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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为媒，做足花文章

荷兰花海坚持“地上长花、水中
生花、树上开花”的思路，建成“面
积最大、品种最多、形态最美、业态
最全”的中国郁金香第一花海。景区
内花株数量达3000多万株，面积达
3000亩、郁金香品种达300多种，是
国内唯一实现郁金香室外展示8个月
的景区，也是国内唯一实现郁金香种
球自主扩繁运用形成产业链的景区。

走进景区小镇，浓郁的异域风情扑
面而来，街道两旁的建筑以“塔顶、山
墙、弧窗、高柱”为设计元素，让人仿
佛置身荷兰。曾经盐蒿点点的空旷滩
涂，如今已是鲜花盛放。这些花儿以千
姿百态给盐城这座以盐闻名、历史悠
久、人文荟萃的城市，增添了新魅力。

以“爱”为名，打造爱情产业链

置身浪漫花海，荷兰花海打造出了
“中国最大的爱情圣地”，游人不仅可以
观看戏剧幻城的演出，感受浓浓“爱

意”，还可以在这里登记结婚、拍摄婚纱
照、参与集体婚礼和相亲会。荷兰花海
以花为依托，建成长三角首个婚庆全产
业链基地，辐射半径达300多公里。

去年景区与著名导演王潮歌合作

的《只有爱·戏剧幻城》公演，首次把现
代戏剧完美地与文旅融为一体，成为长
三角文旅融合的标杆，进一步增强了荷
兰花海资源吸引力。

以“富”为本，铺就助农致富路

用融合创新理念促进乡村振兴、促
进文旅新消费，荷兰花海在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前提下，打造出特色商
业街、婚纱摄影基地、演艺中心、度假酒
店四大业态，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让“一朵花”既浪漫又富民。

为充分发挥花海“吸粉”优势，荷兰
花海精准施策，不断探索产业助农新路
径，以花的产业给当地农民提供“造血”
功能。景区采用“平台+市场+农户”模
式，成立花卉专业合作社，吸引周边8
个村3000多农户调整种植结构，农民
口袋鼓了，年收入翻番，“一朵花”有效
促进了富民增收。

荷兰花海还将通过5A级景区创
建，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通
过多产业融合，促进文旅新消费、新业
态发挥示范作用，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作出更大的贡献。

以“花”为媒拉长产业链

盐城荷兰花海做大赏花经济
俯瞰千亩郁金香花海，荷兰风情的木屋、风车点缀其中，这是荷兰花海里的锦绣年华……位于盐

城市大丰区的荷兰花海以“花”为媒，做足花文章，打造出了观光旅游、婚纱摄影、花卉种植和健康养年
四大产业，完成了从赏花胜地到风情小镇的完美嬗变，成为盐城文旅融合发展的亮丽名片，为当地百
姓铺就了一条鲜花簇拥的致富大道。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徐州
市云龙区大龙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
室立足自身职能，坚持以企业和群众
需求为导向，把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要内容和突出抓手，进一步创新举措，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办好利企惠民
实事的动力和成效，为区域经济发展
积蓄蓬勃力量。

围绕“一条主线”，
全力绘就营商环境“同心圆”
大龙湖旅游度假区围绕党史学习

教育这条主线，积极组织开展《在优化
营商环境中践行初心使命》专题党课，
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企业解难
题”系列活动，将党史学习教育与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相结合。依托云龙区

“100项为民办实事工程项目”列出具
体服务清单，上半年以来，大龙湖旅游
度假区累计组织项目观摩活动10余
次、开展实地走访及企业座谈30余次、
组织企业参加区级以上项目调度会20
余次，了解项目在土地摘牌、手续办理、
开工建设等阶段存在的难题，切实把优
化营商环境落实到创新服务方式、优化
办理时效、降低企业成本的具体行动
上，凝心聚力打造更优营商环境，推动
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打造“三个专班”，
扎实推进产业发展开新局
大龙湖旅游度假区成立了“项目招

