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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月 2日（正月初六）上午,
我市在市体育馆举行新春服务就业创业
洽谈会，热忱欢迎有就业、创业意愿的人
员前往洽谈和咨询。

东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1月12日

通 告

本报讯(记者 顾敏)1月 15日上午，西溪旅游文化
景区与南京艺术学院启动了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活动中，举行了东台西溪影视基地开城仪式项目
的签约，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南京稻米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该公司是由南京艺术学院一批优秀毕业生自发组
建的团队，致力于提供优秀的原创音视频和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文化创意产品。2016年，稻米公司凭借其产
品的竞争优势和团队的优异表现，一举荣获第十届“挑
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的好成绩。稻米公司
将依托艺术人才、产业等方面的独特优势，着重在西溪
景区的开城仪式整体策划、3D建筑投影概念设计、群
众演员培训等领域打造特色亮点。

“目前稻米公司的产品及技术在我校乃至全省均
具备一定的市场认可，这也为我院与西溪景区的合作
奠定了坚实基础。”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博士
生导师沈义贞表示，此次，南艺与西溪景区成为战略合
作伙伴，预示着南艺在社会服务领域中迈开了新的一
步，南艺的艺术风貌与文化根基将在东台的土地上生
根发芽。

“南艺与西溪的此次合作就是因文而连、因商而
姻、因水而盛、因气而大。”南京艺术学院党委常委、副
院长俞锋表示，南艺一直致力于打造美的南艺，相信在
金牌团队的运作下，西溪影视基地一定能在江苏户外
实景演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溪景区与南京艺术学院深化战略合作

春节临近，花卉销售日渐升温，许多市民都乐于购买鲜花来装点家居，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图为市区一家花
店老板在对客户订购的鲜花浇水养护。 张莉琳 摄

导 读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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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连发三规划力促
信息产业发展

本报讯（何萌 朱霆 谢怀友）干净明亮的生产厂
房，功能先进的精密仪器整齐排列，检测和研发中心内，
技术人员正全神贯注地进行光谱分析和产品性能测试；
生产车间内，穿着特制的蓝色防尘服的工人们，虽紧张
忙碌，但整齐有序，一批LED面板灯经过他们多个环节
的严密操作后生产出来……在欧惠达光电公司生产现
场，公司总经理何效卫介绍，春节前公司的所有生产线
都满负荷运转，加紧赶制印度客户10多万套照明产品订
单。

坐落于梁垛镇智能制造产业园内的欧惠达光电公
司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工程服务为一体的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原为东环电工机械有限公司，是一
家以制造汽车零配件和LED产品散热器的小型企业。

2010年，公司专门成立LED照明事业部，经过几年的发
展，公司自主研发的大功率LED产品获得多项发明、实
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优越的散热设计广泛应用于
LED照明产品，配合国际顶级LED芯片和专业配光设计
以及知名品牌的电源驱动，构成了先进的LED照明产品
集成。随着LED照明事业部的迅速壮大，去年5月，公
司董事会决定把LED照明事业部单独剥离出去，成立欧
惠达光电公司，专注于大功率LED灯具的研发设计、生
产和销售。

何效卫介绍，他们只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对新
搬迁的厂房进行了彻底改造并投入生产，同时，新上近
10条 LED、工矿灯生产线，以创新为突破口，抓好嵌入
式、悬吊式、吸顶式LED面板灯、UFOLED工矿灯、COB

型LED泛光灯等10多款产品的开发升级，所有产品均
通过TUV、CE等国际认证，并在LED散热设计方面申
请了4项发明专利及近 100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
利。目前，产品全部出口国外，配件产品和LED散热器
产品进入高铁领域和意大利品牌汽车。目前，企业在手
订单已有千万美元，年可新增外贸出口4000万美元。

主攻高端市场，今年欧惠达将把创新驱动放在核心
位置，致力于LED照明新品的研发，并结合智能家居，实
现LED产品的高度智能化，从而以创新带动企业升级，
推动产品升级，促进消费升级。同时，加大市场开拓力
度，全面展示品牌形象，积极争取更多的国际通行证和
专项认证，致力让全球共享低碳绿色的先进产品，加快
建成全国LED行业小巨人企业。

