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云街道范庄社区

广泛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市开发区中云街道范庄

社区以打造五星级示范农家书
屋为抓手，不断加强书屋软硬件
设施建设，围绕“强国复兴有我”
主题，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成为文化
惠民的重要载体。

“这个农家书屋真的很不
错！现在一有时间，我们就会带着
孩子来看书， 总比在家玩手机
好。” 提起范庄社区农家书屋，居
民赞不绝口。范庄社区农家书屋

依托社区邻里中心而建，书屋内
桌椅、计算机等硬件设施配套齐
全，涵盖文学、历史、养生、儿童教
学等各个领域图书千余册，极大
满足了社区群众的各类阅读需
求。今年以来，社区围绕“强国复
兴有我”、 党史学习教育等主题，
开展“携手经典、阅读悦美”、“阅
读伴我成长，共建书香中云”、观
看经典电影等一系列全民阅读
活动，极大丰富了辖区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 （柏凯玲 葛珊）

市城建集团西游文旅裕城酒店

党建引领促高质量发展
党建兴则事业兴， 党建强

则事业强。近年来，市城建集团
西游文旅裕城酒店党支部推进
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同频
共振，打造了一支素质过硬的干
部职工队伍，全力推进公司高质
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建立健全“双培养”机制。
裕城酒店建立健全 “双培养”
机制， 党建与业务同部署、同
推进、同考核，注重将优秀党
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注重从业
务骨干中选拔发展党员，提高
党员素养，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从而有效解决队伍建设
和人才培养问题。

创新载体加强队伍建设。
为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

划和十四五规划的落实落地，
公司聚焦主业创新经营模式的
同时，对中基层管理人员开展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应知应会》
专题学习、阳光成本管控和4D
管理培训，不断提升中基层管
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全力抓好
企业经营管理和专业技术类人
才队伍建设。

搭建技能提升学习平台。
公司与劳动职业技术学校联
系， 将一线技能岗位人员送至
专业技术培训学校，进行为期
一个多月的技术理论和课程实
操培训。为了固化学习成果，所
有参与培训人员参加职业技能
考核，取得了相应的资格证书。

（王凤琴 万新园）

时间：9月30日8:00-16:00，线路：20千伏燕双线、燕明线、
燕东线，范围：灌云县临港产业区、纬五路、江苏明盛化工有限
公司、 连云港胜海水务有限公司、 江苏临海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江苏远征化工有限公司

时间：9月30日7:00-14:00，线路：10千伏新院线，范围：伊
山镇翰林苑

时间：9月30日7:00-12:00，线路：10千伏叶庄线，范围：小
伊镇小伊村

灌云停电计划

近日，灌云县下车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化站开展“扫黄打
非、净化出版物市场环境”集中行动，全力清除文化垃圾，持续净
化社会文化环境。共检查学校周边书店3家，查处无证经营个体户
2家、经营盗版出版物1家，没收盗版出版物35册。 （孙广成）

日前，赣榆区海头镇政协工委组织委员深入企业开展“进车间、
纾企困”协商议事活动，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了解企业遇到的困
难，对企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相关部门协调解决。图为政
协委员现场调研该镇电商产品生产企业。 （王涛 吴博）

连云港市灌南亿璐通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做强木制品产业 乡村振兴显身手
凤来雁归 报效桑梓

为响应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号
召，实现心中创业梦想，刘璐、韩亿、陈婷
三位有志青年积极投身到家乡的发展
中，走出富民兴村之路。2020年7月，连云
港市灌南亿璐通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在孟兴庄镇返乡产业园内启航。目前，亿
璐通公司已投资200万元，拥有生产厂房
2000平方米、 先进的实木拼板设备和木
材加工设备15台， 已发展成为一家集自
主设计、客户定制、实物生产、线上线下
销售为一体的木制品公司。 预计到2022
年底， 亿璐通公司将形成年产5000方实
木板材、5万套实木家具的生产能力，实
现产值500万元。

找准定位 打开市场

亿璐通公司生产的木制品定位中高
端市场，具有市场前景好、容量大、产业优
等特点，产品主要分为三大类：杨木单板
层积材、桧木原木系类和整木定制家具产

品。其中杨木层积材产品选用灌南本地人
造杨树林材料，符合国际fsc、日本jas标准，
具有结构均匀、稳定性好、强度高等优点
的一级芯材，不仅环保，利用率也非常高，
是亿璐通公司王牌产品。短短两年，亿璐
通公司以其独特品牌设计、 高品质材质，
迅速打开国内外市场，公司设计曾入选北
京国际设计周公益海报佳作展、第七届全
国大学生视觉设计大赛，获靳埭强设计奖
等奖项，长期与NIPPON PAPER、金螳螂、
PRESS KOGYO、NIHON FLUSH等高端品
牌合作。

