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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天纬陶瓷商店与辽源市德胜

家居广场有限公司解除双方签订的商

铺租赁合同（DS-1-009），即日起金牌

天纬陶瓷在租赁期间内经营、售后产生

的一切纠纷，均由宋英明承担，与德胜

家居无关，即使德胜家居负有连带责

任，也一并由宋英明承担。

特此声明

辽源市经济开发区金牌天纬陶瓷

商店

2019年8月5号

声 明

本报讯（记者 于芯 实习生
闫书御琳）为充分发挥我市与绍
兴两地文化旅游资源联合优势、
扩大两地文化旅游渠道、搭建文
旅合作平台、积极打造文旅融合
对口交流的样板地，8月 9日，辽源
市——绍兴市文旅签约座谈对接
会在市宾馆举行。副市长汤艳，
两地市、县（区）文旅系统单位主
要负责人及辽源市政府、市委宣
传部、市文旅局、辽源广播电视
台、辽源日报社等有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了会议。

座谈会上，辽源市、绍兴市文
旅局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各市文旅

发展现状，并就全面建立互访互学
合作机制、全面拓宽互展互演协作
平台、全面加大文旅联合宣传营
销、全面增进文旅企业交流合作、
全面推进文化旅游互融发展等五
方面达成合作共识，共同签署了
《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辽源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对口合
作协议》，促进两地文旅事业交流
与合作，实现互利互惠、共赢发
展。两地文旅系统各单位负责同
志还就各自文化旅游发展情况以
及旅游产业未来的发展合作进行
了座谈交流。

汤艳在座谈会上表示，此次我

市与绍兴文旅局对接合作，把两地
文化和旅游的所需、所能结合起
来，推进了两地人文的深度融合，
进一步加强全方位合作交流。希
望绍兴在对口合作中给予我市更
多的指导与帮助，让两地合作迈向
新台阶。

对接会期间，绍兴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文广旅游局长何俊杰
一行还深入到显顺琵琶学校、南
部新城职教园区、辽源浙江（绍
兴）产业园、魁星楼、龙泉酒洞
藏、侵华日军辽源高级战俘营旧
址展览馆及东丰县、东辽县进行
了实地参观。

文旅资源对接 实现深度融合

辽 源 市 与 浙 江 省 绍 兴 市
举行文旅签约座谈对接会 本报讯（记者 赵强）8月 6

日至 8日，绍兴市副市长陈德洪
率绍兴市政府对口合作考察团
到我市开展对口合作工作及交
流考察活动。副市长、市政府秘
书长康忠贵参加交流考察活动
并讲话。

6日下午，双方围绕对口合
作相关事宜召开“辽源·绍兴对
口合作座谈会”。康忠贵代表辽
源市委、市政府对陈德洪一行的
到来表示欢迎和衷心感谢。他
说，加强与绍兴对口合作是辽源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东
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吉林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一项重
要举措，是辽源经济社会发展的
一次良好机遇，对辽源学习绍兴

先进发展理念、先进体制机制，
进一步更新理念、解放思想、提
升对外开放水平具有重要的促
进和推动作用。辽源将以此次
交流会为契机，立足双方资源禀
赋、产业基础和转型发展需要，
进一步加强与绍兴在探索建立
辽源绍兴产业园区、百户企业合
作示范、特色小镇建设等方面的
合作，实现双方互利共赢、协同
发展。

陈德洪感谢辽源市委、市政
府对于对口合作工作的高度重
视。他表示，今年以来，绍兴市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实施
新一轮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按照浙江

省对口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二次
会议要求，以项目为抓手、以机
制为保障，综合施策，积极构建
绍兴与辽源对口合作有效机制，
务实推进两地合作。下一步，将
辽源资源与绍兴市场有机结合
起来，进一步深化两地合作交
流，共同推动两地实现更快更好
发展。

会上，绍兴市农业农村局、
供销合作总社、发改委对口支援
与帮扶处、财政局采监处、柯桥
区供销合作社、上虞区供销合作
社，辽源市农业农村局、供销合
作社分别介绍两地农业园区建
设、农产品生产、加工及对接销
售等相关情况。