引专班”“跟踪服务专班”“支部共建专
班”三个专班，充分发挥“联络人”作用，
在审批部门和投资企业之间搭建桥梁

纽带，以深入企业、现场办公等方式推
进工作前移、阵地前移、服务前移。

“项目招引专班”成员全程参与重大
项目洽谈、招商工作对接，紧盯项目计划
节点及挂牌程序，做好项目招商基础工
作，以优质的前期服务拓展客商资源。

“跟踪服务专班”设置“责任岗”，每
月一次深入辖区19个重点项目建设一
线，协调解决备案复核、电力迁移、方案
报批等问题，开展全流程跟踪服务，推
动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运营。

“支部共建专班”紧扣“党建+项
目”发展模式，发挥基层党组织示范带
动功能，促进度假区、项目方、施工方三
方的基层党组织共建共联，以党建引领
优化营商环境，实现基层党建与产业发
展同频共振。

锚定“两个突破”，
着力培育经济增长驱动力
大龙湖旅游度假区将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切实转化为担当尽责的实际行动，实
现了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双向突破。
截至上半年，已完成土地顺利摘牌项目7
个，完成“765”亿元项目2个，实际利用外
资规模达331万美元。围绕水环保综合
利用产业技术研发、创新人才培训等方面
的新兴产业项目招商落地新城区。天裕
大厦、中锐星尚城二期、塘坊商业中心等
一批项目紧锣密鼓按序时推进。

下一步，大龙湖旅游度假区持续扎实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全员队伍从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激
发干事创业的动力，用更优越的营商环境
为徐州新城区建设赋能添力。 高歌

徐州市云龙区：办好利企惠民实事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泰州医药高新区（高港区）大泗镇
霍堡村是远近闻名的牛肉产业村，该村
生产的牛肉肉质细嫩、营养丰富、肉品
正宗、口味上乘。但长期以来，受品牌
知名度低、销售渠道单一等因素影响，

“好牛肉出不了村”成为摆在村民面前
的一道难题。

大泗镇党委政府敏锐地捕捉到了
问题症结，高度重视，充分调研，注重动
员社会各界智慧力量，为牛肉产业振兴
出谋划策、集思广益。该镇统一战线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靠前、积极作
为，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集聚、智力
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多次组织业内
乡贤、专业人士举办牛肉产业振兴座谈

会、情况分析会、调研协商会等活动，共
征集有关促进牛肉产业发展的有效意
见建议10余条，带动霍堡牛肉产业从
业人员注册商标、打造品牌、上淘宝、秀
直播，为推动牛肉产业成为该镇特色品
牌产业贡献了统战力量。

“光有品质，没有品牌，牛肉产业永
远做不大，永远出不了村。‘好酒不怕巷
子深’的经营理念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
在的市场了。”大泗镇霍堡牛肉第四代
传承人纪祥翔说。在镇党委、政府的支
持下，纪祥翔率先注册了“泗水天香”大
泗牛肉品牌，并获得“泰州老字号”荣誉
称号。一个人富不算富，带领乡亲们富
才能体现人生价值。创业成功的纪祥

翔还热心指导其他牛肉生产户改进牛
肉加工技术、改良牛肉口味，收购符合
条件的本村牛肉，统一使用“泗水天香”
品牌进行销售，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
时，形成了养殖、宰杀、加工、制作、销售
一体化产业链。

众人拾柴火焰高。为进一步培育大
泗特色农产品竞争优势，形成市场竞争
合力，该镇有效整合全镇70多家农业经
营主体，组织成立了大泗良食农产品行
业协会，着力打造特色农产品集群优势，
促进各经营主体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大泗良食农产品行业协会成立以来，在
各大卖场商超、农贸市场开设“大泗良
食”专柜30多个，年销售额突破亿元。

进入互联网时代，网购、直播已成
为开拓市场的重要渠道。该镇在积极
开拓传统渠道的同时，也积极推动农产
品网上销售，通过借力新经济，为老字
号迎来发展的春天。一方面，该镇通过
与在外乡贤人士联系对接，促成“霍堡
牛肉”入驻线上平台，开设网店、网上专
柜。另一方面，植入直播带货功能，与
本地抖音网红合作推广家乡特产，让