做强产业 回馈家乡

亿璐通公司作为初创小微企业，个

体体量虽微，但重要程度不微。自成立
以来，带动了当地劳动力就近就业8人，
其中低收户1人， 合作支撑初加工板材
家庭作坊达6家， 间接带动物流运输等
产业发展， 为推动灌南县孟兴庄镇经
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亿璐通公司
在当地政府的带领下， 定期向生活困
难村民捐送物资， 为新冠疫情捐款捐
物， 成为孟兴庄镇的就业扶贫车间和
镇商会副会长单位。亿璐通公司负责人
刘璐表示：“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
的首要和关键，我们将坚定不移做大产
业富民， 踏上新时代创新创业的新征
程，助力乡村振兴。”

（孙潇潇 张立伟）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中央、省、
市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部署，以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立足自
然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 大力发展优
势强、效益高的乡村特色产业，加快构
建质态强、层次高的农业产业化链条，
着力打造消费强、 人气高的乡村新业
态，积极培育活力强、素质高的农村双
创人才，推进产业融合、城乡融合，极
具港城特点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不断
健全， 产业兴旺和农民富裕的乡村振
兴“田园梦”一步步照进现实。在此基
础上，“苏韵乡情” 第六届全市富民兴
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乘势举办并
于近日落下帷幕， 比赛中涌现出一批
优秀的创业创新人才和项目。 为充分
展示比赛选手风采，激发双创活力，繁
荣乡村产业， 本报采取连续专辑报道
的形式，撷取第六届“双创”大赛中获
奖选手的追梦故事， 与广大读者一起
分享。

打造“双创”服务新平台
奏响富民兴村新乐章

——————第第六六届届全全市市富富民民兴兴村村创创业业创创新新项项目目展展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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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多层次、立体化体系

我市全力创建绿色出行城市
近年来， 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公共交

通优先发展战略， 全力构建以快速公交
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城市动车为特
色、慢行系统为补充的多层次、立体化绿
色出行体系，全力创建绿色出行城市。自
2020年启动创建工作以来， 按照政府主
导、部门协同、全城参与、合力共建的创
建路径，重点推进小微堵点疏通工程、智
慧停车建设、慢行环境治理、公交场站保
障工程、 常规公交提质工程等11项工程
建设。通过两年多的创建，绿色出行理念
深入人心，绿色出行比例显著提升。

坚持高位推动强基础， 绿色出行创
建机制更加完善。 为加快推动绿色出行
城市高质量发展，2021年，市政府办公室
出台 《连云港市绿色出行城市创建方
案》，明确以“政府主导、政策引导、群众
参与”的方式，通过实施小微堵点疏通、
智慧停车建设等重点工程， 构筑绿色出
行基础、营造绿色出行环境、提升绿色出
行服务，建设“愿其行、享其行、悦其行”
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新港城。 在市政府层
面成立绿色出行城市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政府
分管副秘书长和市交通运输局主要负责
人任副组长， 各相关部门分管领导为成
员， 建立绿色出行城市创建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统筹推进各项行动。

坚持完善路网补短板， 城市道路交
通更加顺畅。完善城市路网体系，推进主
次干道结构合理化、通行快速化。一是完
善便民路。通过疏通“小血管”来引流“大
动脉”，完成中环路、后河路等10余条便
民道路建设， 对背街小巷和便民路进行
综合整治和改善。二是打通断头路。通过
打通玉带路等一批“断头路”，改善交通
“微循环”，解决沿线居民出行难题。目前
我市高峰时段车辆平均速度31千米每小
时，公交22千米每小时，市民出行便捷程
度明显提升。三是建设慢行路。建设自行
车道389.6公里，打造具有滨海、环山、田
园特色，环云台山大道、沿海滨大道等重
要景观廊道的“一湾一环两带十二区”骑
行体系，配套建设自行车驿站、停放点、
标识标牌等相关服务设施， 定期开展检
查维护，提升慢行系统品质。

坚持公交优先惠民生， 市民公交出
行更加便捷。围绕“促融合、调结构、提效
率、优服务、强配套”五大原则，构建多层
次、一体化、高效能的公交线网。一是优
化线网布局。编制完成《连云港市区公交
线网优化实施方案（2020—2022）》，科学
指导公交线网的调整和发展。 大力发展
定制公交、园区公交、旅游公交等特色线
路， 满足市民多样化、 个性化的出行需
求，创建期内新辟及优化调整58条线路，
不断提升公交线网覆盖率和服务能力。
二是强化公交场站设施支撑。 加快公交
场站的落地建设， 近年来先后完成植物
油厂首末站、 徐圩新区停车场和高铁站
过渡场站老财校公交场站的建设， 改造
高铁站公交车发车区， 持续提升公交服
务保障能力。 三是创新构建运营安全体
系。2020年以来，市区公交无同责及以上
亡人事故，建成“保障更有力、服务更优
质、设施更完善、运营更安全、管理更规
范”的城市公交系统。

