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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县水务局公告
连云港宝翔铸造有限公司： 经查你单位

在东海县驼峰乡前蔷薇村连云港宝翔铸造有
限公司内新建厂房项目施工未编制水土保持
方案的违法行为， 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东水
停[2022]201号《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 请你单位在本通知书送达后立即停止违
法行为、听候处理。

连云港宝翔铸造有限公司： 经查你单位
在东海县驼峰乡前蔷薇村连云港宝翔铸造有
限公司内新建厂房项目施工未编制水土保持
方案的违法行为， 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东水
补[2022]201号《限期补办行政许可手续通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请你单位在本通知书送达后7日内到东海
县政务中心申请补办有关手续， 逾期不补办
或补办未获批准的，本局将依法处理。

东海县教育局： 经查你单位在东海县曲
阳镇徐连路北侧、 经十八路东侧异地新建曲
阳中心小学一期项目超出责任防治范围未变
更水土保持方案的违法行为， 现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东水停[2022]202号《责令停止水事违
法行为通知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请你单位在本通知书送达后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听候处理。

东海县教育局：经查你单位在东海县曲阳
镇徐连路北侧、经十八路东侧异地新建曲阳中
心小学一期项目超出责任防治范围未变更水
土保持方案的违法行为，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东水补[2022]202号《限期补办行政许可手续通
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 请你单位在本通知书送达后7日内到东海
县政务中心申请补办有关手续，逾期不补办或
补办未获批准的，本局将依法处理。

东海县前峰硅业有限公司：经查你单位
在东海县驼峰乡酸洗石英砂集中区搬迁改
造项目建设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违法行
为，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东水停[2022]118号
《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单位
在本通知书送达后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听候
处理。

东海县前峰硅业有限公司： 经查你单位
在东海县驼峰乡酸洗石英砂集中区搬迁改造
项目建设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违法行为，
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东水补[2022]118号《限
期补办行政许可手续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单位在本通
知书送达后7日内到东海县政务中心申请补
办有关手续，逾期不补办或补办未获批准的，
本局将依法处理。

东海县瑞博服饰有限公司： 经查你单位
在东海县石榴街道车庄村245省道东侧丁庄
路南新建年产300万套服饰项目建设未编制
水土保持方案的违法行为， 现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东水停[2022]117号《责令停止水事违法
行为通知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 请你单位在本通知书送达后立
即停止违法行为、听候处理。

东海县瑞博服饰有限公司：经查你单位在
东海县石榴街道车庄村245省道东侧丁庄路南
新建年产300万套服饰项目建设未编制水土保
持方案的违法行为，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东水
补 [2022]117号 《限期补办行政许可手续通知
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
达。 请你单位在本通知书送达后7日内到东海
县政务中心申请补办有关手续，逾期不补办或
补办未获批准的，本局将依法处理。

东海县伟玲砖厂： 经查你单位在东海县
双店镇年产7000万块煤矸石空心砖技改项目
建设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违法行为， 现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东水停[2022]203号《责令停
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单位在本通知书
送达后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听候处理。

东海县伟玲砖厂：经查你单位在东海县双
店镇年产7000万块煤矸石空心砖技改项目建
设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违法行为， 现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东水补[2022]203号《限期补办行政
许可手续通知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请你单位在本通知书送达后7
日内到东海县政务中心申请补办有关手续，逾
期不补办或补办未获批准的，本局将依法处理。

东海县水务局
2022年11月24日

停停电电计计划划
东海

时间：12月2日9:00-17:00，线路：10
千伏瓦基线，范围：平明：关墩村

时间：12月3日9:00-14:00，线路：10
千伏讲习线，范围：石榴：西马村

市区
停电时间 ：12月 3日 8:30 -14:30，

线路：10千伏九岭线，范围：6408姚庄、
市 自 来 水 公 司 南 城 加 压 站

（4500001548）、 南城6410#九岭二组、
九岭大队6409#、九岭小学6424、九岭
村部34001、南城6416#七八组公变、南
城6436#韩庄公变、 九岭十组6427、南
城6417#江庄公变、 九岭小北山6405、
连 云 港 闻 名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4103442917）、 九岭顾庄6432、 南城
6421#郑庄公变、南城6437#郑庄新区、
蜈蚣涧6415#、刘庄6430、采石厂宿舍
6414#、二十五连6435

