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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出“十八般武艺”

开发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轩）今年以来，开发区以市
级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试点为契
机，在理论政策传播、文体活动
开展、公共服务提升、城市精细
管理、主题教育推进等领域创出
特色、形成品牌，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怀揣一颗初
心，奔着梦想前行，随着新时代
文明实践一路走来，开发区百姓
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也日益增长。

整合资源，推动志愿服务常
态化开展。开发区明确把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作为提升城市文明程
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抓手，多措并举不断推进志愿服
务活动制度化、多样化、常态化。
组建了10个机关志愿服务小队，
围绕政策咨询、教育服务、文化服
务、科技科普服务、健身体育服务
等方面落实为民惠民举措。目前，
全区机关志愿服务队成员有 200
多人，整个开发区39个站共有志
愿者1.2万人，先后开展“织爱行动
情牵童心”“爱心三月学雷锋 志愿
服务我先行”“银发护绿水”“法律
知识培训”等志愿者服务活动百余
场。组织引导农村退休干部、退休
教师、百姓名嘴、返乡创业人士、文
化能人以及先进模范人物、“新乡
贤”积极参与村（居）志愿服务队
伍，打造一批以村（居）民为主体的

志愿服务队伍，不断提高该区积极
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热情。同
时，完善志愿服务礼遇机制，每年
评选表彰一批优秀志愿者，优先推
荐参加身边好人、劳动模范等荣誉
评选。试行文明实践优秀志愿者
礼遇办法，对志愿者按服务时长进
行星级评定，给予物质奖励；对于
贡献突出的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和
志愿者，利用报纸、电视、微信公众
号、网站宣传推介其先进事迹，进
行正面宣传。

创新载体，增强文明实践吸引
力。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中，开
发区开展了一批有特色、有新意的
主题活动项目，形成了一批有亮
点、有影响的品牌。结合“我们的
节日”，在春节、清明、端午、七夕、

中秋等节日，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
节庆活动；承办“我们都是追梦人”
2019年江苏省老人体育节丹阳开
发区分会场活动，成功举办了“活
力曲阿·畅享‘乒’博”乒乓球团体
邀请赛，开展“辉煌七十年，奋进新
时代”文艺巡演，使文明实践内容
有载体、有依托，能够聚人气、有活
力、可持续。依托“金山理论讲习
所”，开展了“新时代青年说——我
与祖国共奋进”“共话祖国好 奋进
新时代”等演讲比赛，并从中选拔
宣讲人才，组建开发区“百姓宣讲
团”，全区共有18名基层普通党员
和大学生村官以这一形式走上讲
台，在39个村（社区）开展巡回演
讲，把理论落到群众熟悉的典型
事、具体事、眼前事上；同时进一步

提升“开发区大讲台”培训质量和
品味，注重在联系实际上下功夫，
不断更新和充实宣讲的主题内容，
邀请知名专家学者，举办“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准确把握内涵要求
持续深化作风建设”“学党史新中
国史 坚守初心担使命”等专题讲
座，受到全区党员干部的广泛好
评。坚持统筹整合农家书屋、科普
馆、卫生中心等服务资源，进村（社
区）、进校园、进企业、进田间地头，
常态化开展知识普及活动。在村
（居）民中开展普法、健康、消防知
识、眼镜销售技巧等业务培训，通
过举办女子防身术、插花、烘焙等
技能培训，提升广大百姓应用科学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多
种形式和载体，深入推进全民阅读

系列活动，开展“红色经典悦分享”
阅读活动，大力营造全民阅读氛
围，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组织拍摄
开发区版《我和我的祖国》快闪，并
观看《红梢林》《我和我的祖国》等
主题电影，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情
怀，传递时代新风。

志之所趋不可阻，穷山距海不
能限。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开
发区正以奋力拼搏的决战状态、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务实担
当的工作作风，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加压奋进、比学赶超，在新的发
展征程中，高扬奋斗之帆、紧握奋
斗之桨，以昂扬的姿态奋进新时
代，奋力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新答卷，为建设“强富美高”新丹
阳作出更大贡献。

传习新思想传习新思想
弘扬弘扬新风尚新风尚

———新时代—新时代文明实践在行动文明实践在行动

丹阳眼镜亮相中国国际旅交会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罗玲） 11 月 15 日 ~17 日，
2019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开幕
式在云南昆明举行，当有着

