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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精神：
团结奋进 开放创新
包容担当 务实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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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开轩）今年以来，开发区明
确招商重点，优化招商方式，
全力推进项目签约和开工建
设，为该区加快发展引来了丰
盈的“源头活水”

该区招商突出“五个重
点”：一是突出重大产业类招
商，目前国药集团、新宜中
国、韩国APS、金茂控股、美乐
投资、上海锅炉厂等一批投资
超 30 亿元、涉及新材料、生物
医药及医疗器械、特色园区建

设运营、精密制造的重大项目
正在有续推进对接；二是突出
产业链高端招商；三是突出重
大产业类项目招商；四是突出
重点区域招商；五是突出签约
项目的全程跟踪服务。

招商引资既要政府事先
“搭台”，也要事后“跟踪”。在
今年3月份中旬举办2019年投资
推介及项目集中签约活动后，
开发区招商中心主动出击，积
极寻求新的项目信息源，掌握
了一批成熟度较高、投资体量

较大的项目，包括总投资3亿元
的苏州恒锐绝缘膜新材料项
目、总投资超5亿元的苏州新亚
电通及智能滑轨项目、总投资
超 2 亿元的苏州兴鸿蒙电子项
目、总投资 3500 万美元的台湾
上林新材料项目、总投资5亿元
的苏州白云环境设备项目、国
内涉军、涉民龙头企业深圳环
宇集团的 10 亿元产业基金及产
业集群项目等，项目总投资超
50亿元人民币。

据了解，今年，该区首批

签约 25 个项目，其中已正式签
约落户 18 家，包括总投资 3 亿
元的锃道研磨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的科大智能高压断路器项
目、总投资 3000 万美元的伟业
精密制造项目、总投资3亿元的
施普瑞成套电气设备项目、总
投资5亿元的源顺汽车部件项目
等。另外，剩余项目总投资超
40 亿元，目前正在进行公司注
册、项目立项、选址确定、土
地指标安排上报等事项，争取
今年完成新增工业固定资产投

资超 10 亿元。与此同时，开发
区首批年度开工项目 27 个，包
括总投资3亿元人民币的朗佑汽
车高端部件项目、总投资 2000
万美元的尚科医疗器械项目、
总投资 15 亿元的华海电力项
目、总投资5亿元的同力扶梯动
力总成项目等。目前。正式开
工或投产 19 个，另外 8 个正在
办理土地、规划、建设等相关
手续，预计今年首期工业固定
资产投资超12亿元。

明确招商重点 推进项目建设

开发区引来丰盈的“源头活水”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李溶） 7月 31日上午，曲阿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陈学海带领城
管部门负责人慰问了在高温下坚
守一线岗位的城市管理职工。

近日，我市进入“烧烤模

式”，但是开发区园林、环卫、
市政等一线职工仍然顶着酷
暑，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
上，维护着城市市容环境的整
洁。为此，曲阿街道组织了此
次慰问活动。在慰问中，陈学

海一行先后慰问了九曲河风光
带正在一线抗旱浇水保绿的园
林职工、市政府广场清扫保洁
的环卫工人、麒麟路永安社区
垃圾房清运垃圾的环卫职工、
云阳路修复市政雨水井盖的市
政职工以及新欣市场清理小广
告的职工，把矿泉水和日常所
需的毛巾、香皂、仁丹和防暑
药品等送到他们手中，对在炎
炎酷暑中依然坚守岗位的一线
工人们表示感谢和慰问，并仔
细询问了工人们的防暑降温保
障情况。同时，陈学海叮嘱相
关部门负责人，要合理安排好
一线职工的作息时间，避开中
午高温时段作业，把各项防暑
降温措施落实到位。一线职工
纷纷表示，慰问送来的不仅是
一份清凉，更是一种特别的关
爱，他们将好好工作，让城市
变得更美。

慰问高温下坚守一线岗位的城管职工

本报讯（记者 鹏翔 旦平
通讯员 罗玲）日前，在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
韩旭的带领下，来自江苏、上海、
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的 50余名“小个专”党
建工作者，现场观摩了丹阳眼镜
城诚信党建工作。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永才，镇
江市委常委、新区党工委书记秦

海涛参加了观摩活动。副市长黄
俊杰等陪同调研。

当天，观摩团听取了眼镜城
党建工作的典型经验做法，参观
了眼镜城党建宣传墙、党群服务
中心、镜都讲坛等，并深入到党员
诚信经营户商铺，现场了解党员
示范岗开展、市场党建氛围营造
以及党建促进商圈发展等情况。
此外，还参观了中国眼镜博物馆。

