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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                    2017 年 10 月 17 日 

 

我市举行新婚夫妇向革命烈士献花仪式。9 月 30日，连云港

市新婚夫妇向革命烈士献花仪式在市革命纪念馆举行，市委书记

杨省世、市长项雪龙、市政协主席张同生等市委常委、市人大、

市政协、连云港警备区负责同志及全市各界 200多名群众代表参

加。献花仪式上，70对新婚夫妇依次走到纪念墙前，献上手中鲜

花，仔细瞻仰纪念墙，回顾革命前辈的艰苦奋斗，感受伟大祖国

的沧桑巨变，并向全市青年发出倡议。仪式结束后，市领导和群

众代表参观了“锦绣连云港 喜迎十九大”主题展览。（宣教处） 

 “锦绣连云港 喜迎十九大”主题展览举行。9月 27 日， “锦

绣连云港 喜迎十九大”主题展览在市革命纪念馆开幕，市领导

滕雯、部领导惠茜出席。本次展览参展作品均来自“锦绣连云港 

喜迎十九大”大众视觉作品大赛，共涉及 33个获奖作品，500 多

件优秀作品，设置参观区、体验互动区、留言区、自拍区等多个

区域，运用 AR、VR 全景影像和航拍视频等技术手段，让观众全

视觉、立体化、零距离感受我市改革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宣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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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迎十九大 时代先锋寄语”书法展举行。10月 13 日， “喜

迎十九大 时代先锋寄语”书法展在市图书馆举行，市领导滕雯、

部领导惠茜出席。在建国 68 周年和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市内

知名书法家泼墨挥毫，把“开山岛夫妻哨”、方敬等 68 位事迹突

出的时代楷模、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和道德箴言向广

大市民集中展示，通过一幅幅优美、秀丽的书法传递道德正能量

和文明新风尚，带动更多的人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综合处） 

 “喜迎十九大”新闻战线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决赛举行。9

月 28 日，“喜迎十九大”全市新闻战线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决赛

在市报业传媒集团举行，全市各新闻单位选拔推荐的 21名优秀

演讲人参加比赛。参赛者们以“四向四做”为职业标杆，以发生

在自己或身边的典型人物、事迹为题材，真情讲述一线采访的从

业经历，生动演绎新闻报道背后的感人故事，畅谈新闻工作的深

切感悟。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的海那仁格日乐、连云港报业传媒

集团的杨锐冰获得一等奖。                       （新闻处） 

央视聚焦灌云县建设美丽乡村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做法。10月

15 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十九大时光栏目和财经频道经

济信息联播以《江苏灌云：万亩梨园引客来 还未上市被抢空》

为题分别报道了灌云县通过发展旅游业、建设美丽乡村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的好做法。灌云县重点打造乡村休闲观光游，投资上亿

元实施美丽乡村改造，原有的传统农田变身为旅游景区。十一期

间累计迎来 10 万游客。十九大召开在即，花农们用鲜花表达出

心中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灌云县委宣传部） 

《光明日报》刊载灌南籍创业者事迹。10 月 9日，光明日报

在喜迎十九大特刊中以《感受这份答卷的厚度与温度》为题报道

了江苏灌南籍“创客”赵传华的创业故事。赵传华是灌南县驻苏州

创业人员党支部书记。有了这个党支部，80 多名流动党员不仅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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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组织，有了定期的党组织生活，还能在线上平台随时交流创