活动期间，绍兴市政府对口

合作考察团实地参观考察了佰
晟园现代农业、梅花鹿创投园、
睿康生物、东丰农民画馆、鹿丰
源电子商务、金翼蛋品、柏林农
民专业合作社、金洲现代农业等
地，详细了解了我市重点项目建
设、特色产业发展、产业园区建
设等情况，并就电子商务、食品
加工、生物医药等领域发展进行
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绍兴市政府、供销合作总
社、发改委对口支援与帮扶处、
财政局采监处等相关部门负责
人，辽源市政府、农业农村局、供
销合作社、发改委、文旅局及东
丰县、东辽县、西安区等相关部
门负责人分别参加座谈及交流
考察活动。

绍 兴 市 政 府 考 察 团 到 我 市
开展对口合作及交流考察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鹰 实
习生 闫书御琳）为提高全
民参与创建国家公共文化
示范区和全民健身的热情，
8月9日傍晚，由西安区委宣
传部、东星建设集团主办的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
系列活动暨西安区全民健
身展示”活动在山语城音乐
喷泉广场举行，来自12个区
的18支健身队参加了活动。

夜幕下，灯火璀璨、人头
攒动。欢快的音乐拉开了
健身展示的帷幕。健身舞
《欢乐中国欢乐家》向人们

展示了新时代社区居民欢
乐祥和的精神风貌；训练注
意力又提高身体敏感度的
健身球操，动作轻盈欢快，
让人不觉间随着节拍舞动；
太极拳表演中含蓄内敛、连
绵不断、以柔克刚、急缓相
间、行云流水的招式，向人
们展示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珍贵。期间，腰鼓
《张灯结彩》、秧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柔力球等表
演，可谓异彩纷呈、高潮不
断，花样叠出的造型，展示
出了健身运动文化的独特

魅力和风采，感染了在场的
每一个人。

据了解，近年来，西安
区紧紧抓住基层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建设和创建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机遇，在基层建成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35处，实现全区全
覆盖，基本满足了群众文体
活动需求。同时，积极开展
社区汇演、全民健身展示、
免费培训等活动，培育出社
区各类文体活动队伍 50余
支，营造出了良好的体育文
化氛围。

全民健身一起来 活力西安更精彩
西安区举办创建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系列活

动暨西安区全民健身展示活动

8月 10日上午，东辽县
安石镇朝阳村里热闹非凡
——东辽县第三届乌米文
化节热度不减，丰富的乌米
体验活动在这里拉开帷幕。

车辆往来穿梭，十里八
村的村民也都来到了文化
广场上准备尝乌米、看节
目。

“快尝尝，这是乌米面
包的饺子，味道不错……”

“瞅瞅，这是乌米月饼，
可真有创意！”

“给我孙子尝尝乌米，
小孩儿都没吃过……”

舞台上序幕开启，台下
的游客已经尝了鲜儿。

新鲜的乌米扎成捆，在

展位上吸引着八方来客的
目光。

“青纱帐里高粱绿，高
粱地里长乌米。打乌米、靠
手艺，百里挑一凭眼力
……”

一段朗朗上口的快板
书《乌米赞》让台下的游客
们听得入迷。

“作为从东辽县走出来
的人，得知要开乌米节后，
就马上创作了一首歌曲，想
为家乡做点事。”著名男高
音歌唱家王永春的一首《放
歌金满乌》唱出了对家乡的
热爱、对乌米产业发展的祝
福。

台上表演精彩纷呈，台

下签约紧张有序。据了解，
本届乌米文化节，有 15家
企业签署了 450 万元的战
略合作协议。

在不远处的乌米采摘
体验区，有的游客已经迫不
及待地钻进乌米地里开始

“大显身手”。
“顺着垄沟走，歪着脖

子瞅，看见大肚子就下手。”
不少游客都是第一次“打乌
米”，按着这个顺口溜果真获
得盆满钵满。一边采一边
吃，欢笑声不绝于耳。

面对这样的盛况，东辽
县安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王传林告诉记者：“今年已
经是第三届乌米文化节了，
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
高。我们大力发展乌米产
业，主要是贯彻省、市发展
特色农产品的要求。下一
步，我们要大力发展东辽县
的特色农产品品牌，做大做
强，以乌米节为媒介，真正
实现让农民增收、让农业做
大、让乡村振兴。”

