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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巢引凤凤自来

省商务厅来淮调研
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工作

我市人才工作成效显著
■ 记者 唐筱葳 通讯员 陈旭 赵纪辉

■ 记者 左文东 通讯员 孙太康
昨日下午，省商务厅调研组一行来淮调研
我市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工作， 副市长顾坤出席座谈
会。
我市现有 10 个省级以上开发区，其中国家级 2 个，
省级开发区 8 个。 10 个省级以上开发区行政管辖面积
521 平方公里， 规划面积 441 平方公里， 实际开发面积
175 平方公里。 截至 2016 年末，我市开发园区累计入园
企业 4600 户，其中列统企业 1700 户、外资企业 958 户、
有外贸实绩企业 570 户。
本报讯

我市邀请农业品牌建设
专家来淮授课
■ 记者 张小燕 通讯员 史志荣
本报 讯 4 日上午， 市政府邀请农业部全国农业品
牌大会首席专家贾枭为我市相关人员授课，副市长肖进
方主持报告会。
贾枭是我国农业品牌建设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专家学者，牵头完成了山东省荣成苹果、海南省三亚芒
果等 80 多个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咨询项目。 报告会上，他
诠释了何为区域公共品牌、 为何建设区域公共品牌、建
设区域公共品牌的主要路径、如何发充分发挥区域公共
品牌效应，以及政府、协会、企业“三方”在区域公共品牌
建设中的角色定位等，为与会人员抓好农业品牌建设开
阔了思路，点明了方向。

省高院督察组来淮督察
■ 通讯员 赵德刚

两位企业高端人才王明华、陈建明成功获评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实现我市国家“万人计划”人才零的突破；18 家研发
机构入驻淮安智慧谷，建成国家级众创空间、省级众创集聚区和众创空间各 1 个。 2016 年以来，我市积极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
动人才机制创新，优化人才政策环境，全市人才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创新政策机制，人才优先发展动力足
编制 《淮安市“十三五” 人才
发展规划》， 启动实施“智汇淮安”
人才引进、 “高精尖缺” 人才培养
等十大人才工程。 市、 县区、 驻淮
高校和企事业单位联动推进 30 余项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项目试点，
提档升级“淮上英才计划”、 “533
英才工程” 人才引进培养政策。 出
台 “名 校 优 生 ” 引 才 办 法 ， 开 展
“
蜜蜂引才” 活动， 储备一批优秀年

轻人才。 积极为科技镇长团搭台子、
铺路子、 扶梯子， 充分释放科技镇
长团工作能量， 此项工作在全省会
议上作交流发言。 制定实施县区高
层次人才工作和科技人才强企工作

考核办法， 试行对市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和各类开发园区开展
考核， 并列入全市科学跨越发展目
标考核， 增强人才工作责任感。

实施重点工程，高端人才集群效应强
新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21
名， 金湖县江苏华天通科技有限公
司王明华、 江苏协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陈建明成功获评国家“万人计

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实现我市国
家“万人计划”人才零的突破。 20 名
高层次人才入选省“双创人才”，入
选人数在全省设区市排名中实现进

位， 淮阴区江苏天丰种业有限公司
张大兵团队入选省“双创团队”，73
名高层次人才入选省科技副总，入
选人数连续两年位居全省设区市第

2 位，143 名人才入选省“333 工程”，
评选资助“淮上英才计划”创新创业
团队 7 个、领军人才 64 名，人才总
量质量越来越好。

建优载体平台，人才创新创业舞台宽
做强创业孵化培育平台， 加强
人才创新创业载体建设，18 家研发
机构入驻淮安智慧谷， 建成国家级
众创空间、 省级众创集聚区和众创

空间各 1 个， 市级众创空间 10 个。
启动国家“千人计划”人才创业园建
设，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淮安分中
心连续两年被授予全国优秀分中心

称号。 提档升级淮上英才创投公司，
创 投 资 金 总 额 由 3000 万 增 加 至
8000 万，科技人才金融稳步推进。 推
动宁淮人才紧密合作， 建立人才工

