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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仇惠栋 董静） 9月 30
日，残疾人互联网营销师教培基地揭牌
仪式在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山水园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举行。这一教培基地设
有直播实训室、直播实操室、手工坊、文
化活动室、无障碍居家室、康复室、心理
咨询室、创业孵化空间等。

栖霞区副区长孙东方介绍，此次活动
是栖霞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的重要举措，是帮扶残疾人就业创业、

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残疾
人全面发展的具体落实。栖霞区现有持
证残疾人10813人，其中重度残疾人
3873人。该区在帮扶残疾人“互联网+就
业”方面进行了探索实践，与南京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合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建立栖霞区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基
地、栖霞区残疾人电商创业就业孵化基
地，设置新型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帮助残
疾人实现基于互联网的灵活就业。

栖霞区帮扶残疾人网上就业

□ 本报记者 周敏 通讯员 林园园

“加拿大原住民地区有几支部
落，都以狩猎为生，生存竞争非常激
烈，最后仅有一个部落能够留存下
来。假如你是其中一个部落首领，你
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获得最终胜利？”
9月28日，谷雨双创学院培训营“第一
课”上，授课导师以一个困惑开篇，并给出
两个选项——一是充分准备寻找最适
合的方向，二是请巫师作法确定方向。

在教室里，所有营员都选了前
者，但事实上，生存下来的却是后
者。这个故事想要表达的是，胜利的
关键不在于方向计划有多完美，因为
部落会逐渐走向趋同；谁能高效快速
地作出决策、完成狩猎，谁就能抢占
先机、以快制胜。落在现代企业竞争
中，“方向”就是顶层设计，“决策”则

包含经营布局、创新发展、营销战略
等。而这，恰与谷雨培训营的课程设
置高度契合。

谷雨培训营是谷雨双创学院培育
体系中三个营之一，谷雨双创学院是雨
花台区、中国（南京）软件谷优化营商环
境、培育创业人才的核心平台。在软件
谷管委会看来，谷内集聚涉软企业超
3000家，但现实情况是，众多中小微企
业拥有知识和技术优势，但缺乏决策与
管理经验，处在聚力发展、转型升级、茁
壮生长的关键阶段，亟需政府“帮一把、
扶上马”。

软件谷管委会携手雨花台区委组
织部共同打造谷雨双创学院，采用

“1+3+N”培育模式，以软件谷双创服
务中心为平台，围绕企业不同成长阶
段，分别开设“谷雨培训营”“谷雨成长
营”“谷雨加速营”3个不同层级、不同

内容、不同要求的课程体系，同时通过
双创服务线上平台提供N项增值服
务，着力建设双创人才引进端口、服务
入口、评价窗口、培育平台。其中，培
训营针对拟申报南京市高层次创新创
业人才的企业及谷内初创期企业负责
人；成长营针对已经获得种子轮融资、
省、市高层次人才企业及上年营收达
300万元以上的中小微企业负责人；
加速营针对已获得A轮融资、上年营
收超1000万元的企业负责人。借助
专业化市场资源与知名导师阵容，在
战略规划、市场开发、产品研发、资金
运作、企业管理等方面提供精准指导，
力争培育出更多潜力大、高成长性创
新企业。

软件谷作为雨花台区国家双创示
范基地的核心区，谷雨双创学院也是导
入人才资源流量的入口。开营前，学院

通过遴选沟通、资料收集、调查分析、上
门走访等方式，筛选出61家企业加入
培训营、33家企业加入成长营、14家企
业加入加速营。三营齐开，总共108名

“好汉”正式入营！
“通过精准的课程设计和创业辅

导，帮助企业突破发展瓶颈，找准发展
定位，抓牢发展机遇，开启‘腾飞’模
式。”开营仪式上，软件谷管委会副主任
张海毅在致辞中表示，软件谷今年先后
出台《关于贯彻落实创新名城建设的若
干政策措施》和《关于完善“谷雨”创新
创业生态体系的若干政策》，进一步推
动双创载体提质增效，支持初创企业快
速成长。这些政策的出台，彰显了软件
谷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也展现了其
对企业培育的坚定信念。