韩旭对丹阳眼镜城坚持党建
引领，以诚信为主题，带领商户抱
团发展，打造独具特色的“诚信党
建”特色品牌，以此推动市场不断
发展壮大的做法大加赞赏。同
时，他希望丹阳眼镜城在党建工
作的引领下，继续发展壮大，促进
商圈繁荣发展，不断提升市场竞
争力。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罗玲）日前，镇江市场监督管
理局党组书记邓国平带队到丹
阳眼镜城调研“诚信党建”工
作。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
副主任、丹阳眼镜城党委书记柴
剑，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组织人
事局局长赵明富陪同调研。

当天，邓国平一行首先参观
了丹阳国际眼镜城党建宣传墙、
党建活动阵地、党员诚信经营户
等，详细了解眼镜城党组织建

设、党建活动开展、党员诚信示
范岗、市场交易等情况，以及丹
阳眼镜城在打造“诚信党建”特
色品牌、创建省级诚信示范街区
等工作的先进经验。

在调研中，邓国平表示，眼
镜城党建工作以“诚信”为重点，
主题鲜明，亮点突出，内涵丰富，
成效明显。他希望眼镜城不断
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提升党
建工作整体水平。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领导
带队观摩眼镜城党建

镇江市管局领导调研眼镜城

加强建筑市场安全生产管理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开轩）“今年以来，我们不断加
大建筑市场安全生产管理力度，
及时有效整改施工现场安全隐
患，确保了建筑市场的安全稳
定。”昨天，开发区建设部门有关
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据介绍，今年开发区高度重
视建筑市场安全生产工作，开展
了一系列安全生产检查活动。从
检查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施工
企业对安全生产工作较为重视，
能认真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
成立安全施工现场管理机构，编
制了施工现场的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并定期对事故隐患进行自查
自纠，对查出的事故隐患，能及时
有效的整改，但仍有少数工程的
施工现场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脚手架

工作层、脚手板缺少，临边洞口防
护不到位，施工用电配置不规范，
部分建筑工地缺少公益广告，生
活区环境卫生较差，安全帽佩戴
随意等。

据悉，截至上半年，开发区办
理在建工程项目14个，在建工程
建筑面积36.62万平方米，总造价
约 6.58亿元。同时，对 2个违法
建设工程项目及时送达违章通知
书，要求工程立即停工，并及时上
报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处理；开出
安全事故隐患整改通知书共 3
份。

下一步，开发区将继续加大
检查巡查力度，加强对施工企业
的教育宣传，对各工地的环境综
合整治常抓不懈，加大拒不服从
管理的工地的处罚力度。

把感情和责任“放”进去

退役军人事务工作成效明显
本报讯 （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开轩）今年以来，开发区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
军人工作系列重要论述，主动提
高政治站位，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健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
系，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退役军
人事务工作，取得了明显的阶段
性成效。这是记者日前从开发区
了解到的。

据介绍，上半年，该区成立了
以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为
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开发区退役军人服
务站，各村（社区）相继成立以书
记任站长的退役军人服务站；向

重点优抚、遗孀、下岗志愿兵等优
抚对象总共发放民政资金168万
余元，发放下岗、失业转业志愿兵
（士官）生活困难补助186848元；
发放2018年秋、冬季退役士兵退
役安置金3917615元；主动作为，
联合社区通过关心、交流、教育等
方法，有针对性地做好上访对象
的思想工作，积极做好涉军信访
维稳工作；积极完成 307名退伍
老兵在光荣院的疗养活动；在去
年集中办理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
作的基础上，继续做好退役士兵
及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
分批组织为5社区的1126名退役
军人悬挂“光荣之家”牌。

记者记者 鹏翔鹏翔 摄摄

记者记者 鹏翔鹏翔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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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杜文军） 7 月 31 日上午，嘉
荟新城社区一楼活动室里传出阵
阵欢声笑语，一群孩子正在参加
社区为他们举办的结业典礼。

一个月前，考虑到社区的孩
子们即将迎来欢乐的暑期，可家
长们因工作难以时刻陪伴。为了
给社区及周边的孩子们创造一个
安全多彩、有意义的暑期生活，
嘉荟新城社区关工委决定开展主
题为“传承爱国精神争做三有新
人”的“七彩夏日”教育活动。