作南北共建合作机制， 依托宁淮现
代服务业集聚区、 宁淮人才创新创
业基地、宁淮科技产业园等平台，拓
展我市人才发展空间。

强化精准服务，人才创新创业环境优
实施高层次人才“购房券” 制
度， 首批为 20 名高层次人才发放
“
购房券” 100 万元， 新建高档人才
公寓 60 套， 打造高层次人才安居
工程。 先后组织 150 余名高层次人

才代表分别赴苏州、 无锡、 北戴河
休闲疗养。 围绕企业所需， 开展订
单式人才培训， 先后组织 200 余名
企业负责人、 高层次人才和全市部
分人才工作者， 赴上海交大等国内

知名高校培训， 提升综合素能。 实
施第二期科技企业家培育工程， 遴
选一批科技型企业负责人进入市科
技企业家队伍。 制定出台 《驻淮高
校教师和企业人才双向兼职实施办

法》， 加强校企人才联动培养， 打
造校企、 校地合作直通车， 打通产
业研合作“最后一米”。

本报 讯 3 日下午，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审判
委员会专职委员谢国伟率督察组一行来到市中级人民
法院，就我市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及案件繁简分流工作落
实情况进行督察，市中院党组书记、院长钱斌陪同督察。
谢国伟对淮安两级法院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与案
件繁简分流机制推进总体情况、院庭长办案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希望淮安两级法院立足本地实际，在推进司法
体制改革过程中在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等方面多
出经验、多出成果。

当好娘家人
助力促发展
（上接 A1 版）在挂钩村居召开群众座谈会，传达中央、省
市农村工作精神，辅导各项涉农政策，倾听农民的困难
和建议。 其中，针对调研中农民反映强烈的交通、生产等
方面困难，挂钩领导干部现场查看实情，拟定详细工作
计划，确定办实事项目。3 月 17 日下午，部领导班子到淮
阴区凌桥乡宣讲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进企业注重开展创
新转型引导，积极协调当地经信部门一同深入了解挂钩
企业生产经营走势及生产要素等情况，引导企业抢抓发
展机遇，聚力创新，转型升级，做大做强，切实为企业解
决生产经营中实际问题。 进社区注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 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查找党建带动社区建设作用，
帮助挂钩社区党委解决社区建设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努力建设和谐社区。
创新工作思路，追求活动成效。 市委农工部始终坚
持“规定动作”到位不走样、“自选动作”创新重实效，通
过上党课、慰问特困党员家庭等帮助富春社区进行党建
帮扶，提高了社区干部做群众工作的本领和领导科学发
展的能力；通过走访发现企业在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
经济环境时有很多困难，针对这一情况，对企业提出的
疑问逐一解答。 此外，该部还围绕基层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得到了“三
进三帮”挂钩帮扶单位的一致好评。 据统计，该部目前已
争取 200 万元，用于家庭农场集聚区建设；开展智·能家
庭农场主培训，共培训挂钩帮扶的凌桥乡 6 个村村组干
部、种养大户和部科级干部结对帮扶的农业新型经营主
体以及省、市、县（区）级示范家庭农场主 180 余人；慰问
挂钩农村和社区部分困难群众家庭， 累计送出慰问金
10.5 万元。

5 月 3 日下午，中国电科院专家在盱
眙开展接地试验，验证山西晋北——
—江苏
南京±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保
护系统的正确性及故障测距的准确性。 该
工程为“西电东送、北电南供”重要工程，
是纳入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重
点输电工程，全部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特
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和设备。
■ 通讯员 梁德斌 王旭光

特事急办

真抓实干

市住建局“
马上就办”全力推动文明城市创建
■ 通讯员 徐鸿宝 贺
刘

杨
进 丁曙明

本 报 讯 5 月 2 日至 3 日， 市住
建局由主要领导带队对上级交办和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重点督查、
现场会办。
3 日， 对市委书记姚晓东指出的
盲道建设管理、地面铺装材料管养等
问题，代市长蔡丽新在暗访中发现的
文庙与楚秀园间人行通道、交通信号
灯和公园管理等问题，以及小区居民