朝阳村里唱大戏
——东辽县第三届乌米文化节掠影

本报记者 李及肃 实习生 王欢

本报讯 近日，西安区
通过“书记抓、抓书记”，调
动多方资源，抓实“书记项
目”打造“党建联盟”，进一
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创新
发展。

掌握系统思维，科学论
证立项目。全区各级党组织
书记围绕街道社区管理体制
改革、“五项权利”下放、社区
场所建设、区域联建共建、解
决民生难题等方面，至少认
领一个书记项目。区委组织
部对申报的“书记项目”进行
可行性分析，重点从项目是
否坚持问题导向、是否紧扣
中心工作、是否贴近基层实
际、是否是社区群众所需等

四个方面进行审核把关，认
真分析项目实用性和操作
性。上半年，全区各级党组
织书记共认领 57 条项目。
其中，区委常委认领8条、区
直部门认领37条、社区层面
认领12条，并逐级建立项目
台账。

坚持跟踪问效，精准施
策抓项目。坚持“书记项
目”书记抓，明确规定各级
党组织书记为项目责任人，
主动沉下基层、深入群众研
究项目，制定实施计划，明
确方法步骤和时间节点，实
行路径化管理，确保项目推
进有章可循。每季度至少
召开推进会议或现场办公 1
次，持续跟踪调度，帮助研

究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
难题，确保项目按时保质顺
利推进，推动项目落实落
地、取得实效。

注重品牌提升，从严从
实考项目。以“抓好党建是
最大的政绩”为抓手，把抓
实“书记项目”纳入各级党
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
评议考核内容，考核结果作
为评价使用干部和年底城
市各领域基层党组织星级
评定的重要依据。实行月
调度、季通报等措施，对每
一个“书记项目”从严从实
考核，并注重考核结果运
用，推动“书记项目”不断
提档升级。

（张洪伟 范朔阁）

西安区“书记项目”打造“党建
联盟”推动联建共建新格局

本报讯 （记者 李及肃
实习生 王欢） 8月 9日，农历
立秋第二天，东辽县第三届乌
米文化节特色农产品展销会
在市委广场举行。中午时分，
一排排展位前人来人往，热闹
非凡。

“树安村土鸡蛋呼吸新鲜
空气，吃的是天然五谷杂粮，
无激素及抗生素残留成分。
因为土鸡蛋相比普通鸡蛋的
脂肪含量更高、口感更好、蛋
黄较大，非常适合做煮鸡蛋和
煎蛋。”白泉镇树安村电商领
头人许万才为树安村的土特
产代言不遗余力。许万才嘴
里一边说着，手上一边麻利地

为选够土特产的市民打包，并
不时地给前来咨询的市民讲
解检验鸡蛋新鲜程度的小技
巧。市民张海峰老俩口是广
场上的常客，在展会场转悠两
圈后，张海峰告诉记者：一年
到头，这展会、那展会不少办，
像乌米节这样货真价实的展
会却不多，没想到咱东辽县的
土特产真是“嘎嘎地”。

记者在展会上了解到，东
辽黑猪、东艺集团、金翼集团、
金洲现代农业、景辉家庭农场
等东辽县内 53家特色农产品
生产企业携 500 余种农产品
参加展销活动，当天展会共销
售展品近40万元。

动感十足的舞蹈，向人们展示“健与美”的魅力 。 本报记者 刘鹰 摄

东辽县的土特产东辽县的土特产““嘎嘎地嘎嘎地””

市民们纷纷品尝购买特色农产品。 本报记者 魏利军 摄

▲乌米采摘成为城里人的新时尚

▼村民扭秧歌祝贺乌米文化节

▲朝阳村村民组织的文艺演出

▼体验乌米采摘的市民

本报记者 魏利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