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聘顾问特聘顾问
国家发改委汽车专家组组长国家发改委汽车专家组组长 张书林张书林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 付于武付于武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闫建来闫建来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师建华师建华
名誉会长名誉会长
江苏超力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超力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 沈中泉沈中泉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敖齐唐敖齐

（（排名不分先后排名不分先后））

会会 长长：：陈建林陈建林 监事长监事长：：姚纪荣姚纪荣

常务副会长常务副会长：：常国民常国民 孟明华孟明华 沈留青沈留青

副副 会会 长长：：
崔洪昌崔洪昌 顾步良顾步良 郭志强郭志强 何何 芳芳 蒋耀坤蒋耀坤 孔孔 伟伟 李李 明明 彭小桃彭小桃
唐建平唐建平 唐志华唐志华 王礼生王礼生 韦梅芳韦梅芳 吴全强吴全强 徐锁璋徐锁璋 姚姚 平平 姚敏杰姚敏杰
张荣平张荣平 张文学张文学 朱华平朱华平

理理 事事::
朱耘锋朱耘锋 肖永康肖永康 张建平张建平 秦秦 岳岳 张亚军张亚军 郭郭 庆庆 陆冬财陆冬财 宋宋 强强
吴建州吴建州 张张 文文 彭卫华彭卫华

监监 事事：：孔孔 伟伟 沈留青沈留青

党建指导员党建指导员：：张张 雷雷 秘书长秘书长：：陈姝妮陈姝妮

丹阳市汽车零部件商会四届理事会会长丹阳市汽车零部件商会四届理事会会长、、监事长监事长
常务副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副会长、、党建指导员党建指导员、、秘书长名单秘书长名单

丹阳市汽车零部件商会第四届特聘顾问丹阳市汽车零部件商会第四届特聘顾问、、
名誉会长名誉会长、、顾问单位名单顾问单位名单

丹阳市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丹北镇人民政府
界牌镇人民政府
访仙镇人民政府
丹阳市经济发展局
丹阳市科学技术局
丹阳市商务局

丹阳市税务局
镇江海关驻丹阳办事处
丹阳市财政局
丹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丹阳市民政局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丹阳市应急管理局

镇江市丹阳生态环境局
丹阳市统计局
丹阳市公安局
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丹阳市检验检测中心
丹阳市农村商业银行

顾问单位顾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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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汽车零部件商会
第四次会员大会成功召开

12 月 2 日，丹阳市汽车
零部件商会召开第四次会员
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理事
会、监事会，陈建林当选商
会第四届会长，姚纪荣当选
为商会第四届监事长。丹阳
市领导赵立群、薛军民、周
东明、马耿良、钱留梅、杭
春云参加了活动。

商会第三届常务副会长
沈留青作大会筹备工作报
告，会长陈建林作理事会工
作报告，常务副会长常国民
作财务工作报告，会长姚纪
荣作《章程》修改说明并交
大会审议通过《章程》修改
草案。

丹阳市汽车零部件商会
成立于 2005年，目前已发展
会员单位 112 家。自商会成
立以来，始终秉承“组织、
协调、沟通、服务”的宗
旨，坚持以“改革创新、服
务产业”的理念开展工作。

近年来，丹阳市汽车零
部件企业砥砺前行，创新实
干，交出了漂亮的“成绩
单 ”： 销 售 年 均 增 长 率 达
9%，与国内主机厂一、二级
配套企业从四年前的 200 家
增至 350 余家，解决就业岗
位 6 万余个。全市汽车零部
件产业已形成从研发、生
产、检测、物流、培训到专
业工业集中区为一体的产业
集群。

其中，超力、新泉、新
通达被评为全国百家汽车零
部件企业优秀供应商,新泉、
林泉、畅通、秦龙等众多企
业的产品亮相新中国成立七
十周年阅兵仪式，擦亮了

“丹阳制造”品牌，丹阳汽车
零部件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显
著提升。

可以说,商会历年来取得
的成绩，离不开丹阳市委、
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离不开
丹阳市委统战部和丹阳市工
商联的热情指导以及有关部

门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
离不开各会员企业的积极参
与和共同努力。

“前行的道路上，不仅
有美丽的鲜花，还有扎人的
荆棘。我们清醒地看到，过
去的四年，我们遇到的矛
盾、问题和困难还很多。”会
长陈建林在做商会三届理事
会工作报告时毫不避讳当前
面临的难处，比如：全国汽
车行业从 2018年以来，下行
压力明显加大，汽车零部件
产业也受到冲击。据权威部
门统计，今年 1~10月，我国
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701.2

万辆和 1717.4 万辆，产销量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了 12.1% 和
11%。

与此同时，丹阳市汽车
零部件产业应税销售 198.59
亿元，同比下降2.07%；进出
口总额 4.35 亿美元，同比下
降1.03%；应纳增值税4.24亿
元，同比下降 14.51%。由此
可见，无论车企还是零部件
企业都已进入淘汰赛阶段，
但就国内庞大的购买市场而
言，行业的发展的基本盘没
有改变，需要汽车零部件企
业逆境突围、迎难而上。

他还表示，对照丹阳市

委、市政府和丹阳市委统战
部、丹阳市工商联的要求以
及广大会员的期盼，商会的
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差距。

从行业层面上来看，目
前丹阳市汽车零部件产业一
级配套比重占了近三成，而
二三级配套及后市场比重占
了近七成，中小企业数量众
多，抵抗风险能力弱。作为
丹阳市第一大产业，丹阳的
汽车零部件企业还需要在紧
跟一级配套上下功夫。

从商会层面上来看，大
家的凝聚力和参与度还有进
一步提升的空间。市场竞争

规则告诉我们，优胜劣汰，
实力使然，但就商会而言，
先进带动后进，抱团共进才
是我们赖以发展的组织基
础。商会工作彰显实干精
神，铺设创新思维，利用各
种社会资源为广大会员企业
服务，会员企业们也应当积
极主动的参与到商会各项工
作活动中来，让商会职能得
以充分发挥，真正做到资源
共享、互利共进。

今后五年，丹阳市汽车
零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期和黄金期，也是民营企
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商会
将把握新趋势，以更加饱满
的工作热情和奋发有为的精
神状态，抱团发展，实干担
当，合力攻坚，稳中求进，
为丹阳汽车零部件产业改革
创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
动能和贡献更大力量！

丹阳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赵立群对市汽车零部件
商会近年来的工作给予了肯
定，并希望新一届商会班子
加强政治引领，顶住行业下
行压力，在优胜劣汰的“竞
赛”中实现逆境突围，再攀
新高，凝心聚力开创商会发
展的新局面。

会议选举产生了商会第
四届理事会、监事会，并顺
利召开了商会四届一次理事
会、四届一次监事会。在四
届一次理事会上，林泉集团
董事长陈建林当选商会第四
届会长，理事会还选举产生
了常务副会长 3 名，副会长
19 名；在四届一次监事会
上，江苏彤明董事长姚纪荣
当选商会第四届监事长；丹
阳市工商联委派张雷任商会
党建指导员；第二阶段会议
还授予沈中泉、唐敖齐为商
会名誉会长，并聘请了商会
第四届秘书长、特聘顾问和
顾问单位。

丹阳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赵立群

丹阳市委常委、统战
部长薛军民

丹阳市委常委周东明

丹阳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马耿良

丹阳市政协副主席钱留梅 丹阳市政府党组成员、
丹北镇党委书记杭春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