停电时间：12月3日17:30-12月4日
00:00，线路：10千伏香光线、香浦线，范

围：中核云港新能源(连云港)有限公司
3204103254950、 连云港浦利新能源发
电有限公司3204103263805

停电时间：11月26日7:00-23:00，线
路：10千伏玉城线，范围：710#龙河小区
变1#主变、2#主变

市区停电撤销公告
10千伏鸡场线原计划 11月 25日

9:00-16:30安排的停电撤销，区域：新坝
32228#四里工业区公变、 新坝5148#四
里顾庄公变、新坝5149#大井西站公变、
新坝 5150#大井后顾组公变 、 新坝

32226#普安村部南公变、 新坝5151#普
安加工厂公变、4103590061连云港市海
州区新坝粮油管理所、4103411183江苏
浩旺米业有限公司、 新坝5152#小农场
公变、3203000923371江苏可味源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坝5171#敬老院
公变、3204100237400江苏省新海粮食
储备直属库

10千伏平方线、墟沟线原计划11月
26日7:00-15:00安排的停电撤销，区域：
3019#日出东方2#小区变1#主变、2#主
变、3#主变

下下列列遗遗失失 声声明明作作废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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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 址址：： 连连云云港港市市海海州州区区朝朝阳阳东东路路33号号连连云云港港日日报报社社110044室室

荟王雷， 遗失绿地集团连云港东部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1张， 发票
代码： 032001900105， 发票号码： 08143089，
房号： 绿地观湖一号58-1-104， 发票金额：
60000元， 现声明作废。

荟王雷， 遗失绿地集团连云港东部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1张， 发票

代码： 032001900105， 发票号码： 08143064，
房号： 绿地观湖一号58-1-104， 发票金额：
137300元， 现声明作废。

荟连云港潘特实业有限公司因单位名称变
更为江苏同和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原单位名下
公章、 财务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章 （殷工利）
遗失， 声明作废。

荟 徐 德 祥 （ 身 份 证 号 ：
65242219700626351X） 房屋他项权证遗失， 房
屋坐落： 双湖公寓2-1-501室， 他项权证证号：
不动产证明第43567号， 贷款金额： 17.3万元，
他项权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海支
行， 声明作废。

连云港明爱实业有限公司公告

姚军、 王连娟：
我公司于2022年11月10日收到连云港胜海实业有限公司位于灌云县燕尾港

新城区域内14541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款催告函， 经核实发现你二股东姚
军、 王连娟以连云港胜海实业有限公司位于灌云县燕尾港新城区域内14541平方
米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 属于认缴不实。 因你二股东姚军、 王连娟的行为
严重侵害我司利益， 经股东会讨论决议如下： 我公司决定解除你二股东姚军、
王连娟的股东资格。 特此公告。

连云港明爱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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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中的神经末梢，是
深入群众、联系群众的第一线，是党的执政之基，力
量之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
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
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
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
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近年来，我市基层党组织经
历了精准扶贫、抗击疫情等重大考验，战斗堡垒作
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了充分彰显。

坚持党建统领，提升政治引领力。治国安邦，重
在基础；管党治党，重在基层。党的建设是基层一切
工作的统领。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增强党的政
治功能，提升党建政治引领力，既是夯实党的基层
执政根基、 确保党的意志统一和实现的迫切需要，
也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迫切需
要。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到基
层党组织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始终与党中央保持思想一致、行动
一致、步调一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坚决落实上级的各项决策部署， 切实做到政令畅
通、令行禁止，真正当好讲政治的“明白人”。