在社区党委的大力支持与关
工委的积极发动、宣传下，7月

1日，2019年嘉荟社区“七彩夏
日”教育活动的第一课正式开
课，近 20 名孩子来到社区校外
辅导站上课。根据前期的意见采
集，此次教育活动共提供了硬笔
书法、二胡与竹笛三门课程，学
习时间从周一至周六。作为一名
退休教师，社区义务辅导员魏忠
武凭着自己对二胡的喜爱完成了
二胡的自学，并且长期志愿在社
区校外辅导点担任起孩子们的音
乐与书法教学。“社区非常注重
孩子的兴趣培养，所以在暑假开
展了‘七彩夏日’活动，我也很
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和孩子们一起

度过闲暇时光。”魏忠武说。
结业典礼上，孩子们满脸笑

容，劲头十足地与老师们一起进
行了二胡演奏、竹笛演奏，向到
场的社区工作人员及家长们展示
一个月以来的所学成果。“孩子
平时学习的时间紧张，只有假期
才会考虑给孩子报些培训班，而
在外面报班学习的话会增加经济
压力，社区能在暑期组织这样的
学习活动，对于我们和孩子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站在一旁观看的
家长笑着说道。

一场特殊的结业典礼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张杰 张凤鸣）为提高辖区人员的
消防安全和责任意识，日前，开发
区锦湖社区邀请市居安防火中心
教官夏江南来社区大会堂为企业
和居民开展了消防安全知识专题

讲座。
讲座中，夏江南通过播放火

灾现场视频、展示火灾事故图片
等方式，向在场人员介绍了引发
火情的原因及造成的危害，详细
讲解了发生火灾后的自防、自救

及逃生技能，并按种类、功能、用
途介绍了不同的灭火器材及使用
方法，通过现场演示，指导大家如
何使用灭火器、安全锤等有关消
防器具，为积极提问的学员和各
企业安全员进行了面对面解答。

又讯 为进一步提高社区居
民的健康意识，提升他们的身体
素质，日前，练湖新城社区与练湖
新城卫生院联合开展了以“中国
公民健康素养”为主题的健康知
识讲座。练湖新城卫生院副院长

孙丹中向各位居民讲解了相关家
庭急救知识，包括骨折的固定与
搬运、止血的基本常识、心肺复
苏、人工呼吸等。

消防和健康讲座进锦湖社区

图片新闻

联观村为保洁员
送“清凉”

近日，联观村为
保洁员们购买了纯净
水和清凉解暑的加多
宝，由志愿者送到各
个保洁员手中。同
时，志愿者叮嘱每个
保洁员在高温天气多
注意身体，并呼吁村
民不乱扔垃圾，为保
洁员减轻负担。

（记者 蒋玉 通
讯员 张韦 摄）

车站社区慰问
环卫工

近日，车站社
区居委会开展夏日
送清凉活动，为环
卫工人送去了洗发
水、花露水、肥皂、
毛巾等防暑降温物
资，对他们在高温
下的坚守表示衷心
感谢，嘱咐他们一
定要做好防暑降温
工作，保证自身的
健康和安全。

（记 者 蒋玉
通讯员 殷琴 摄）

晓星村抢修隐患
道路

由于近期持续高
温，晓星村通往石潭
的后湾村段水泥路面
出现了约二十五厘米
的起拱，严重影响车
辆通行和人身安全。
对此，晓星村委会在
第一时间修补损坏路
面，确保正常通行。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蒋杰 摄）

普善社区加大铁
路安全宣传

日前，市铁路派出
所联合普善社区居委
会开展路外安全宣
传，通过检查铁路沿
线安全隔离设施、发
放铁路安全常识宣传
页，确保铁路安全运
行及铁路两侧绿化的
完整性。

（记者 蒋玉 通
讯员 郭琦 摄）

乒乓竞技展风采
日前，镇南村校

外辅导站组织辖区青
少年在河阳学校体育
场地开展打乒乓球活
动，丰富青少年的假
期生活，提高青少年
的身体素质。

（记者 蒋玉 通
讯员 邵旭红 摄）

张巷开展环境清
洁

近日，张巷村两
委班子对辖区进行了
为期一周的地毯式清
理。每天早上6点，大
家就准时到达现场，
顶着炎热的太阳撸起
袖子加油干。经过辛
苦劳动，村内的乱堆
乱放、乱搭乱建得到
了全面清理，人居环
境有了明显改善。

（记者 蒋玉 通
讯员 束丽娟 摄）

孩子们一起端坐，认真聆听校外辅导站开设的各门艺术课程。
记者 丽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