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开发区专刊·专题2019年7月22日 星期一
编辑：王鹏翔 组版：孔美霞 校对：步剑文

因版面有限，仅刊登部分优秀作品

优秀作品选登

第80期

2019年7月22日 星期一

执行主编：蒋新兰 王鹏翔
编辑：王鹏翔
组版：孔美霞 校对：吴润仙

开发区精神：
团结奋进 开放创新
包容担当 务实诚信

11

开发区交出高质量发展半年答卷
本报记者 鹏翔 通讯员 开轩

3月 15日下午，在“春天
有约曲阿逐梦”2019丹阳经济
开发区投资推介暨首批项目集
中签约活动启动，开发区集中
签约 26 个项目、计划总投资
达 172亿元，开启了“狠抓招
商引资”的经济奔跑之年新征
程。

仅仅相隔差不多三个月时
间，开发区在一天内“双喜临
门”：日本（丹阳）汽车零部件产
业园二期正式开园，总建筑面
积 2.5 万平方米的 5 幢标准厂
房被抢用一空；中日（丹阳）产
业融合发展论坛暨项目对接会
开幕，40 余家丹阳企业与 50
余家日本企业进行了面对面洽
谈，寻求深层次合作。

与一个个“具象”的经济行
为相比，开发区铺展出的一张
经济平稳运行图，更能让外界
对上半年的发展有全面又清晰
的印象。1~6月份，该区完成
地区生产总值超 131亿元，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6.15 亿
元 ， 同 比 去 年 增 长 5.6% 、
5.1%；一般公共预算税收收入
10.12亿元，规模以上固定资产
投资 22.3亿元，规模工业投资
12.05 亿元，工业应税销售 193
亿元，分别占全年的 56.3%、
34.8%、54.2%和 50.1%。

“今年以来，开发区经济
大戏连台，社会发展持续升
温，党建全面飘红，做好做活
了高质量发展的‘上半篇’文
章！”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束克
之在“回看”该区发展情况
时，高兴地作出了如是定调。

经济占据“微笑曲
线”高端

今年，开发区共有市级以
上重点项目 50个，其中 17个
结转项目正在加快建设，33个
新计划建设项目进展顺利。比
如，恒宏包装、金鑫隆工具已
经开工建设，华海热电联产开
始桩基施工；海昌工具、国翔
环保已落实施工队伍；新视客
光学、视准医疗器械、海德莱
特汽车部件、捷达机械等 7个

项目已经开工或争取本月开
工；尚科医疗设备、锃道研磨
设备、华洪中药二期等 3个项
目计划9月实现正式开工。

上半年，开发区聚焦重大
产业类项目招引，掌握了一批
成熟度较高、投资体量较大的
项目，包括总投资 50 亿元的
上海锅炉厂产能转移项目、总
投资 35 亿元的国药控股丹阳
健康产业城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的深圳环宇集团产业基金
及产业集群项目、总投资超 5
亿元的苏州新亚电通及智能滑
轨项目等。截至目前，已正式
签约落户 18 家，总投资超 40
亿元人民币，其中就有总投资
10亿元的科大智能高压断路器
项目、总投资 5亿元的源顺汽
车部件项目、总投资 3000 万
美元的伟业精密制造项目等。

该区以科技合作项目为抓
手，推动 10 余家企业与相关
高校达成产学研合作；推进科
技体系创新与平台建设，组织
3家企业积极申报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2家企业与高校
共建企业院士工作站；做好高
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目前已
有 26 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
业入库；做好人才服务与保障
工作，组织申报江苏省双创计
划 4 个、镇江金山英才 9 人；
全区申请专利 780件，授权专
利 416件；在 7月份获批“国
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恒神
公司获得 2019 年江苏省科技
成果转化项目。

同时，该区以维护区域金
融生态环境为目标，创新金融
监管手段，强化监测预警，涉及
担保风险圈的企业均已得到分
类处置，企业生产经营秩序基
本稳定，僵尸企业正在有序出
清，资不抵债企业正在进行破
产等法制化处置；加大对民间
借贷的引导和监管力度，进一
步规范金融秩序，非法集资、放
贷和传销等现象得到有效遏
制。

城乡一袭靓丽“新
妆”亮相

上半年，开发区以建设宜
居现代化新城区为目标，以城
建工程为抓手，统筹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拆迁安置、环境整
治等工作，城乡建设有了新的
提升。

截至目前，总投资约 1亿
元的迎春路道路改造工程中的
道路、雨污水管网、箱涵、新
建桥梁均已基本完成建设；总
投资约 3000 万元实施中北学
院东西两侧道路新建工程中的
两条道路沥青摊铺均已完成；
总投资约 692万元实施前宝线
道路改造工程已完成工程量的
80%；日产园部分厂房外墙修
复工程、消防门和应急照明灯
工程、消防水池及泵房工程均
已基本完工；眼镜城完成地下
停车场坡道修复、异形中庭墙
面出新、地面物流棚拆除、档
案室改造、维权服务中心改造
升级等 10 余项零星工程；科
创园消防设备已进行全面的维
修整改；河阳新城二期 6幢多
层已经完成竣工验收，其余 6
幢小高层和高层完成节能验
收，预计今年 11 月份可完成
安置交付；嘉荟新城三期一标
段12栋已完成竣工验收，预计
今年10月份完成安置交付，二
标段 16 栋准备分户和竣工验
收，预计今年12月份可完成安
置交付；吾悦地块环境整治项
目搬迁 12 户，企业搬迁 10
家，建筑面积约 5.5 万平方
米；完成丹棉片区助拆 153
户，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