“霍堡牛肉”成为全国知名的“金字招
牌”。如今，霍堡牛肉线上线下销售双
双发力，产品销往北京、上海、江苏、浙
江、山东等地，日均销售600余单，带动
从业人员年人均增收5万余元。

徐永强 徐华

泰州医药高新区（高港区）大泗镇

统一战线助力，催生霍堡“牛”经济

今年以来，淮安白马湖公司以党史
学习教育为契机，紧密联系具体工作，落
细落实“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要求，推进各党支部、部门、子公司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史学
习教育的落脚点，及时有效解决群众诉
求，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让广大市
民游客充分享受“白马湖”的美好生活。

以景区为“点”，全力提升服务质
量。白马湖公司注重游客体验，通过前
期调研收集游客建议，对景区工作人员
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持续做好景区软
硬件提升“功课”，使游客满意度得到了
很大提升。针对向日葵景区游客就餐
难问题，在园区增设就餐点位，增加餐
饮品种，为游客就餐提供便利。针对景

区业态单一问题，“向日葵的故事”景区
立足日益多样化的游客需求，设置互动
体验式项目，推出“萌宠喂养”“共享汽
车”等体验活动，进一步丰富旅游项目，
完善景区业态。针对“三岛奇遇记”项
目游客满负荷的问题，文旅公司从设备
保障及人力保障两方面入手，增加了设
备投入和岗位数量，有效解决了游客体
验不佳的问题。针对游客的投诉处理，
景区实行现场工作人员第一责任人制
度，让游客在现场遇到的问题第一时间
得到解决，最大化提升游客满意度。

以便民为“线”，全力扩大辐射范
围。白马湖公司始终坚持把“办实事、
解难题”贯穿工作始终，立足点滴小事，
致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

解决淮海南路71号综合楼的A、B两
栋居民楼消防安全隐患，确保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公司在维护底层管道工作中
投入16万余元为两栋居民楼整体更换
消防管道。通过在淮安市区居民小区
设置“白马湖生鲜柜”，让小区住户不出
小区就可以买到新鲜又便宜的水果蔬
菜，充分享受便捷。目前，已进驻新天
地花苑小区、香格里拉小区及亿力未来
城小区，服务居民群众约2000人。自
2020年起，公司每年为全体绿化工人
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保额为50
万元/人，每年还为他们提供免费体检，

“小举动传大爱”，让职工从中受到鼓
舞，激发工作干劲和热情。

以乡村为“面”，全力助推村强民

富。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在推进
乡村振兴中，白马湖公司持续贡献自己
的力量。为解决湖区李庄西侧村民出
行难问题，出资900万元，对长约1.8公
里的问题道路进行了改造拓宽，将原有
3米宽路面改造拓宽至6米，方便了沿
线村民的交通出行，为农业安全生产提
供更多保障。为促进湖区周边群众就
业增收，根据景区运营需要，新增湖区
绿化养护、保洁保安等工作岗位170
个，面向周边村民定向招聘就业，已解
决290余名农民就业，安排236名退捕
渔民转岗至保洁员劳务岗位。除固定
岗位外，目前临时用工已累计逾万人，
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致富。

房洋洋 许家松

淮安白马湖公司：心系群众办实事 为民服务暖人心

为切实将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转
化为工作实效，推动镇党委的决策部署
落地落实，维护干部队伍“肌体健康”，
新沂市新店镇纪委积极探索“望闻问
切”四诊法，全面扛起监督职责，抓早抓
小、抓实抓深，护航全镇发展。

勤于“望”，以望为先，预防在前，夯
实思想防线。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
预防在先，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充分挖
掘利用本土警示教育资源。组织镇领导
班子成员、村和单位负责人到廉政教育
基地参观学习，通过认真剖析典型案
例，让党员干部明底线、知敬畏，让警示
教育真正入脑入心。同时，依托本地特
色，积极打造五营村“三清示范点”，在
全镇主要干道、广场和集居区内设置廉
政文化宣传栏，将廉政教育延伸拓展到
党员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导党员干
部争当先进、争做示范。