为什么取名“谷雨”？背后还有双
重考量。其一，这是雨花台区与软件谷
的聚智惠企的“杰作”；其二，“雨生百
谷”，寓意播种幼苗、培育收获。锚定

“全面创新全域高新”新雨花建设，聚焦
“江苏数字经济创新中心”打造，可以预
见，通过谷雨双创学院这一平台的持续
培育，将有更多优秀的创业人才、领军
团队和创新项目从这里破土而出、乘风
破浪！

谷雨双创学院三营齐开——

108名“好汉”，入营！

本报讯（王志浩 李胜强）中秋、
国庆“双节”期间，江宁区汤山街道纪工
委开展作风建设专项督查工作，重点围
绕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落实情况、节日
期间易发多发“四风”问题及民生保障
工作等方面进行。

督查组通过深入农贸市场、宾馆酒
店、沿街商铺等公共场所，重点查看疫
情防控相关措施是否落实到位；通过调

阅商店超市、餐饮场所销货清单、发票
底联等，查看有无公款购买礼品、公款
吃喝等问题；通过查看各部门公务用车
封存现场，检查有无公车私用、私车公
养等问题。下一步，汤山街道纪工委将
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充分发挥
纪委监督执纪职能，把加强对纪律作风
建设的监督检查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
来抓，持续净化汤山政治生态。

汤山街道纪工委开展作风监督检查

本报讯（杜锐 侯玉林）近期，市
民曹先生通过投诉热线“12345”反映：
建邺区沙洲街道清荷南园小区3栋，有
业主在阳台养公鸡，每天早上公鸡打
鸣，让3栋业主不堪其扰。

接到投诉后，沙洲街道金穗花园社
区网格员立即协调物业工作人员，一同
前往3栋对养鸡扰民情况进行核实。

网格员和物业工作人员经过现场逐户
摸查，最终确定3幢2单元108业主，确
实在家私自饲养了公鸡。随后，网格员
和物业工作人员对该户业主进行了劝
导，告知其在小区饲养禽类，不符合城
市管理和卫生防疫要求。业主对饲养
公鸡给邻居造成的困扰表达歉意，并答
应于当日将家中所养的公鸡进行处理。

沙洲街道协调解决禽类扰民

近日，溧水区白马镇大树下村党
总支、大树下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
展“美丽庭院 你我共建”垃圾分类积
分宣传、兑换活动，此举增强了村民们
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提高分类投
放的积极性，进一步深化了美丽庭院
创建工作。

美丽庭院创建是美丽乡村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而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
让美丽庭院创建更加“靓丽”。积分兑
换活动一下子调动了村民对垃圾进行
分类的积极性，获得了村民们对垃圾分
类的认可和支持。此次创建垃圾分类
的标准以美丽庭院的整洁度为奖励机
制，奖品有电磁炉、吹风机、大米、沥水
篮等生活用品。 苏虞欣

积分兑换推进垃圾分类

本报讯（金涛 朱泉）国庆期间，溧
水区白马镇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2周年
群众性文艺汇演活动，由党员带头、少数
民族群众组建的“红石榴”志愿服务队，通
过演唱红歌、互动答题等丰富多彩的表演
形式进一步弘扬少数民族文化。

泼水节是哪些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
目前我国已经识别认定的民族共有多少
个、什么是民族团结？知识竞答环节，现

场群众、青少年踊跃争相答题，赢得奖品。
近年来，白马镇积极探索新时代文

明实践建设新模式、实践所、实践站、志
愿服务队三级架构，多视角、多渠道、全
方位引导各族群众积极参与到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中，通过广泛开展联谊会、茶
话会等联谊活动架起各民族相互合作的
桥梁，增进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沟通交
流，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溧水白马开展群众文艺汇演活动