业资源。                              （灌南县委宣传部） 

央视两度赴赣榆拍摄十九大特别节目《我是共产党员》。10

月 11 日、16 日，中央电视台摄制组一行来到赣榆，专题拍摄十

九大特别节目《我是共产党员》宣传视频。央视记者专题对话“全

国道德模范”候选人、“现代乡贤”方敬，深入了解这位加入中

国共产党 67 年的老共产党员的所思、所为、所想、所

盼。                                            （赣榆区委宣传部） 

海州区召开“喜迎十九大、宣传十九大、贯彻十九大”宣传

思想文化专题工作会议。9 月 20日，海州区召开专题工作会议，

要求紧紧围绕“喜迎十九大、宣传十九大、贯彻十九大”这条主

线，集中部署开展一系列群众性宣传思想文化活动，深入宣传全

区广大干部群众以优异成绩迎接十九大的实际行动和精神面貌，

充分展示建设强富美高新海州的生动实践。 （海州区委宣传部） 

灌南县举办挥毫庆国庆喜迎十九大优秀书画剪纸作品展。此

次展览是“热爱灌南 奉献家乡”主题行动艺术展示“十个一”

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共展出的 60幅优秀书画和剪纸作品，以积

极向上的古诗文和经典名句为主要内容，表达了参展创作者们对

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反映了全县人民积极向上、热

爱生活、学有所成的精神风貌             （灌南县委宣传部） 

赣榆区举办“唱红歌跟党走 喜迎十九大”歌咏比赛。10 月

15 日，赣榆区举办“唱红歌跟党走 喜迎十九大”歌咏比赛。全

区 12 支代表队、近千名党员干部群众用嘹亮歌声，展现谋发展、

强经济、惠民生的良好风貌。本次比赛由干部群众自发编排曲目，

形成了党员干部率先垂范、社区群众踊跃参与的良好局面，表达

了基层广大党员干部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坚

定决心。                               （赣榆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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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云县举行 2017年“喜迎十九大，建设新灌云”大型歌咏

比赛。9 月 27日，由灌云县委宣传部主办、县文广体局承办的“喜

迎十九大，建设新灌云”大型歌咏比赛决赛在灌云县影剧院举行，

来自全县各乡镇、单位的 22 支代表队参加比赛决赛，以浓厚喜

庆氛围迎接国庆和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献礼。经过一天的激烈角

逐和院校专业老师评委的现场打分，最终伊山镇和教育局分获乡

镇组和部门组一等奖。                   （灌云县委宣传部） 

 

我市组织开展网络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10 月 13 日，针对

近期出台的《连云港市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暂行)》,市委网

信办（筹）邀请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专家做《国内外网络

安全形势及典型案分析》专题培训；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通过

培训和演练，增强服务保障十九大网络安全工作能力。                         

（网管处） 

10 月份全市舆情研判预警会议暨全市第三季度网络意识形

态分析会议。9 月 30 日，我市召开 10 月份全市舆情研判预警会

议暨全市第三季度网络意识形态分析会议。会议围绕“一切服务

保障好十九大”这一主线，及时传达落实全省网信系统“迎接党

的十九大”视频会议精神，详细部署全市“迎接十九大”网上舆

情建设、宣传报道、舆论管控、网络安全、应急响应工作。 

（网研中心） 

央视聚焦江苏女子民族乐团赴卡塔尔开展文化交流演出。江

苏女子民族乐团受国家文化部委派，前往卡塔尔，参加我国驻该

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活动。由民乐团演奏的《茉莉花》、《二

泉映月》、《战马奔腾》等多首中国经典民乐，赢得了观众的热烈

掌声和阵阵喝彩。10月 2 日，央视新闻频道《国际时讯》栏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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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为《祝福中国——中国民乐拉近中卡人民友谊》，报道了江

苏女子民乐团赴卡塔尔文化交流演出的盛况。3日央视财经频道

《环球财经连线》节目再次报道乐团演出。     （市文广新局） 

苏北首家村级“非遗”文化展览室在东海建成。日前，苏北

首家村级“非遗”文化展览室在双店镇南双村建成并对外开放。

该展览室通过集中展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海州智慧人物

之一、清代乾隆至咸丰年间乡土秀才苗二赖子的传说等 100多个

民间故事以及实物、文献资料。           （东海县委宣传部） 

 

 