欧惠达光电：坚持创新驱动 加速转型升级

市委十四届二次全会精神系列解读⑥

记者 陈娟 顾亚娟

“融入长三角、建设新东台”，关键在党，关键在人，
关键在各级干部。各级党组织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
大政绩的理念，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推动
广大党员干部做到有定力、善创造、敢担当、重落实、守
规矩。

【报告点击】在强化思想建党中坚守理想信念。拧
紧思想建党这个“总开关”，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首要任
务。

【延伸阐述】强化思想建设方面，市委全会报告指
出，我市将突出理论武装、党性锻炼和道德建设三个方
面。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更加
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深入
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委中心组学习，
依托东亭大讲堂、“统一活动日”等载体平台，开展经常
性教育培训，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立根固本、补钙铸魂，
进一步提高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

认真贯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用好组织生活这个经常性手
段，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让党内生活真
正成为党员干部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的大熔
炉。

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思
想建党的全过程，放大“东台好人”效应，推动广大党员
干部带头弘扬传统美德、恪守社会公德、遵从职业道
德、培育家庭美德、修炼个人品德，真正做到对党忠诚、
对事业忠诚、对家庭忠诚，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

【干群心声】时堰镇陶庄村党总支书记鲁兵说，农
村党员群体的思想素质直接决定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
核心作用的发挥，加强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照本
宣科，要围绕农村党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现实
需要而展开，利用好党员活动日、宣传栏、文化墙、微信
群等加强学习交流，积极开展结对帮扶、义务劳动、慰
问困难群众等活动，加强农村党员责任意识教育。加
强农村党员民主法制教育，使其形成明确的法治意
识，能够自我规范纪律、作风、行为，以党员的标准来
履行各项权利和义务，从而保持自身的先进性。

【报告点击】在锻造过硬队伍中扛起发展重任。建

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是事业发展之本。
【延伸阐述】报告指出，牢牢把握用人导向。严

格执行干部任用条例，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强
化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作用，真正让忠诚干净担当、
为民务实清廉、埋头苦干、不事张扬的干部得到褒奖
重用。大力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到基层和发展一线摔
打磨练、增长才干，同时选准用好各年龄段干部，充
分调动各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

从严加强监督管理。认真落实从严管理干部
“五个要”的要求，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及
时掌握思想动态和日常表现，突出防微杜渐和纠偏
纠错，使干部成长发展全过程、工作生活各领域、思
想行为各方面都置于严格监督之下。

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坚持政治属性与服务功能
相统一，统筹抓好各领域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
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
心、促进和谐的战斗堡垒作用。强化村级后备干部
培养，选优配强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大力实施“双基
双强行动”，持续深化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创建，健全
党务、村务、事务多位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推动基
层组织建设。（下转第二版）

全面从严治党 集聚发展合力

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讯
员 顾礼学 王文莉）日前，江苏
省旅游局发布了 2016 年江苏
十大新景区、十条新线路评选
结果名单，安丰古街名列其中，
获评2016江苏十大新景区。

安丰古街由北向南延展，
街面青砖镶边，麻石铺就，组合
成古街建筑的浑然大观。至今
保存较为完整的“东淘古南
街”，犹如恢弘壮观的历史画
卷，散发着传承古今的文脉气
息，是历史文化名镇的独特风
景。

安丰古街建筑艺术堪称一
绝，居民住庭院，商贾开店铺，
士绅居堂厢，文人处斋馆，和谐
共生，各得其所。院呈四合，是
晋商从中原带来的聚财理念；
墙立马头，是徽商从皖浙植入
的安全要素。青砖小瓦，接榫
勾灰，继承着秦汉风格的理性；
轮廓参差，造型写意，依稀有隋
唐造意的浪漫。沿范堤筑街设
市，市面生动活泼，后巷规格方
正，间以楼居花园，则是典型的
明清风韵。省文保单位鲍氏大
楼、市文保单位吴氏家祠、袁承
业故居及东岳宫各具特点，无
论屋脊上的灰雕、房檐下的瓦
当，梁架上的雕花纹饰，还是门
罩上的砖雕石刻，门板上的多
姿多彩图案，都给人以绝妙的
建筑文化享受。