□ 本报记者 朱泉 通讯员 蔡伟

21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实现销售
额3.83亿元，同比增长8.1%；

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6.53万人
次，增幅10.15%；

由旅游直接带动的餐饮、住宿、地
方特产销售等收入预计达3.83亿元，
增幅10.22%；

……
“十一”黄金周大幕落下，数据显

示，今年国庆期间，高淳区节日市场消
费红火，节日氛围浓厚，商贸、旅游市场
红红火火。

实际上，常态化疫情防控之下，大
众的休闲模式正深刻改变，以短时间、
近距离、高频次为特征的“微度假”旅游
行为深入人心，近郊游、乡村游备受游
客青睐。作为江苏省省级全域旅游示
范区，高淳以此为契机，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基础上，推出多元化旅游产品和服
务，满足游客的休闲娱乐需求。

多元业态释放消费潜能

为更好地迎接、服务游客，高淳各
地乡村旅游景区景点面对国庆旅游市
场竞相创新，不断丰富供给，留住乡愁，
留住游客。

逛吃逛喝逛高淳老街。来到高淳，
一定要到集商贸、饮食、风俗于一体的
高淳老街逛一逛，听一听吴侬软语，尝
一尝软糯糕点，买一个特色糖画，与铜
人合个影，一趟经典高淳之旅吸引着近
郊游旅客。

来自安徽省马鞍山的游客周思羽
说，这回是和爸爸妈妈还有舅妈一起
来的，先是吃了蟹黄包，然后又买了糖
画，这里的糖画很好看，找回了孩童时
的快乐。

红色旅游一直是高淳老街的特色，
这里有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旧址。10

月5日上午，来自江宁区的游客李华成
就被老街瑰丽的明清古建筑和深厚红
色文化所吸引。

“我们看到了充满古韵的明清建
筑，看到了背后繁荣的江南经济，也看
到了新四军一支队在这里的活动历
史。国庆假期带着孩子把书本上的知
识和现实的场景相结合，效果很好。下
午准备去买一点高淳土特产带回去。”
李华成说。

这个黄金周也是亲子度假游的好
时机，开业不久的固城湾景区的萌宠乐
园因集聚了可爱软萌的小动物，无疑成
了很多亲子游客的首选。

来自南京市溧水区居民俞先生告
诉记者，早上8点多钟吃过早饭就来
了，第一站到固城湾乐园，里面有个动
物园，就特意带小孩子过来看一看，这
边小动物品种挺多的，有梅花鹿、细尾
獴、小熊猫、小松鼠。晚上还在高淳定
了房间，住下来细细品味高淳味道。

被鲜花簇拥着的慢城吕家大草坪，
国庆期间举办了2021高淳国际慢城·
山花艺术节，十余位不同风格的艺术家
们在此汇聚，创作出多件大型户外装置
艺术作品，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感
受艺术的魅力。

此外，“全蟹出击固城湖螃蟹宴”、
游子山景区“弘扬国服，亲子同行”汉服
游园、老街的戏曲演出等精彩活动满足
了全年龄段的旅行需求，收获了游客的
一致好评。

体育产业与旅游业结合

10月6日到7日，2021南京帆船
公开赛暨高淳国际慢城帆船巡回赛在
高淳固城湖扬帆开赛。美丽的固城湖
畔，帆船与云影齐飞，来自省内外的
150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这里，上演了一
场湖上“速度与激情”。

高淳区代区长蒋冰在开幕式上

致辞时说，素有“最干净、最环保的运
动”之称的帆船运动，与高淳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理念高度一致。固城
湖大湖区拥有开展帆船项目的独特
优势，帆船运动也将成为高淳新的城
市名片。

上午9：30，“嘟！”随着起航汽笛
鸣响，2021南京帆船公开赛暨高淳国
际慢城帆船巡回赛拉开序幕，150艘
帆船驶向蔚蓝的湖面，掌舵、拉帆、起
航，选手们熟练操控，船帆鼓着湖风，
向着前方破浪而行。湛蓝的天空下，
点点白帆扮靓固城湖，帆船穿梭驰
骋、冲刺竞逐，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
的景象。

本次比赛旨在通过赛事引领，以
体促旅，全力打造水上赛事品牌，为第
二十一届高淳固城湖螃蟹节系列活
动，设有男、女青少年 ILCA 雷迪尔
级、ILCA4.7 级、OP 级、iBoat4 个级
别、11个项目比赛。适逢国庆，赛事
还在白帆上定制了国旗图案，以特别
的方式欢度国庆。