打造坚强阵地，提升基层战斗力。织密基层组
织体系，推动党组织“根深蒂固”。求木之长者，必固
其根本。基层党组织组织能力强不强，抓重大任务
落实是试金石，也是磨刀石。从“支部建到连上”引
领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再到千千万万名驻村工作队
“第一书记”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党的一次次伟大斗
争都在向我们证明，只要让党的组织体系在基层深
些再深些，让党员队伍离群众近些再近些，便能凝
聚磅礴力量，创造“中国奇迹”。今年以来，我市各基
层党组织紧紧围绕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重大要求、围绕推进市委重大决策部
署落地见效，发挥党组织引领功能，组织开展了“党
旗飘在一线、堡垒筑在一线、党员冲在一线”突击行
动。当前，我市正在大力推进网格化社会治理，要把
党建引领“富民兴村、便民宜居、助企发展、助力争
先”系列工程，与“3365”“精微网格”等结合起来，以
居民小区、村组为单位，把党组织、网格员、志愿者
等力量充分统筹好，把资源保障好，把基层阵地建
设好， 让尽可能多的人力和物力能够投入基层治
理，形成服务群众、维护稳定、防范疫情的坚强堡垒
和巩固阵地。

加强队伍建设，提升组织凝聚力。基层党组织
是为民服务的直接实践者，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和人民群众感情深厚的情感优势，积极主动地走向
群众，感受民情，听取民意，汇聚民智，凝聚民心。只
有主心骨强，基层党组织才不会软弱涣散，才能成
为坚强堡垒；只有领头雁齐，基层党组织才不会各

自为战，才能如臂使指。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教育，优化干部队伍
结构，不断扩充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人才库，壮大领头雁阵容。要不断
在积极引进、本土培育上下功夫，在留才环境、用人方法上做文章，为
高质量发展引智赋能，提供坚实智力支撑。要不断优化党员管理，丰富
培训形式，加大教育力度，健全党员教育工作体系，不断扩大参与面、
提高实效性，以教育培训质量提升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不断提
升党员干部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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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生态 以一座城的诚意礼遇天下英才
——— 我市人才工作系列观察（三）

强化政策引领
创优人才发展生态

人才工作事关全局、 事关未来。近
年来， 我市发挥党管人才制度优势，政
策引领力不断强化。大力实施“花果山
英才计划”，今年共资助双创人才41人，
资助资金达3320万元，发放高层次人才
贡献奖励3360万元。

2017年以来，我市先后出台“人才
新政20条”等40余项配套政策，建立了
“1+N”人才政策体系。自贸试验区获批
后， 及时出台自贸试验区人才政策和
“外国人才引进13条”。今年创新推出2.0
版人才新政，围绕石化、生物医药、新材
料等主导产业，出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
业人才专项政策，打造了涵盖人才项目
启动支持、成长奖励、股权投资、配套融
资、引才奖励等全过程的产业人才支持
体系。

我市加大金融支持，设立市级人才
创投基金，重点投资生物医药、新材料
产业初创型人才项目，完善升级“人才
投”“人才贷”“人才保” 等金融产品，组
织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开展创投路演，对
优秀人才项目重点支持。

海归博士李迪川就是我市人才政
策的受益者。“从一个个政策礼包中，我
读到了连云港惜才爱才的满满诚意。作
为创业类人才，我先后入选了市‘花果
山英才计划’、江苏省‘双创计划’，共获
得300万元的资金资助， 享受到了金融

等相关配套政策，有力地支撑了我的创
新创业。”李迪川说。李迪川毕业于清华
大学化学工程专业，美国莱斯大学博士
毕业后到美国壳牌石油从事研发工作，
2018年来到连云港，创立了赛科化学公
司。

此外，我市还出台人才创新创业容
错免责具体办法，明确容错免责具体情
形，以“投”带“招”加速人才招引。向用
人单位充分放权，设立石化（医药）高级
职称评审委员会，赋予重点民营企业职
称评审、技能等级评价等自主权，推行
人才举荐制。

打造无忧环境
解决人才所需所盼

从“先天不足”到“引来金凤凰”，从
高质量发展到“后发先至”，我市着眼人
才所急所需所盼，聚焦“居、业、学、医”
等方面，为人才精准提供最贴心服务。

2022年，市级人才专项资金达1.4亿
元，是2017年的7倍，各县区配套人才专
项经费达2.6亿元。累计向1500余人发放
9600万元购房券，实施商品住房10%房
源由人才优先购买， 向3500余人发放
5660万元生活补贴，着力以最高礼遇重
才、爱才、敬才，以最大诚意聚才、用才、
留才。