安丰古街盐韵文化更令人
向往。黄麻石铺就的古街已整
修如旧；大坝巷巷门、小坝巷节
点令人耳目一新；历史文化名
人戈湘岚故居等，古老的盐课
司、盐码头、大悲庵及吴氏家祠
重放光彩；沿街的古房屋修葺
如初，逐步恢复原有功能，范仲
淹主题馆、郑板桥生活馆、中华
壶文化博物馆、稠州钱庄、吉宝
轩等文物史料展示馆全面对外
开放；重新开张的谷香斋食品店、桶炉烧饼、东淘鱼
汤面、刘用明麦秸画、春和老式布鞋、何氏理发店、
雅士园家居、盆景坊、华林书屋及地方特产总汇等
特色店铺再现商业的繁华；古色古香的和润坊游客
服务中心，更彰显出古盐场的乡愁文化特质。

分布于古镇街头巷尾的小品景点，同样让游人
赞不绝口。盐课司广场上的古戏台，彰显出安丰的
文化元素，平时演出不断，节假日多彩的非遗文化
展示、民俗文化节目更是好戏连台，年接待游客逾
4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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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本报讯（记者 陈娟）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东

台籍雕塑家吴为山应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邀请，
在当地时间1月 16日到访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
总部，将一尊由他创作的顾拜旦雕像赠送给奥林
匹克博物馆。

今年是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逝世80
周年。早在数月之前，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
巴赫就邀请吴为山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
拜旦塑像。吴为山花费半年时间精心构思、设
计、塑造，当泥塑稿图片传到国际奥委会总部，受
到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及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高度
评价和认可。此后，铸成一尊76×60×40cm的
青铜雕像。

吴为山表示，奥林匹克运动代表了人类积极
向上的精神，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巨大的
鼓舞和推动作用。他创作这尊雕像，体现了一个
中国艺术家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礼赞和对顾拜旦先
生的敬重。

东台籍雕塑家吴为山作品

落户国际奥委会总部

本报讯（记者 叶东升 通讯员 殷海华）日前，
市人社局经过调研论证、编制需求、平台建设、人
员培训、自助区建设等一系列工作，在盐城市率
先启用人力资源用工备案与社会保险网上申报一
体化便民服务平台。今后，全市2000多家企业单
位和500多家机关事业单位“足不出门”便可自助
办理用工退工备案、人员参保停保、基数变更申
报、基础信息变更、参保权益查询等业务。

据了解，该一体化平台不仅解决了参保单位
办理业务“多头跑”、“跑多次”的问题，为其提供
更为快捷、安全和人性化的业务办理服务，真正
做到“鼠标一点，申报保险”，还极大地缩短了参
保单位的业务办理时间，降低企业和社保经办机
构双方的经办成本。经过近一个月的试运行，到
目前，参保单位已自助办理用工退工备案、人员
参保停保、基数变更申报等业务3万多人次。

我市开通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险网上申报一体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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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 通讯员 陈雯 王旸）近日，
省法院下发通报，市人民法院被表彰为全省法院系
统档案工作先进集体。

近年来，市法院围绕审判中心任务狠抓档案工
作，以推进规范化建设为抓手，以提升服务保障能
力为目标，各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档案库房总面
积526平方米，配有档案密集架54列，余有6年存
储空间，相关专用设备一应俱全，确保了“八防”措
施安全有效，落到实处。

目前，该院已形成一支由2名专职档案人员和
19名兼职人员组成的档案管理网络队伍。每月制
定档案通报，对档案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归档时间一
一点评到部门和个人。2014年高分通过省档案工
作五星级测评，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被评为我
市档案执法检查工作先进集体。

市法院档案工作获省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