“中国眼镜之都”美誉的丹阳眼
镜城邂逅七彩云南，丰富时尚
的“丹阳眼镜元素”便以特有
的方式向海内外参展商与现场
观众一一呈现。

据悉，中国国际旅游交易
会创办于 1998年，已发展成为

亚太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最
广泛的专业旅游展会之一。本
届旅交会由文化和旅游部、中
国民用航空局、云南省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展区面积达 9 万
平方米，展位总数 3866个，参
展国家和地区 75个，参展商涵
盖景区、酒店、航空公司、邮
轮、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
资源规划和品牌推广机构等各
类文化和旅游产业供应商，规

模和影响力再创纪录。
展会上，丹阳眼镜城围绕

“戴丹阳眼镜，看美丽中国”主
题，通过播放视频、讲解推
介、互动问答、丹阳眼镜旅游
产品发放等多种形式，将丹阳
眼镜城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向
海内外进行了全方位展示，并
积极与海内外参展商开展业务
交流洽谈，寻求旅游合作。

日前，由练湖新城社区主办，练湖新城乒乓球俱乐部承办的“练
湖新城杯”第四届乒乓球赛顺利举办。比赛采用单人淘汰制，3局2
胜的形式进行。选手们精神饱满，挥动着球拍，你打我抽较量得非常
激烈，围观的居民也是屏息凝神时而发出热烈的喝彩声。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张婷 摄）

乒乓球赛展风采

记者 蒋玉 摄

眼镜城亮相国际旅博会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罗玲）11月 22日至 24日，第
六届深圳国际旅游博览会在深
圳会展中心举办，吸引了海内外
近 400 家品牌企业进驻以及众
多上下游产业链买家和市民采
购参观，现场热闹非凡。活动期
间，丹阳眼镜城亦前往参展，借
助这一平台与各地区旅游业界
加深旅游合作。

此次展会由深圳市旅游协
会主办，以“品质旅游，嘉年盛
会”为主题，现场特设世界旅游
资源B2B展区、国际展区、美丽
中国城市形象展区、休闲船艇旅
游展区、智慧旅游大交通展区、
旅游科技展区、房车生活展区、

旅游摄影展品区、中国精品旅游
资源展区等9大展区，同期配套
40多场论坛会议。

展览期间，丹阳眼镜城携带
宣传彩页、丹阳眼镜特色产品
等，开展丰富多彩的推广与现场
互动活动，向业界与观众展示了
丹阳眼镜城独特的旅游资源和
深厚的历史文化，并向到场的旅
行商和观众发出邀请，邀请他们
体验不一样的“配镜游”旅行。
期间，眼镜城还与部分旅游社就
旅游合作进行了交流。

此次参展让更多旅行社和
国内外观众对丹阳眼镜城有了一
定了解，为进一步提升丹阳眼镜
城知名度和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记者 蒋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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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7 日上午，细雨霏霏，
天气阴沉。鞍钢德邻陆港大力神
仓库的现场却喜气洋洋，一片火
热。是什么让知名钢铁集团与大
力神“联姻”，同时众多硅钢上下
游产业链企业齐聚一堂，共赴盛
宴？答案是十二年的厚积薄发。

成立于 2005 年的江苏大力
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今已有
14年的发展历程，14年的发展见
证了这个企业的酸甜苦辣。然
而，早在 2007 年，大力神就已对
硅钢项目立项，由政府批准了 60
万吨硅钢项目，当时，在行业里造
成了不小的轰动。遗憾的是，因
为原料问题，此次项目没有成
形。然而，大力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曹晓国却以顽强的意志和
不服输的性格，迎难而上，经过十
多年的努力奋斗，曹晓国的事业
越做越大、越做越强。目前，企业
已拥有多辊冷轧机 8 台，镀（铝）
锌生产线 3条、镀锌生产线 2条、
彩涂生产线 2 条、硅钢生产线 2
条，年产能达 80 万吨冷轧薄板，