赛事举办地高淳固城湖属长江水
系，核心面积近30平方公里，自古为水
上交通要道，湖水清澈、水域辽阔，湖岸
风光旖旎，是天然的水上基地、帆船比
赛的完美训练场。

近年来，高淳积极探索“文体旅”融
合发展途径，奋力谱写健康中国高淳篇
章、聚力打造休闲体育名城，通过高淳
国际慢城马拉松等系列高水平赛事的
打造，逐渐打响了“美丽、活力、繁荣、幸
福”高淳的城市名片。

本次帆船比赛的举办，是高淳打造
水上赛事品牌、普及推广休闲体育运动
的重要展现，将为高淳建设帆船训练基
地、打造高品质水上运动中心，推动高
淳体育产业与旅游业结合注入强大动
力。未来，高淳也将以风帆为翅膀，展
示山水城市独特的魅力，实现赛事与城
市品牌的双向赋能。

紧绷防疫弦安心过好节

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如何保
证国庆假期安全、有序？人员流动大幅
增长的长假期间，如何做到休闲防疫

“两不误”？今年国庆假期，高淳区紧绷
疫情防控之弦，守好大门小门，保障群
众安心过节。

国庆假期正值高淳固城湖大闸蟹上
市，不少游客走进高淳品大闸蟹、住民宿、
赏秋景。在高淳区高岗村耕读公社，游客
纷纷体验手冲咖啡、米糕制作、磨豆浆、绘
画等研学艺术课程，参与“绿色生态路，活
力高岗行”秋季徒步活动，入住特色民宿。

耕读公社工作人员介绍，公社每天
消杀两次，并为游客免费提供口罩。“假
日期间，高岗村每天都有安全检查团检
查旅游安全、疫情防控工作，尽全力保
障游客安心游、放心游。”

高淳桠溪国际慢城内的吕家田园
驿站也迎来大批过夜游客。据了解，国
庆期间驿站内的住宿基本处于满房状
态。南京慢城松溪酒店有限公司高淳
分公司负责人王兵介绍，为进一步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驿站协调交警、城管设
立卡口，并安排包括本村村民在内的人
员24小时值班，保障游客安全。

国庆期间，高淳新晋网红打卡点固
城湾景区人气爆棚。景区紧邻高淳老
街、与固城湖一堤之隔，以高淳千年濑渚
文化渊源为根基，融合高淳独具优势的

“山水田”资源。固城湾景区一方面引入
高端度假酒店、潮流餐饮、生活集合店及
特色零售领域的领军品牌，塑造高淳第
一夜游目的地和时尚消费聚集区。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入口处，景
区管理中心安排了工作人员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并放置了防疫温馨提示。在检
票口，虽然人流量较大，但游客们都在通
过查验苏康码、行程卡测温正常且做好
个人防护的情况下，有序进入景区。

国庆黄金周高淳区旅游消费数据喜人

“文体旅”融合，释放全域旅游新活力

本报讯（仇屹珏 吴姗姗）日前，
南京未来科技城纪工委派员参加行政
第二、第三党支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
织生活会，助推专题组织生活会有效开
展，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参加监督单位民主生活会或专题
组织生活会是园区纪工委加强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情况监督检查、探

索加强政治监督工作的重要举措。这
一举措不仅为全面提升基层党支部组
织生活会质量提供坚强保障，也对加强
纪工委自身建设、推动园区纪检工作高
质量专业化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下一步，纪工委还将对组织生活会查摆
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再监督，适时提出监
督意见。

未来科技城纪工委参加专题组织生活会

今年，溧水区白马镇浮山村小籽花
生专业合作社喜迎大丰收，国庆期间村
干部、党员志愿者、专家们都忙着组织
村民采摘花生，享受丰收的喜悦。

近年来，浮山村党总支通过领办合
作社，进一步凝聚党员力量；通过支部
共建，优化科技兴农，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有效地带动村民增收。今年与江苏

省农机推广站、溧水区农业农村局合作
开展机械化试验示范项目，采用机械播
种，从开沟、起垄、播种到盖土，一气呵
成。目前，农机推广站与农业农村局四
位专家，正在采集不同播种量、不同垄
距、不同株距的花生产量数据。来年有
望通过提升种植技术、开展机械化作
业，实现花生高产。 苏虞欣