与此同时，该区晓墟河、
老九曲河、三叉河、大泊河、
毛家河、湾河等河道水环境整
治工程稳步推进，现已完成晓
墟河闸站站房主体建设、闸门
安装、翼墙浇筑、外墙粉刷、
屋面防水等工作，晓墟河综合
整治工程预计本月底完工；完
成毛家河河道清淤，新建过路
涵 1座，毛家河综合整治工程
预计年底前完工。针对店外出
摊、占道经营、乱堆乱放、废
品收购等行为，不间断开展专
项整治行动；积极提升农村人
居环境，加快推进农村改厕和
污水管网改造工程，按序时进
度推进祈钦古村落保护建设项
目，东青村等 5个美丽宜居村
庄建设项目；持续推进农村和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30个
小区垃圾投放桶标志标识更新
到位。大力完善生态基础设

施，齐梁路、八纬路、东方路
等道路破损维修和 54 处窖井
井盖修复已经结束，重点路段
3万余米雨水管网清淤疏通也
已完成，老九曲河、迎春路、
齐梁路绿化景观工程，以及晓
墟河、马塘桥湿地公园景观提
升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中。加强
环境突出问题整治，完成燃
煤、生物质锅炉和工业炉窑专
项整治和废铅酸蓄电池专项整
治；完成中央环保督查“回头
看”信访销号 5件，省级环保
督查信访交办件 16 件；推进
重点行业大气污染专项整治和
钻头工具、喷涂行业整治工
作，确保 8月底完成；进一步
巩固畜禽禁养成果，没有新增
畜禽养殖场所。

民生“幸福指数”不
断拉高

半年来，开发区着力夯实
民生基础，统筹推进教育卫
生、文体事业、社会保障等各
项工作，努力打造惠及全区群
众的健康幸福高地。

该区积极规划落实原技工
学校改造工程和河阳中心幼儿
园移址新建工程，继续推进马
相伯学校校外道路改造工程和
前艾中心小学校车道路安保工
程，完成辖区内校外培训机构
整治，做好辖区学校和卫生服
务中心安全检查及各项卫生防
疫工作；陆续举办或承办了

“文艺志愿者在行动”书法家
义务写春联、“活力曲阿”文
化庙会、“踏歌新时代 文明丹
阳行”文艺演出、“我们都是
追梦人”老人体育节启动仪
式、乒乓球团体邀请赛、广场
舞大赛、红色经典戏曲演唱大
赛等文体活动，丰富了广大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快民生
保障提标扩面，做好退役士兵
及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
作，各村（社区）相继成立退
役军人服务站；做好 23 家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年检；开展全
区低保核查工作，停发 23 户
不符合条件的低保户，新增低
保户 4户，新增五保户 7人；做
好慈善“一日捐”活动，1~6月份
累计发放各类民政、慈善救助
资金约 810万元。深入推进精

准扶贫，全力推进 5个村级扶
贫项目，其中前艾村、镇北
村、石潭村、新民村入股丹阳
市惠农科技合伙企业，项目年
收益率达 8%；建档立卡户涉
及到 375户贫困户，目前已脱
贫 264 户，达标率为 97.06%，
超序时进度17.06%。围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统筹协调各方
资源和力量加强社会治理，共
摸排核查线索 90 条，侦办涉
恶9类案件49起，刑事打处各
类涉恶人员 110人，摧毁恶势
力犯罪集团 2个，组织部门根
据负面清单“双十条”，共排
查出问题人员 49 人，约谈 49
人，清退4人。

举正党旗“引航”发
展巨轮

上半年，开发区以习近平
新时代党建思想为引领，创新
工作机制，扎实抓好各项党建
工作落实，为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思想、组织和作风保
证。

该区确定“全面夯实党建
工作根基，营造风清气正的良
好政治生态”工作思路，严格落
实党建工作责任，完善领导班
子成员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
制订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建责任
书，形成一级抓一级的党建工
作格局；深入推进学习型党组
织建设，举办党员干部冬训活
动；依托“金山理论讲习所”，组
建开发区“百姓宣讲团”，推进
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建设；
加强各领域支部 “五事联
动”主题党日活动指导，积极
开展优秀案例推选工作，已有
2个党支部“五事联动”主题
党日活动被评为全市优秀案
例。深化党群阵地建设，积极
构建覆盖全区的党群服务体系
网络；统筹各类资源，全力打
造了新时代文明实践 1个试点
所、 3 个试点站、 2 个试点
岗，努力构建开发区、村（社
区）、商家三级文明实践体
系，以及多层次、分众化、互
动式的综合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