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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                    2019 年 5 月 13 日 

    

“峥嵘七十载 文明新港城”2019网络文化季启动。5 月 12

日，“峥嵘七十载 文明新港城”2019 连云港市网络文化季启动仪

式暨网络公益健步走活动在赣榆区举行，市领导滕雯、于丽华、

徐家保、方韬出席。仪式上宣读了文明上网倡议书，为市网络公

益联盟、市网络正义联盟揭牌，表彰了 2018 网络文化季系列活

动优秀组织奖的公益项目和网络公益达人。本届网络文化季将开

展“辉煌七十载、聚力新港城、网传新风尚”等三大篇章共 45

项活动。启动仪式后，还开展了网络公益健步走活动，来自全市

各网络组织、互联网企业的 1000 余名选手参加。由“网红”组

成的 5支小分队现场直播急救知识培训、认领公益项目，并走进

福利院等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网络公益志愿服务。（市委网信办）  

全省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工作交流会在我

市举行。4 月 25日，江苏省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

工作交流会暨连云港市图书馆理事会监事会成立大会在市图书

馆举行。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裴旭、市领导滕雯出席。连云港

市图书馆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单位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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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发言。会议指出，全省各级文旅部门要紧扣公共文化机构法

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工作要求，深化改革，全面提升全省公共文

化场馆服务效能。来自全省 13 个设区市文广旅部门分管领导、

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单位负责人 120余人参加会议。 

                                          （市文广旅局） 

    滕雯同志调研指导灌南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4月 24日，

市领导滕雯到灌南县调研指导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滕雯先后

查看了李集镇新民村、上城府邸建筑工地、鹏程农贸市场、海西

公园、五家院老旧小区、悦来巷和新集镇农贸市场等现场，对灌

南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进一步做好创

文工作作出指示。滕雯强调，要切实提高重视程度，强化大局意

识，以志在必得的决心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各项创建任务，交

出一份让中央和省文明委肯定、让市委市政府满意、让人民群众

有强烈获得感的答卷。                  （灌南县委宣传部） 

     我市召开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4月 30日，

我市召开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通报 2018 年全

民阅读工作开展情况和 2019 年全民阅读工作的重点，研究《全

民阅读目标考核指标体系》和《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意

见》征求意见稿，市领导滕雯、陈书军，部领导王修杰参加。会

议强调，要坚持价值引领，强化主题阅读；坚持对标对焦，强化

设施建设；坚持人民主体，强化阅读推广；坚持科学考核，强化

服务效能，进一步增强书香连云港建设的创新性、探索性、引领

性。                                           （出版处） 

    2019年连云港市“绿书签行动”暨“4·26 版权日”集中宣

传日活动举行。4月 26 日，2019年 “绿书签行动”暨“4·26版权日”

集中宣传日活动举行，活动旨在倡导“绿色阅读”，引导公众尊重

创意、支持正版，护助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拒绝有害出版物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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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活动当日举办了以“绿书签”为主题的绿色阅读学生画展、经

典颂读主题活动，连云港邮政分公司赠送 15000码洋绿色书籍。 

                                              （出版处） 

    全市电影工作会议召开。4 月 29 日，我市召开电影工作会议，

传达全省电影工作座谈会精神，总结 2018 年电影工作，部署安

排 2019 年及衔接机构改革后相关电影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

学习，尽快进入角色；加强管理，确保电影市场稳定安全；积极

作为，推进电影事业产业繁荣发展。               （文艺处） 

 

   “祖国在我心中”——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合唱比赛举行。

4 月 23 日，“祖国在我心中”——连云港市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合唱决赛在连云港师专举行，市各县区、各机关单位代表队近

600 名合唱队员为现场的 400 多位观众奉献了精彩的演唱。本次

合唱比赛是我市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系列活动之一。比

赛以全市联动、逐级选拔、集中决赛的方式进行，参赛选手们以

动听和谐的歌声，抒发了人民群众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火热情怀，

以真诚的祝福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经过激烈角逐，连云

港市城市合唱团、东海县和平路教育集团小白鸽合唱团、连云港

大爱教师合唱团荣获一等奖。                      (文艺处) 

