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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                    2018 年 2 月 11 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娄勤俭看望慰问全国道德模范

方敬。2月5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娄勤俭到连云港赣

榆区宋庄镇看望慰问全国道德模范、“现代乡贤”方敬，送上新

春祝福，并代表省委赠送由著名书法家孙晓云书写的“弘扬好风

尚 传递正能量”匾额，充分肯定方敬崇尚教育、淳化乡风的社

会贡献。现年89岁的方敬，25年间倾尽200余万积蓄帮助家乡260

余位寒门学子走进高等学府，获评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省委秘书长樊金龙，市委书记杨省世等参加慰

问。                           （赣榆区委宣传部、综合处）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召开。2月9日，全市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会议召开，传达贯彻全国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精神，总结去

年工作，安排部署今年工作任务。会议强调要做到“政治同

心”“围绕中心”，做大做强“理论”和“舆论”，厚植厚培

“文化”和“文明”，抓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和宣传思想

文化战线党的建设，不断提升新时代连云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

内外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会议还对目标考核先进单位、 2017

年度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奖、先进集体和个人等进行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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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办公室） 

 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版权）工作会议召开。2 月 8 日，

我市召开 2018年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工作会议，回顾总结 2017 年

工作，安排部署 2018 年工作。会议要求坚持“完善、巩固、提

高”，突出补短板、惠民生，激发全社会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

续推进文化惠民，以实实在在的文化发展成果，让百姓的文化获

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会议对 2017 年度目标综合考评奖、创

新创优项目奖以及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市文广新局） 

    我市召开优秀文艺人才座谈会。2月8日，我市召开优秀文艺

人才座谈会，来自全市各县区、各文艺生产单位的代表阐述近年

来工作成就和下一步工作打算，为进一步改进我市文艺工作和文

艺人才队伍建设献言献策。会议指出我市的文艺生产单位、文艺

工作者要立足连云港的自身的文化，推出既展现时代风貌又彰显

连云港精神的精品力作。以创新为追求，构筑港城文艺新高地。

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

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沉下心思，打磨作品，

让作品更加精彩纷呈、引人入胜。                 （文艺处） 

     

    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

活动落户连云港。近日，经中宣部、中央文明办领导批准，同意

连云港市举办2018年10月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

与身边好人（江苏• 连云港）现场交流活动。近年来，我市深入

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道德风尚高地建设取得多项历史性突

破。推出历史上首位全国道德模范方敬， 2017年“中国好人”

上榜数排名全省首位，在全国地级市中处于领先水平。（综合处） 



 

 — 3 — 

    2018连云港市首届网络春节晚会举行。1月20日,“网聚• 写

给未来的信”——连云港市首届网络春晚举行。本届网络春晚以

“网聚·写给未来的信”为主题，突出“传统文化+公益”两大

看点，通过盘点2017年令人感动的网络事件和网络红人，点赞文

明幸福新港城；通过全体网民对未来的展望，将个人的小梦想融

入港城、国家的大梦想，汇聚全城网友的力量。据统计，突破30

万网友关注了本次网络春晚，网友在互动中对晚会节目和我市一

年来的网络事件、平台和人物等进行点赞，产生良好社会效应。                                        

                                              （网管处） 

    “让城市的温暖多一度”公益行动举行。2月6日，市委宣传

部、报业传媒集团、广电传媒集团联合举行“让城市的温暖多一

度”公益行动，关心关爱奋战在寒冬天气的环卫工人、公交司机、

城管、交警等一线工作者，把1000份装有围巾、手套、春联、福

字等用品的温暖大礼包送到他们手上，致以节日的祝福和问候。

全市256家单位、企业、商户加入爱心行列，提供驻足点和无偿

帮助，并发出爱心倡议，用实际行动汇聚成大爱港城的暖流。                                         

                                              （宣教处） 

以“新春走基层”活动展现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从 1月下

旬起，市委宣传部提前谋划，组织全市媒体在重要版面、时段、

新媒体平台开设“新春走基层”专栏，推出系列报道，用充满情

义的作品传达核心价值观，折射中国梦。《连云港日报》首篇报

道推出《十九大精神宣讲进村》；连云港广电台推出“温暖回家

路”“年味正浓”“一线探访记”等“新春走基层”系列新闻行动；

连网、连云港传媒网开设“新时代 新梦想 新春走基层”网络专

题，打造“走基层”“微心愿”“网络媒体走转改”等专栏，刊播

稿件 24篇。                                    （新闻处）  

第三届“港城网络善行榜”十大上榜人物（事件）发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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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等 7个部门开展了第三届“港城网络