善于“闻”，以闻为引，寻声四方，收
纳民声民意。本着“民声反映民意，民意
连着民心”的理念，一方面通过公布举
报信箱、举报电话、QQ、微信号、电子
邮箱等形式积极构建“信、访、网、电、
微”五位一体的举报网络，畅通反映问
题渠道，同时，制作监督举报和信访流
程，张贴于全镇15个村的村务公开栏，
真正做到让群众“能发声、会发声、发好
声”。另一方面，成立巡察小组，主动走

出去和沉下去，通过实地调查、入户走
访、定期组织勤廉双述会议等方式“面
对面”倾听意见、“背对背”摸准实情。

严于“问”，以问为要，严于问责，加
大执纪力度。围绕镇党委始终坚持全面
从严治党的主基调，严格落实党委主体
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坚决将纪律挺在
前，高扬“问责鞭”，拿稳“执纪尺”，强化
对镇机关科室、站所、村主要负责人约
谈制度，针对问题细谈心。实施廉政函
询提醒制度，按照要求严格执行执纪审
查程序，规范化落实谈话提醒程序，让

“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对于
问题严重的，该组织处理的由组织处
理，该纪律处分的予以纪律处分。

实于“切”，以切为本，对症开方，强
化整改落实。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靶向”
治疗，对照诊断出的“病症”及时向镇党
委汇报，形成反馈问题清单并协助相关
单位制定整改方案，压实责任。以最坚决
的态度、最果断的行动、最严格的纪律抓
好问题整改，做到“责任不落实不放过、
整改不到位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
过”。同时，注重推动标本兼治，把解决具
体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不断
宣贯和督促党员干部加深对各类规矩规
范的理解把握，切实加强源头治理和流
程管控，以监督工作的实际成效为全镇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新沂市新店镇纪委：
善学活用“望闻问切”，扛牢抓实监督职责

今年以来，淮安市淮阴区新渡口街
道着力发挥乡村振兴和城市化建设资
源优势，实施以“企业化运作、特色化创
收、多元化培训、多维度考评”为架构的

“三化三比”党建项目，全力助推强村富
民提速提效。

实施企业化运作，搭建强村富民新
型载体。为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
街道党工委牵头调研各村人力资源优
势，瞄准物业管理、绿化养护、劳务代
理、土建工程等10类范畴业务，指导下
辖9个行政村成立相应村办公司，村

“两委”100%持股，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担任公司法人。街道坚持“党
建引领、集体主导、以企带村、共同发
展”的理念，充分释放政策红利，积极帮
助村办公司争取国家级高新区相关工
程和服务类业务，并明确村办企业与村
集体的收入分成比例，村集体经济逐步
由“输血式”扶持转变为“造血式”扩张。

带动特色化创收，培育强村富民新
增长点。街道注重内挖外引，积极向上
争取项目，主动对外寻求资源，为村办
公司发展壮大拓宽渠道。成立9个相
关工作组，结合各村发展基础和资源优
势，开展精准化政策指导。年初以来，
党建项目引领作用明显，全街道村办企
业已承包各类服务类和工程类项目36
个，人力资源、草坪产业基地、物业管理

等一大批服务类和工程类项目陆续“上
马”，协议总额近千万元，为村集体持续
增收引来“源头活水”。同时，村办企业
灵活采取短期用工、季节用工等方式，
创造就业岗位400多个，就业村民人均
增收7000多元。

