持，更
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要把企业的事当
作家事，把客商当作家人，以‘店小二’的
精神，全力做好企业的服务工作。”开发
区党工委书记束克之的话语掷地有声。

栽好梧桐树，才能引凤归来。今
后，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将一如既往
关注、支持日产园的建设和发展，按国
际化的标准为入园企业提供“保姆式”
服务，努力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大的支
持、创造更好的条件、营造更好的环
境。继续完善园区发展规划，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服务管理水平，
加快产业交流合作，不断增强园区的竞
争力和品牌美誉度，推动园区效益、规
模、质量实现大提升、大跨越；始终把企
业发展作为自己的事业，把企业的困难
当作自己的困难来对待，全力以赴地支
持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积极开展“暖企
行动”，入企调查研究，了解企业现况，
帮助企业解决困难，真正让企业感受到
管理部门的关心和爱护，为企业的大发
展、快发展创造条件、提供便捷。

短暂的一天结束了，但有关于中日
产业融合发展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讲
述。近年来，开发区日产园发展势头强
劲，正在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销售额超万亿
企业”“连续四年销售额同比增长超
50%”一项项荣誉的认证让园区发展走
上了一条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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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轩）为进一步增强做好“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责任
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真正把“扫
黑除恶”重大政治任务扛在肩
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连
日来，开发区各村、社区掀起了
扫黑除恶宣传热潮。

毛家社区不仅举办了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应知应会培训
班，社区工作人员还走进辖区
企业，通过发放扫黑除恶宣传
手册、“面对面”提问等方式，

向企业员工普及扫黑除恶的政
策法规和重点打击对象，积极
动员企业员工检举揭发涉黑涉
恶违法犯罪线索，并要求辖区企
业将宣传单页张贴在企业宣传
栏内，确保企业员工一个不漏地
接受宣传教育，从而形成全民知
晓、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该社
区还努力在资料档案上做到认
真、细致、规范，利用入户入企、
悬挂横幅等形式宣传扫黑除恶
知识，加大对涉黑涉恶线索和社
会治安乱象的摸排力度，积极上

报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线索。
史巷社区也召开了扫黑除

恶应知应会培训会，要求工作人
员充分利用入户入企宣传、悬挂
横幅等形式展开“扫黑除恶”知
识的广泛宣传，形成人人参与的
浓厚氛围。同时，社区党员干部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

“四个意识”，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扫黑除恶的工作部署
上来，科学谋划、精心组织、
周密实施，坚决打赢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这场攻坚仗；切实把

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
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
起来，继续加大对涉黑涉恶线
索和社会治安乱象摸排力度，
实事求是，据实上报黑恶势力
犯罪案件线索。

贺巷社区安排志愿者走访
了 22家社区企业，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进一步
加大辖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
传力度，做好线索摸排工作。
贺巷社区志愿者通过点对点向
社区企业的负责人宣传了扫黑

除恶专项知识，曝光了典型案
例，并针对企业所涉及到的“套
路贷”“保护费”等涉黑表现做了
详细的讲解，鼓励企业负责人以
及企业职工积极检举揭发黑恶
犯罪线索。

路巷社区举办了扫黑除恶
应知应会专项培训班，认真学习
一系列扫黑除恶应知应会相关
知识，要求村干部和居民提高思
想意识，积极行动起来，从自
身做起，严格遵纪守法，不涉
黑涉恶。

开发区掀起扫黑除恶宣传热潮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夏锁海）近日，路巷社区广
场灯火通明，由市文体广电和
旅游局、开发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丹阳保得村镇银行主办
的“保得银行”杯乡镇行文体
活动精彩上演。

当晚六点半，附近的村民
们三五成群的涌向了路巷社区
广场，半小时不到，广场上的
观众就有六七百人。演出中，
东方舞蹈俱乐部献演的民族舞
蹈《情系黄梅》打头阵；锡剧
《珍珠塔》赠塔选段的舞台动作
和唱腔，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
评。

又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刘琦）日前，大泊社区四村头

村法制广场人头攒动、锣鼓喧
天。一场由大泊社区东方艺术
团精心排练的优秀节目在法制
广场拉开帷幕。

据悉，此次演出是大泊社
区居委会开展的“砥砺奋进 70
年，新时代展现新作为”主题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旨在以
饱满的热情迎接建国 70周年。
文艺演出为期三天，共为大泊
社区老百姓献上了《寻儿记》
《青丝泪》《珍珠塔》三场群众
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传统锡
剧。演员们在台上尽情表演，
老百姓在台下更是情绪热烈，
整个现场映现出一片欢乐的海
洋。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李溶）近日，开发区园林处
绿化养护人员在巡查中发现，
河阳生命产业园内的绿化植被
被大面积偷盗，鱼跃路与紫苑
路交界处原先种植着金边麦冬
以及路边色块上种植的金边黄
杨偷盗绿化带长度达 100 余
米，只留下品相较差以及根系
较深的植株。