    我市举行国防教育进高校主题活动。5 月 9 日，国防教育进

高校主题活动暨大学生征兵启动仪式在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举

行，各县区人武部、全市高校师生代表等 1500 人参加活动。与

会人员一同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南开大学 8名新入伍大学生的

回信，3 名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及大学生代表交流发言，充分展

示新时代大学生爱军尚武、报效国家的高尚情怀。活动现场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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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征兵政策宣传服务站，用军歌学唱、互动展示、故事宣讲等

一系列丰富的活动，吸引了广大学生的热情参与，进一步增强国

防后备力量建设。                               （宣教处）  

    文化会客厅活动举办。近日，为进一步丰富文化供给，提高

文化产业水平，拓宽发展思路和眼界，市文改办主办了文化会客

厅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在淮海工学院举办，特邀台湾嘉义大学企

业管理系侯嘉政教授，作了题为《文创产业与活动营销》的专题

讲座。侯嘉政教授从台湾故宫文创产品入手，论述了文化在文创

产品品牌打造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嘉义市管乐节、搏茶会两个活

动案例，阐释了文化活动需要多角度、全方位地去探寻，找到故

事，讲好故事，才能塑造出好品牌。              （文改办） 

    “文明创建 e 路行”全媒体采访行动全面启动。近日，连云

港发布全面启动“小布探路——文明创建 e路行”全媒体采访行

动。活动将走进全市创文重点部门、窗口单位、社区等场所，全

方位、立体式采访我市在文明城市创建中的亮点做法，聆听百姓

心声，点赞文明行为，曝光文明瑕疵，努力在全社会营造浓厚创

文氛围。该新闻行动贯穿 2019年全年。       （报业传媒集团） 

    东海县召开自媒体工作座谈会。4月 25 日，东海县召开自媒

体工作座谈会，就如何做好全县网络媒体建设管理进行深入交

流，31家自媒体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东海网信部门通报了全

县网络媒体建设情况和存在问题，公安部门领学了重点互联网法

律法规和典型案例，与会媒体进行了表态发言。此次会议是东海

网信办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自媒体工作会议，对于深化网络内

容建设，强化自媒体管理，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共同传播东海声

音，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为庆祝建国 70 周年进一步营造了清朗

网络空间。                            （东海县委宣传部） 

灌云县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暨全国未成年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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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推进会。4 月 30日，灌云县召开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暨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

市推进会，县委书记左军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树

立志在必得、创则必成的信心决心，全方位对照创建新标准、新

要求，强化责任、强攻突破，确保如期高水平创成全国文明城市，

以实际行动向全县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13个乡镇（街道）及

9 个主创单位主要负责人递交了目标任务书。（灌云县委宣传部） 

    灌南县召开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协调小组会议。4月 25日，

灌南县召开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协调小组会议，对 2018 年度

工作进行了总结，对 2019 年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从“为什么

学”“学什么”“怎么学”“怎么推进”四方面对全县各级党组织

如何开展今后工作开展作出了指导，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不断提

高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质量和水平。会上还印发了《灌南县 2019

年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要点》和《学习型党组织先进单位学习

交流材料》。                             (灌南县委宣传部) 

    灌南县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会议。4月 30 日，灌南县

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营造浓厚的宣传

氛围，不断提升市民文明素养；要重点整治公共秩序、公共环境

等方面顽疾；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把阶段性创建与长效

性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改善城市环境，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狠抓责任落实，加强督查指导，确保创文工作高质高效推进、顺

利实现目标。                            (灌南县委宣传部) 