党建引领推动产业富民

近日，溧水区白马镇金谷社区党
支部组织社区网格员、居民小组长、居
民代表召开“向居民征求如何进一步
做好社区治理相关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居民议事会议，群策群力提升社区
治理效能。

会上，大家热情高涨、各抒己见，
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党员志

愿者将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一一进
行整理记录。虽然每个人的看法不
同，但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维护和
建设好共同生活的家园。此次活动共
征求到相关意见建议16条，帮助社区
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奏响了治理“大合
唱”，为小区的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苏虞欣

居民议事会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 本报记者 朱泉
通讯员 毛潇潇 金涛

10月10日下午，金色大地——葵
花田里的艺术展，在朱岗村30亩向日
葵花海中举行。蓝天白云绿地的映衬
下，一株株向日葵摇曳着动人的身姿，
仿佛一张张笑脸迎风招展，又像是一片
金色的海洋在荡漾流淌，让人好似沐浴
在阳光的温暖中，欢快的笑容与盛开的
向日葵构成了秋日里最美的一道风
景。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20日。

记者在现场看到，葵花田里搭建了
方便游人观赏的栈道，周边村落外墙涂
上了五颜六色的葵花墙绘，当地特色农
副产品展销吸引了不少游客。

最值得一看的是葵花田里的一幅
巨大喷绘，向日葵铺满整个画面，怒放
的张力跃然纸上。据了解，这幅画作名
为《秋意正盎然》，作者是国家一级美术
师，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中国工笔画
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特聘
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喻慧。喻
慧告诉记者，在去年疫情最悲伤的时
候，朋友们送了一些葵花。无意间的一
个俯视，盎然生命力扑面而来，更显欣
欣向荣，想传达的就是热爱生命、珍惜
生命的主题。

在现场这幅巨大的喷绘中，喻慧让
每一朵葵花都有了向阳向上的面貌，在
秋韵中更显独立绽放的力量。

当天还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沉浸式
演出，在滚滚麦浪的田园间，音乐家们
伴着虫鸣鸟叫、花草“呢喃”，演绎美妙
动听的田园合奏。有铿锵有力的非洲

鼓表演，有婉转动听的琵琶演奏《青花
瓷》，有慷慨激昂的合唱《我爱你中国》、
《冬天里的一把火》，有女高音《左手指
月》，还有五月艺术公社创作的合唱《金
色花海》。现场观众们不时发出阵阵喝
彩，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

从今年3月份，溧水区白马镇与喻
慧共同策划此次艺术展。受疫情影响，
该项目9月中旬才得以继续进行。短短
半个月的时间，朱岗村便铺起了栈道，支
起了花架，村子外墙刷成了马卡龙色。

葵花向阳，彰显永远的初心。在
1938年至1945年的8年间，新四军东

进苏南并在红色李巷这一带生活、战
斗、训练。

红色李巷是苏南抗战的指挥中心，
是从未丢失的红色堡垒，是一个个在战
火中淬炼的青春凝聚而成。以红色李
巷为中心，周边约5公里半径内，集聚
了较多的红色遗址遗迹。

白马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活
动，不仅活化了红色资源，营造红色李
巷周边战地黄花分外香的自然场景，更
是扩大了党史学习教育的主阵地，形成
以红色李巷为中心的串点成线、串景成
片红色资源集聚的新片区。30多亩具

有观赏性的葵花向阳而生，紧靠红色李
巷，与李巷红色初心契合，对进一步挖
掘红色文化资源，促进乡村振兴有着重
要意义。

以红带绿，红绿紧紧相衬。如今
的白马镇，已跻身江苏省百强名镇，高
质量发展的背后，离不开“红色”这张
亮眼的名片。“我们正积极整合资源，
努力实现红色李巷的率先振兴。以红
色文化融合其它产业，催生红色乡村
振兴的新模式、新理念，实现全镇乡村
振兴连片规模化发展。”白马镇相关负
责人说。

一心向阳，红色李巷葵花盛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