河阳生命科学产业园绿化
工程于 2017 年年初施工建设，
在 2018年底完成，绿化面积达
20 万平方米，与练湖以西，

312 国道以南的滨水地区形成
了环境优美的绿色生态圈。

开发区园林处有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被盗的金边黄杨以
及金边麦冬价值较高，表明偷
盗者应该对绿化相关知识比较
清楚。目前，他们已将被盗情
况报警。

由开发区绿化面积较大，
养护能力有限，开发区园林处
有关负责人也呼吁广大市民，
爱护城市绿化植物，如发现偷
盗行为，积极进行举报，合力
维护良好的绿化环境。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李溶）日前，开发区城管局
集中清理辖区内老集镇小广告。

此次整治范围主要为前
艾、荆林、胡桥、大泊、河阳
5 个老集镇。清理过程中，城
管人员不怕脏不怕累，用铲
刀、抹布、水桶等工具对街道
路边墙体、电线杆、管道、垃
圾桶等上的纸质小广告进行清
理，对于喷涂式的小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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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清理乱张贴小广告 900
余张，用同色颜料刷除墙体牛
皮藓70余处。

在清理的同时，城管人员
也提醒居民提高文明意识，积
极举报乱涂、乱贴、乱挂等乱
相，齐心营造优美、整洁的城
市形象。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李溶） 为做好我市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迎检工作，确保市
容市貌的干净整洁，开发区城
管行政执法大队连日来组织精
干执法人员，在夜间对重点路
段影响市容环境的占道经营、
露天烧烤、流动摊贩等现象进
行了突击整治。

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坚
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的原则，突出服务为先的管理
理念，改变工作方法，优化整

治手段，提高整治效果。整治
时间从晚上 7点开始，持续整
治到次日凌晨，共出动执法人
员 60余人、执法车辆 7台，规
范经营商家 30余家，劝离流动
摊贩5处，暂扣流动经营车辆3
辆。通过整治，市容环境秩序
得到了进一步规范。

下一步，开发区城管行政
执法大队将加大巡查力度，加
强夜间市容环境管理，进一步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

文艺下乡 居民开怀

生命科学产业园绿化植物大面积被盗
开发区园林处呼吁：爱护城市绿化植物，积极举报偷盗行为

开发区集中清理老集镇小广告

开发区开展夜间市容整治活动

开笔启智承国学
为了让辖区内即将踏入学堂的孩子们重温国

学传统文化，激发求学求知欲望，近日，由心匠国
学主办，开发区毛家社区居委会、国骅天波房产协
办的“开笔启智 礼润人生”——开笔礼在天波湖
畔启幕。50名汉服萌娃现身天波湖畔，在启蒙老
师的带领下完成了正衣冠、齐诵弟子规、净手礼、
拜先师、朱砂启智、写人立誓、感育恩等仪式。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眭建芳 摄）

军民篮球友谊赛落幕
为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深入开展军民共

建工作，近日，高楼社区与丹阳消防在消防中队
篮球场举办“军民共建、和谐高楼”篮球友谊赛
活动。赛场上，双方队员各显身手、勇敢顽强、
进攻犀利、防守强硬，紧张激烈的比赛高潮迭
起，扣人心弦。双方队员高超的传球技术、默契
的团队精神、精准的投篮、精彩的表现，实时、风
趣、幽默的现场解说，拉拉队的呐喊声、助威声、
欢呼声连绵不断，一次次将比赛推向高潮。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杜晓磊 摄）

重温峥嵘岁月
为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

斗力，近日，镇南村党委开展“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党员教育活动，组织党员
赴泰州黄桥参观了新四军纪念馆，重温党
的光荣历史，接受爱国主义的洗礼和党性
教育。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邵旭红 摄）

排查隐患 安全度汛
目前，我市已经进入梅雨季。为了保障广大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居安社区多次
组织人员对辖区内的防汛重点部位隐患进行排
查，并对存在影响排洪的沟渠及涵闸进行清淤，
确保雨水及时排涝。同时，社区还提前做好防汛
物资储备管理及保养工作，提高物资供应保障能
力。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杜晓磊 摄）

参加红色之行
红色精神永流传，党员向党表初心。近日，

河阳村党总支组织河阳村党员干部远赴泰州新
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通过参观馆中
的实景布置，让党员干部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当时战斗的艰辛和新四军将领的智慧和勇气
有更直观的感受，部分党员现场表示要把这种
艰苦奋斗的红色精神融入当下的生活中。（记
者 蒋玉 通讯员 余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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