善行榜”评选表彰活动，以“你若行善、我就点赞”为主题，聚

焦“网络好人好事”，经推荐申报、专家评审、网络投票、媒体

公示等程序，评选出“网络善行榜”十大上榜人物事件和 20 个

提名奖，环卫工捡到巨额财物拾金不昧、“勇扶摔倒老人”城管

群体等一批凡人善举火遍网民“朋友圈”，吸引 20 多万网友参

与点赞评议，有力推动网络精神文明建设。         （综合处） 

    我市开通十九大主题宣传公交专线。1月29日，由市委宣传

部、报业传媒集团、交通控股集团共同打造的十九大主题宣传公

交正式上线运行。主题公交车身、车厢、座椅、扶手等30多处设

有十九大精神标语、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内容，市民在出行

的过程中可以充分了解学习十九大精神，耳濡目染中感知新时代

新变化。                                       （宣教处） 

我市启动第一届互联网公益创投大赛。1 月 20 日，2018 连

云港市第一届互联网公益创投大赛启动，本次创投大赛紧紧围绕

互联网、公益、创投三个关键词，旨在打造一批有市场价值的、

优秀的公益项目。对于特别优秀、具备一定盈利能力和投资价值

的，主办方将整合资源，重点培育，最终评选出最具竞争力的互

联网公益创投项目，进行提升、包装，打造成在全国较具影响力、

示范性的创新型互联网公益创投品牌，并将其推广至更高平台发

展。                                            (网管处） 

    市创文办首次双月督查一沉到底。近日，市创建办组织对赣

榆区、海州区、连云区、市开发区、高新区开展首次双月督查，

根据测评标准和要求，随机抽查所涉 32类 187个实地考察点位，

发现 485 个各类点位不均衡不均等的问题，第一时间把督查结果

通报给各创建单位，督促各创建主体单位主动对焦，仔细对照《全

国文明城市双月督查考核实施办法》，抓牢创建重点，补强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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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板，以更高标准、更大决心、更实举措切实推进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各项工作行稳致远。                         （创文办） 

《注册志愿者激励回馈办法（试行）》出台。近日，我市出

台《连云港市注册志愿者激励回馈办法（试行）》。以志愿服务信

息记录为重要依据，定期评选表彰优秀志愿者、优秀志愿服务组

织、服务项目和社区。优秀志愿者可优先获得培训，“一对一”

创业就业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和技能培训。设立关爱志愿者专项

基金，对生活困难的志愿者给予帮扶，促进形成“有时间做志愿

者，有困难找志愿者”的良好社会风尚。            （活动处） 

灌南基层小学校长高翔荣登“中国好人榜”。1 月 31 日，灌

南县张店镇小学校长高翔荣登 2018 年 1 月敬业奉献“中国好人

榜”。高翔是一位乡镇小学的校长，扎根农村教育几十年，坚持

关爱每一各留守儿童，拿出自己的工资帮助那些家庭困难的学

生，四处奔波争取各方的支持，帮助学校建设，他用自己的努力

换来了孩子们美好的明天。         (灌南县委宣传部、综合处） 

    我市新增 3家中华文化海外交流基地。 2月 6 日至 7日，省

侨办、省文化厅在常州举行中华文化海外交流基地授牌暨工作会

议，市博物馆、民主路老街、汪恕有滴醋厂被命名为全省第二批

“中华文化海外交流基地”。2017 年 1 月，市演艺集团、东海少

儿版画活动中心等两家单位已被列入第一批基地，至此，我市“中

华文化海外交流基地”已增至 5家。            （市文广新局） 

灌云县评选表彰 2017年度“灌云好人”。2 月 7 日，灌云县

隆重表彰 2017 年度“灌云好人”。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

效应，经社会公示、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网络和纸质投票、专家

评审，灌云县评出 10 名“灌云好人”、10 名“灌云好人”提名

奖。省文明办综合处处长钱亮星、部领导李超、灌云县委书记左

军等为 2017 年度“灌云好人”颁奖。颁奖现场，省委驻灌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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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还向“灌云好人基金会”捐赠 10 万元。（灌云县委宣传部） 

赣榆区召开 2018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2 月 8日，我区

召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总结回顾 2017 年成绩经验，研究

部署 2018年工作任务，动员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凝心聚力、

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为建设“强富美高”新赣榆提供强大精神

动力和思想保证，区委书记孙爱华对 2017 年全区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作出的批示。会上，表彰了 2017 年度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突出贡献奖、先进集体、优秀工作者，及十佳网信工作者和十

佳新闻工作者。                        （赣榆区委宣传部） 

第七届中国国际微电影节展播灌南微电影《海边有井海》。

2018 年 1月起，中国国际微电影节开始展播灌南的微电影《海边

有井海》。该部影片由灌南县电视台、堆沟港镇联合拍摄，根据

堆沟港镇县人大代表、县优秀共产党员周井海的先进事迹改编创

作，是一部传播正能量的纪实电影，塑造了一个基层党员心系百

姓的暖心故事。                         （灌南县委宣传部） 

赣榆区举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知识竞赛网络电视总决赛。经 27 个专场知识竞赛、全区书面

知识测试等环节，2 月 3 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网络电视总决赛成功举办。比赛围绕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及赣榆区委一

届四次全会精神设计试题，设计“把握主动、开创局面”必答题、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抢答题、“驾驭风险、迎难而上”风险

题三个环节，最终赣榆区交通局代表队荣获一等奖。      

                                  （赣榆区委宣传部） 

海州区 2018 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启动仪式启动。2月

2 日，海州区在新坝镇举办 2018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启动

仪式，区文体、科技、卫生等 14个成员单位抽调精兵强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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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文艺演出、卫生服务、科技宣传等小分队，为农民朋友们带

来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食粮。海州区按照“集中下乡”与“常下

乡”模式，不断拓展新的工作内容、充实新的活动项目、运用新

的工作方法，使“三下乡”活动更加广泛扎实有效地开展起来。             

                                   (海州区委宣传部） 

 

 

 

2 月 7 日，灌云县举办“唱响时代强音 建设美丽灌云”2018

年春节联欢晚会。 

2 月 3 日，灌南县“感恩有你• 情暖张店”欢送省帮扶队员

联欢会在张店镇举行。 

2 月 2 日，灌云县部署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陈列馆布展工

作。 

1 月 25 日，海州区文联召开 2017年第四季度工作会议。 

1 月 24 日，灌南县召开网络传播协会成立大会，打造清朗网

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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