反映的管线开挖恢复等问题，市住建
局党委书记、 局长王亦农带领市政、
园林、养护、城市照明等单位，会同公
安部门进行现场会办，要求加大对市
政盲道、地面铺装材料管养等问题过
细排查整改力度，市政、养护等相关
部门要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做好文庙
周边交通信号灯、人行通道等设施的
建设，科学化、人性化引导群众进出
文庙和楚秀园，同时楚秀园也要进一
步加强对北大门的管理。 督查组一行
还抽查了承德路南路沿线、1415 项目
盲道建设、地面铺装材料管养等市政

设施，会办新民小区燃气管道路面开
挖恢复，检查月季园公益广告、楚秀
园台账资料准备等重点点位文明创
建情况，针对督查中发现问题现场交
办，要求举一反三。
在对淮阴区、清江浦区、淮安区
三个区的督查中，该局带队领导对发
现的道路坑洼、盲道被占用、人行道
板和路牙破损、 树池未按规定封盖、
路灯杆歪斜和锈蚀等问题进行现场
交办，以市创全国文明城市设施维护
分指挥部办公室名义，向各责任单位
下达《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任务交

办单》12 份，限期整改。5 月 2 日下午，
在接到市文明办交办关于在大同路
北侧增设公益广告任务后，市住建局
特事急办，第一时间带领市政、园林、
设计、图审等部门负责人进行现场会
办， 针对沿线公益广告氛围不浓、品
位不高等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广告

千手观音非凡，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他 千手观音平凡，是你，是我，是他
◎剧情简介
舞剧《千手观音》是以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千手观音故事为基础而重新创
作的，演绎了一段极具寓意色彩的故事。 舞剧以三公主寻莲救父、为民献身为
故事背景，充分体现了“真、善、美”的主题思想，从中可以体会到“只要心地善
良，心中有爱，就会伸出一千只手去帮助别人，只要心地善良，心中有爱，就会
有一千只手来帮助你”“千手观音非凡，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他；千手观音平
凡，是你，是我，是他”的深刻寓意。
◎发展历程
历经七年艰苦创作，2011 年 1 月月 27 日舞剧《千手观音》在中国北京国
家大剧院隆重首演。 首演期间，舞剧得到了专家学者及观众的一致好评。 舞剧
演出场场暴满，甚至开创了国家大剧院销售站票的先河，这是国家大剧院自
建院以来前所未有的。
2011 年 6 月，应新加坡报业集团邀请，舞剧赴新加坡进行文化交流。 在新
演出期间，舞剧受到了新加坡各界的热烈欢迎。 时任新加坡总统纳丹先生及

夫人在新加坡政府高级官员和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魏苇先生的陪同下，与新加
坡各界人士一同观看了舞剧演出。 演出结束后，纳丹总统更是盛情邀请全体
演职人员作客总统府，这是新加坡总统第一次邀请艺术团体访问总统府。
2014 年 9 月，应星云大师的邀请，舞剧千手观音赴台湾地区进行巡演，受
到了台湾观众的热烈欢迎。 星云大师专程从大陆赶回台湾，与全体演职人员
见面。 此外，为了加强两岸青年的文化交流与互信，太原舞蹈团还特意邀请台
南应用科技大学 168 位青年舞蹈学生，参与到舞剧演出中，收到了良好的演
出效果与社会反响。
2016 年 6 月，在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下，舞剧千手观音赴马来西亚进行
巡演。 先后在怡宝、沙亚南、新山、马六甲连演 4 场。 马来西亚最大的中文报
刊——
—星洲日报以及中国报、南洋商报、东方日报等对于此次舞剧马来西亚
巡演进行了详实的跟踪报道。 演出之余，太原舞蹈团还不忘加强中马文化交
流的使命,积极与新山国光二小、仁嘉隆华小的近 4000 名小学生进行座谈、交
流、展示，引起了马来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关注。

微信在线购票

演出时间：
2017 年 5 月 27 日 19:30
演出地点：
淮安大剧院
订票热线:
0517-83100888
0517-83681222
官网购票:
http://www.hadjy.cn
票价：
50/100/180/280/380/480 元
注：本场演出谢绝 1.2 米以下
儿童入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