60 万吨的镀锌板、镀（铝）锌板，
30万吨的硅钢板，20万吨的彩涂
板，产品百分之七十以上出口东
南亚、中东及南美地区，产品质量
得到国内外客户的高度认可。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曹晓国
没有安于现状，反而坚守初心，不
忘情怀。经过近年来的超越发
展，大力神在硅钢行业中的设备
装备水平已然处于领先地位，生
产规模亦是目前国内硅钢民企中
最大的。如今，大力神已经具有
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大力神的铿锵发展足迹，得
到了众多硅钢上下游产业链企业
及专家的肯定。众所周知，鞍山
钢铁集团是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
篮，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经
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鞍钢集团
成为了国家第一大型钢铁基地、世
界知名的大型钢铁集团。鞍钢的
发展史是国家发展历程的缩影，见
证并支持着国家从贫穷落后到繁
荣富强，为国家经济建设和钢铁
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次鞍钢集团的德邻陆港公
司携手大力神，既是国企民企的
一次友好合作，又是鞍钢对大力
神实力的肯定。鞍钢国际经济贸
易有限公司产品贸易部部长王伟
忠感慨道：“大力神是一家令人尊
重的企业，曹晓国是一名有着家
国情怀的企业家，令人敬佩。”德
邻陆港（鞍山）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王峰说，与大力神的合作，是一
次强强联合，希望双方在合作中
能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谋发
展，努力使仓储库项目成为投资
各方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丹阳经济
发展中的一个新亮点。未来，德
邻陆港和鞍钢国贸公司将在终端
产品的销售上，充分利用鞍钢集
团国内外的销售网络，为大力神
的硅钢产品畅销海内外助一臂之
力。

燕山钢铁有限公司是大力神
公司最重要的原料供应商之一。

“多年来，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
今后，我们将在取向硅钢和无取
向硅钢领域加大合作力度，推动

双方合作迈上新的台阶。”燕山钢
铁有限公司销售处处长马强对未
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成立于
2004 年的无锡普天铁心股份有
限公司，是一家取向硅钢深加工
的生产型企业，专注制造、研发
与销售电力变压器铁心。2018
年 12 月，该公司开始了与大力
神的首次合作。公司副总经理吴
世东说，在过去一年与大力神的
合作中，他们见证了大力神在加
工取向硅钢热轧产品到冷轧成品
上的飞速发展，尤其在脱碳方
面，大力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财力，在短短的一个多星期内
就将相关的指标参数达标，同时，
取向硅钢轧制的成材率也在不断
提高，产品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的
时候能够快速地给出解决方案，
处理质量问题并分析原因，避免
下次出现同样的问题，和这样的
企业合作，他们很放心、有信心。

“大力神公司交付及时、质量稳
定、服务优质，我们计划 2020 年
与大力神建立长期的合作。”吴世

东如是说。
此次德邻陆港大力神仓库的

启动，是鞍钢集团与大力神集团
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一次优质合
作，对深化企业合作共赢、提升经
济发展质态、产业发展水平具有
重要的促进作用。今后，大力神
公司将紧抓机遇，引进部分关键
工序人才，抓紧与鞍钢等知名钢
厂的合作，保障原料供应，进一步
提升装备及产品质量，翻开互惠
共赢、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新篇
章。

中国电工钢协会秘书长陈卓
表示，企业的发展一定是机遇和
挑战并存，企业能不能突破发展
的瓶颈期，关键在于企业的机制
是否建好，在行业中有没有核心
竞争力，他认为，大力神公司已经
具备了这些优势。“我相信，在以
大力神为代表的硅钢企业的努力
下，硅钢将向着更薄、更强、更好、
更绿色的方向发展，技术将向着
更智能、更高效、更节能、更环保
的方向发展。”

十二年磨一剑
大力神硅钢厚积薄发
——江苏大力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鞍钢供应链战略合作

暨鞍钢德邻陆港大力神仓库成立仪式、硅钢上下游产业链经济恳谈会侧记
本版撰稿、摄影 蒋玉 通讯员 开轩

提到钢铁产品，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钢筋钢材、生活家电，也可能是汽车高铁……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几乎都有钢铁产品的影子。
但你可知，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但凡与“电”相关的电器设备，从随手携带的手机中的元器件，到家用电器冰箱、空调里的压缩机，到出行乘坐的

地铁、高铁上的大小电机，再到三峡水电站的大型发电机、西电东输的各种大型变压器，他们的“核芯”制造材料是什么？这就是有着“钢铁产品中的工
艺品”之称的硅钢。

如果说，普通钢铁历经的是“千锤百炼”，那么硅钢可以说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一道“精雕细琢”的工艺。含硅，易碎，因此它除了“铁骨铮铮”和“刚直
不阿”，还有“工艺品”的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