开展多元化培训，夯实强村富民技
能基础。为提升村级党组织战斗力，街
道在全区率先开展镇街党员干部队伍常
态化培训，先后举办村书记履职能力、村

“两委”班子乡村振兴、村集体经济发展
等主题培训27场，邀请各级党校专家、
职能部门领导、优秀村书记授课42节，
培训村干部1200余人次。村级党组织

“带富”能力显著增强，涌现出了市劳动
模范俞仁洋发展草坪产业帮助120余名
村民就业致富等典型人物和事迹。

推动多维度考评，完善强村富民管
理体系。实行双月“通报+测评+分析”、
年度“总结+考核+奖惩”的管理方式，稳
步推进强村富民工作。坚持“纵向比排
名进位、横向比增收进度、前后比增收
幅度”双月考核评比活动，激发9个村的
比学赶超热潮，形成“九牛爬坡个个使
劲”的良好氛围。上半年，已有5个村集
体经济实绩超过去年全年水平，3个村
集体经济收入规模同比增加超过30万
元，9个村的年度考核排名有望全部进
入全区“第一等次”行列。 严健

淮安市淮阴区新渡口街道：
“三化三比”引来强村富民“源头活水”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徐州监管分局
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徐州监管分局批
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徐州分中心

机 构 编 码：B0009X33203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856901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21年6月30日
住 所：徐州市彭城路商业区3号楼泛亚大厦13层
邮 政 编 码：221000
电 话：0516-66665903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徐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1年7月12日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
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批
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淮安分中心
机 构 编 码：B0009X33208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865702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21年6月25日
住 所：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路26-1号1幢

1601室（东城国际商务中心）
邮 政 编 码：223001
电 话：0517-83181087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1年7月2日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苏州监管分局
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苏州监管分局批准，更换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机 构 编 码：B0792S332050003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11月22日

住 所：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东路687号国泰东方广场

103、203室

电 话：0512-56939216

邮 政 编 码：215600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苏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1年6月23日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南京富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该债权总额为 3,410.05 万元，本金为
1,944.18万元。债务人位于南京市建邺区所街石家庄，该债权由付树兵提供担保（以
商业房地产,公司股权设置抵质押）。其他相关情况无。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
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次性付
款能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
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
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曹金平、王圣君，联系电话：025-
52680831、025- 52680838，电子邮件：caojinping@cinda.com.cn、wangsheng-
jun@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
com.cn；纪检举报电话：025-52680821，电子邮件：zhufeng6@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夜晚11点的中铁建设大厦依然灯
火通明，只见商务中心、投标中心、
BIM中心等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在埋
头苦干，办公室的工作板上密密麻麻记
录着各个项目的推进计划与完成节点
目标。公司大力提升项目管控能力，各
中心员工加班加点，全力以赴推进各项
目标任务。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
一年，同时也是集团公司的‘效益提升
年’，是华东公司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的关键一年。今年上半年，华东公司经
营承揽、营业收入均创历史新高，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94.51%，全年营业收入预计
将超百亿元规模。”该公司总经理臧盐龙
说，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是拼搏出来
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眼下，公司
全员的使命就是立足岗位、拼搏奋进，不
断将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奋斗是中铁建设人最鲜明的文化
基因。中铁建设成立于1979年，“铁道
兵精神”是根植于企业血脉的文化基
因。成立至今四十余载，中铁建设从一

家结构单一的小型建筑工程施工方，发
展成为囊括工程总承包、房地产开发、
设计咨询、物流贸易等多个相关业务的
集团公司。从1000余名“兵转工”队伍
发展到1.1万多名职工，从最初的几个
工程队发展到拥有500余个项目部、工
程遍布全国百余个城市和海外多地、年
施工能力超过5000万平方米的企业集
团。从成立之初的年营业收入800万
元，发展到今天经营规模超千亿元，营
业收入超700亿元，综合实力一直处于
中国铁建“第一梯队”。奋斗，已成为镌
写在企业发展历程中的亮丽底色。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新征程
是追梦人的征程。‘十四五’规划擘画了
企业发展的宏伟蓝图，机遇等待我们去
把握，使命等待我们去担当。与此同
时，新征程上没有一个胜利‘立等可
取’。必须做到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
声，脚踏实地去奋斗，向着‘进入中国铁
建工程公司第一梯队’‘打造行业领先
的新型现代城市建设服务商’的奋斗目
标不断迈进。”该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
事费洪刚说。 赵洪

中铁建设华东公司：
不懈奋斗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