坚持智慧发展提效能， 城市绿色出
行更加幸福。开展智慧停车建设，打造智

慧出行系统，聚焦改善停车难、停车乱问
题， 全面提升城市停车综合管理服务能
力和道路通行水平。 一是实现交通一卡
通互联互通。在第三代社保卡中加载“交
通一卡通”功能，可在全国300多个城市
刷卡乘坐公交和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实现长三角地区交通出行跨省应用。二
是打造智慧公交平台。 建成功能相对完
善的智能城市公交信息管理系统， 开发
并不断升级“公交智慧大脑”，推动“互联
网+城市公交”信息化、数字化，实现精准
规划、精准运营、精准服务；建成“智慧港
城” 系统，“掌上公交”APP实现公交车辆
到站信息实时查询， 中心城区主次干道
实现常规公交电子站牌全覆盖。 三是融
合多种支付方式。 不断丰富乘车支付手
段，实现微信、支付宝、云闪付、IC卡、银
行二维码等多种支付方式通刷通乘，智
慧低碳出行更加便捷。 四是完成智慧停
车建设。制定《连云港市智慧停车建设工
作方案》，对现有道路公共停车泊位进行
智慧化升级改造， 完成37条道路近5000
个泊位的智能化改造工作。 （钱伟华）

就在这周，港城实现了夏秋季节的更
迭转换。日子悄然而逝，不知不觉，今天，
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秋分。

秋分节气，不像立春、立夏、立秋、立
冬节气那么令人熟知，也不像谷雨、清明
节气那么富有诗意。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
很多人来说，秋分常常被遗忘在记忆的角
落。不过，在郊外、乡野，这个节气的变化，
给大家带来的感受，还是很丰富的。

风和日丽的城郊，慢慢变红的柿子挂
满枝头，农民们开始忙着收花生、红薯，整
好地后种上新的小菜；晨间出行，越发觉
得寒凉，路边的树木草叶上可见到白色的
露珠；夜间，在菜园里、草丛中的蛐蛐、蝈
蝈等秋虫也知道天冷了，叫起来的声音格
外清亮，押着浓浓的秋韵。

对于秋分，那到底“分”的是什么，很

多人并不是很清楚？其实，分是平分、半的
意思。一是平分秋季，按我国古代以立春、
立夏、立秋、立冬为四季开始划分四季，秋
分日居于秋季90天之中， 平分了秋季；二
是昼夜均分，此日同春分日一样，秋分日，
阳光几乎直射赤道，此日后，阳光直射位
置南移，北半球昼短夜长。

古人对秋分物候的描述是： 雷始收
声、蛰虫坯户、水始涸。从春分时节的“雷
乃发声”，到秋分时节的“雷始收声”，历时
半年的“雷人”季节就此终结。立春时节
“蛰虫始振”，尚未春暖便蠢蠢欲动。秋分
时节“蛰虫坯户”，尚未秋寒便封塞巢穴，
它们对于时令的预见力可谓天赋。

秋分时节，是成熟的季节，收获的季
节，也是播种的季节。这个时候，大家不妨
多到港城的郊外走走， 比如附近的锦屏
镇、新坝镇，到处都是成熟的流动美，到处
都是一片丰收景象。 农人在收获的同时，

也在耕耘播种，把对来年的期盼与
种子一起播进广袤肥沃的土壤。

自古以来，在秋分时节，农民们为了
庆贺五谷丰登，形成了许多习俗。如奉献
上最美的佳肴果品拜神祭月，祈祷苍天神
仙保佑年年五谷丰登。还有送秋牛、放风
筝、立蛋、吃秋菜等，大家尽情享受丰收的
果实，享受秋高气爽的快乐。在港城，每到
秋分节气，很多幼儿园都会带着孩子们玩
“立蛋”游戏，只有心平气和、屏气凝神，才
能将鸡蛋竖立在桌子上。

自2018年起，国务院将每年的秋分定
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
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丰收节与秋分
节气的内涵十分吻合，既是亿万农民庆丰
收的节日，也是祈愿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的国家意志的体现。 为庆祝这一节日，各
县区也都结合各地的特点开展形式多样
的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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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南县审计局

落实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审计
今年以来，灌南县审计局

将决算草案和政府财务报告
编制情况纳入财政同级审，积
极谋划落实。

立足研究， 把准审计方
向。审计人员审前认真收集学
习《预算法》《政府财务报告编
制办法 （试行）》《政府综合财
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试行）》
《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制操作
指南（试行）》等内容，提高对
财政决算草案审计的认识，
了解财务报告基本内容及编
制流程，把准审计方向，明确
审计思路，科学制定审计实施
方案。

立足实践，聚焦审计重点。
重点审查财政决算草案内容是
否真实、全面，决算报表是否准
确，核查各项收支是否据实列
报，数据是否精准。审查政府财
务报告编制内容是否符合规
定， 核查行政事业单位是否完
整纳入编报范围，国有企业股
权投资是否完整核算等。

立足谋划，统筹融合项目。
在部门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审
计中，将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
制情况纳入审计内容，为政府
财务报告编制情况审计打下基
础，提高了审计效率。

（李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