    连云区举行“连云乡愁·经典诵读”大赛决赛。4 月 23 日，

“连云乡愁·经典诵读”大赛决赛在连云区文体中心文化馆举行。

本次大赛紧扣乡音、乡情和乡愁主题，重点鼓励原创作品参赛。

朗诵篇目以反映家国情怀、连云区风土人情、人文历史、连云自

然风光等乡愁点的原创作品为主，辅以部分经典的表现乡愁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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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优秀诗词、散文、文学作品。经过激烈的角逐，院前小学张红

《梦萦连云》朗诵作品获得一等奖。       （连云区委宣传部） 

                                                                

       

    灌南县“三四三”模式推进学习平台成为行为自觉。三个“专

项”把平台推广作为重要任务摆上位置。一是专门部署。在县委

常委会等重要会议专题部署 19 次，作为政治任务安排到位。二

是专人推动。在成立县领导小组基础上，建好 3支队伍：学习管

理员 109 名、通讯员 11名、评论员 5 名。三是专题安排。举办 5

场专题培训会，对镇、园区、单位分管人及管理员集中培训。四

个“抓好”把学习使用作为推进重点落实到位。抓宣传提升知晓

率。深入基层专项推广 105 场次，结合党员七进宣传推广 APP，

利用微信群、朋友圈带动身边、带动家庭。抓安装提升参与面。

建立学习组织架构，31237 名党员完成安装注册。抓学习提升活

跃度。各党委（党组）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常态督查，分管领导

为直接责任人抓好落实，学习管理员抓好指导检查。抓督查提升

自觉性。推进常态化督查通报制度，县级层面通报 9 次、政务内

网通报 69 次、微信工作群通报 105 次，形成通报材料 108 份。

三个“措施”把结果运用作为重要环节不断强化。一是考核评比

引导学。列入县工作重点，纳入党委中心组学习、党员冬训、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 7项工作督查考核重要内容。二是褒扬先进

激励学。开展“十佳学习型党委（党组）”“百名学习标兵”评选、

学习积分兑换电影票、景区门票等活动。三是鞭策落后促进学。

参与度低于县平均比例的单位不得参评先进单位，年频度低于

40%的个人不得参与先进评比。对学习落后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对态度敷衍、落实不力的单位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 

                                      （灌南县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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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城青年志》传承五四精神彰显媒体责任。突出本土化，

题材的典型性与鲜明的时代性。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报

业传媒集团与团市委联合推出“逐梦青春 100年—港城青年志”

新闻和活动策划。《港城青年志》在人物选择上凸现具有历史纵

深感的典型性和鲜明的时代。在 1919 年以来的百年中，精选 20

位具有各个历史时期代表性的青年典型。其中突出宣传改革开放

和十八大以来港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青年典型。挖掘新闻性，

人物的故事化与呈现的创新性。这组报道注重对报道人物的故

事化和表达方式上的创新性。每一篇报道由人物生平+青春最燃

情+青春故事三个部分组成，新闻报道形象生动且富有感染力。

文章的主体部分“青春故事”则是围绕着人物的青春年华，用铺

陈的描绘、细节的挖掘、情感的堆积写下了一篇篇的奋斗、创业、

建树的故事。彰显公信力，广泛的传播力和深刻的影响力。《青

年志》系列报道在《苍梧晚报》集中推出，连云港发布、苍梧晚

报微信、共青团连云港市委微信等新媒体同步推出，受到读者的

广泛关注。我市多所高校，中江网等省内外多家媒体也及时对该

组系列报到进行了转发，形成了报道的更加广泛地传播。 

                                    （报业传媒集团）                   

    

 

 

5 月 6 日，灌云县籍作家孙泽深创作的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献礼的长篇抗战小说《山河吟》首发式在灌云县委党校举行。 

                                  （灌云县委宣传部） 

近日，灌南县举办庆五一“中国梦 劳动美”职工书画展。 

                                  （灌南县委宣传部）                                                                       
                                                                     
抄报：省委宣传部办公室，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滕雯，本部各部长，文明办、网信办副主任 
分发：各县区委宣传部,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本部各处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