“连云港的人才政策给了我们许多
便利，让我们可以专注于科研。”金亮从
东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 来到港城工
作，跟随他一起来的还有同样是研究生
毕业的妻子。如今，他们已经在港城扎
下根来。“我们在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
都有优惠政策，彻底解决了后顾之忧。”
金亮主要从事碳纤维研究，参与实施了

多项国家发改委的产业化项目以及省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还获得了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

“妈，你放心，一室一厅，家具家
电都是配齐的，拎包即住，去单位交
通也方便。你看看，这是卧室，这是厨
房……”这个周末，住在市人才公寓的
王丽华正在和妈妈视频通话。王丽华是
山东烟台人， 东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去
年入职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0日， 我市首批共有产
权人才住房公开选房，这是由政府提供
政策支持，政府和个人按照出资比例共
享产权，专供符合条件的人才购买的保
障性住房。

“我和同事都选到了事先看好的
106平方米的户型，挺满意的，价格比市
场价每平方米便宜了2000多元。我来连
云港后， 发现这边的人才政策周全细
致。现在住房问题解决了，我们就更安
心留在连云港工作了。” 张辉耀是昆士
兰大学的博士， 澳大利亚籍，2019年来
到江苏力磁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工作。

完善配套体系
提升服务人才质效

在连云港，“花果山英才卡”是人才
的身份标志，这张小小的卡片涵盖两院
院士、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省市
双创人才等六方面人才。服务范围包括
政务、科技、金融、法律、医疗、文体、交
通、商家优惠等8大类15项内容，囊括
了人才在我市工作、 生活的各方面需
求，也是我市提升服务人才质效的一个
缩影。

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陈秋飞是我市首张“花果山英才
卡”的持有者。陈秋飞是北京化工大学
硕士研究生，2008年来到我市从事碳纤
维工程技术及工艺研究，先后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
奖、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江苏纺织
青年科技奖、中科2017纺织科技成果转
化贡献奖，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B类、
江苏省“333工程”，是科技部重点领域
创新团队负责人。

“很荣幸成为首张持卡人，这是连
云港市授予我的一项荣誉。从来连云港
工作到现在，一直得到全市上下以及社
会各界的帮助和关爱。今后，我一定尽
最大努力把工作做好，为连云港的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陈秋飞说。

我市不断完善人才服务配套体系，
建设运行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中心，
提供29项人才服务， 实行业务一窗受
理、后台分头办理、过程全程跟踪、结果
集中反馈。同步打造线上高层次人才一
站式服务平台， 实现人才政策一网通
查、人才计划一网申报、人才服务一网
通办，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高层次
人才服务体系。

此外， 我市致力于打造特色人才
社区。发挥自贸试验区优势，依托中
华药港，加快自贸蓝智湾建设，推动
市开发区建设产才城融合发展示范
区。整合资源空间，优化教育、科技、
医疗等布局，完善项目孵化、创投路
演、人才沙龙、人才公寓等相关配套，
吸引人力资源、金融、法律服务等市
场化机构入驻，2022年重点建设人才
公寓、中央厨房、文体中心等生活配套
工程， 把中华药港打造成为高品质国
际人才社区。

□ 庄婷婷 尹军

人才资源总量达90万人，每
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
数达1.47万人， 位居苏北五市之
首；自主申报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
程数位居苏北前列；江苏首位民营
企业家院士领衔破题中医药创新
发展……“数据”背后，是连云港迎
来了新的人才聚集高峰期，人才集
聚态势从“孔雀东南飞”向“全球英
才聚港城”转变。

近年来，城市间人才竞争日趋
加剧。为提高比较优势，我市积极
构建涵盖思想、工作、创业、学习、
生活的人才优质规范服务体系，通
过一系列暖心贴心的服务措施，让
人才在港城竞相成长、实现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