东海县多措并举夯实网络文明传播阵地建设。一是做实文明

办官网充分发挥阵地作用。升级改版东海文明网，宣传、推介、

展示东海县精神文明创建取得的成果。开辟精神文明建设系列专

栏专题。组织县内《西双湖论坛》《晶都网》等加大精神文明建

设内容的刊播。形成网络文明传播网站阵地，及时传播东海正能

量。二是开展丰富多彩的网络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利用传统节日

组织开展“回家”、“清明祭扫”“端午粽子香”等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活动，组织开展道德模范网络评选活动，组织文明单位

开展文明创建网络擂台等。三是壮大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

县文明办制定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工作方案，建立以文明委成员

单位、各级文明单位和各类道德模范为主要成员的网络文明传播

志愿者队伍目前，全县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人数达到 420 多人，

网评员队伍近百人，为网络文明传播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保证。四

是积极开展网络文明公益活动。县网络新闻中心《西双湖论坛》

组织开展了“美丽东海我的家，双湖网友在行动”系列公益活动，

参加网友志愿者达 16000 多人次。五是拓展新媒体传播平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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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办开设了文明东海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福如东海 365”专门传

播社会正能量，两“微”粉丝目前已超过 50000人，平均每期阅

读量近万人次。                          （东海县委宣传部） 

灌南县三措并举扎实推进理论武装工作。一是高度重视，

县委中心组带头示范。县委中心组按照“四定学习法”，发挥理

论学习的龙头作用，制定印发了《2017年全县党委（党组）中

心组专题学习计划》，县委书记带头讲党课，截至目前，已组织

县委中心组学习 7 次，全县上下形成了良好的理论学习氛围，

引领全县各级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的规范有序开展。二是创新载

体，重点活动扎实开展。在全县领导干部中开展“理论下基层，

我来讲一课”活动，推动理论学习成果转化；开展“推动思想

大解放、促进灌南大发展”学术大会，撰写理论论文 70余篇；

开通“理论微课堂”微信公众号，定期编发理论学习信息 20

余条，编写《中心组学习特刊》为全县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提

供学习资料素材和交流平台；举办“理论沙龙精彩讲述”选拔

赛 4 场，形成人人讲理论、人人学理论的浓厚氛围。三是严格

督查，推动学习成果转化。采用实地调研、查看档案资料、召

开座谈会等形式对 11 个乡镇理论学习、基层党校建设等情况进

行督查和指导，把理论武装对推动工作实践取得的实绩进行考

核，认真总结理论学习的先进典型并在全县进行宣传推广，推

进理论武装工作的深入开展和学习成果的不断转化。 

（灌南县委宣传部） 

10 月 16 日，灌云县召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色村建设座

谈会。                                （灌云县委宣传部）  

10 月 13日，连云区召开 2017 年三季度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

议。                                   （连云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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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日，赣榆区召开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分析研判联席会

议。                                      （赣榆区委宣传部） 

10 月 8 日，《新华日报》头版以《灌南交通要道成生态走廊》

为题，大篇幅报道灌南县在交通要道两侧及周边实施环境整治，

建设绿色走廊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灌南县委宣传部） 

9 月 30 日，《新华日报》《扬子晚报》等省市媒体采访团围

绕新乡贤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取得成效，深入赣榆区乡贤广场

等地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地采访报道。      （赣榆区委宣传部） 

9 月 30 日，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台）灌云记者站揭牌暨“美

丽乡村灌云行”新闻行动启动仪式举行。   （灌云县委宣传部） 

9 月 30 日，灌南县委中心组召开 “强化责任担当”专题学

习会议。                               （灌南县委宣传部） 

9 月 29 日，环保题材儿童剧《一一和虫林》在连云区首演。 

                                 （连云区委宣传部） 

9 月 28 日，“古风汉韵”连云港市首届孔子文化节在海州区

孔望山风景区开幕，此次活动的主题是：“兴古礼、习古文、承

古意、化民俗”。                       （海州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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