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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公共场所讲修养，
不吸烟、
不插
队、
不抢座、
不大声喧哗、
不说粗脏话。
2
、
安全出行讲法则，
不闯红灯、
不逆
向行驶、
不抢道、
不随意变道、
不乱停乱
放、
不占用盲道。
3
、
净化环境讲卫生，
不随地吐痰、
不乱扔
烟头、
不乱丢垃圾。
4
、
文明用餐讲节俭，
不剩饭剩菜、
不

铺张浪费、
不劝酒酗酒。
5
、
商铺经营讲规范，
不乱设摊点、
不
出店经营、
不出售伪劣商品、
不随意张贴
广告。
6
、
爱护公物讲自觉，
不私自占用、
不
污损破坏。
7
、
爱我家园讲规矩，
不乱搭乱建、
不
乱挂乱晒、
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

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噪音扰
民、
不无绳遛狗、
不让宠物随地粪便。
8
、
保护绿化讲责任，
不毁绿种菜、
不践
踏花草、
不毁坏树木。
9
、
理性上网讲道德，
不信谣、
不传谣、
不造
谣、
不诋毁中伤他人。
10
、
观光旅游讲风尚，
不乱涂乱画乱
刻、
不乱扔杂物、
不毁坏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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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殷之情注笔端 翰墨飘香颂盛世
——
—“运河明珠·文明邮都”
高邮市书画作品晋省展侧记
! 记者 管玮玮

秦邮文化，
翰墨飘香。4日上午，
由市委、
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文广新
局承办的“运河明珠·文明邮都”高邮市书画
作品晋省展在江苏省现代美术馆隆重开幕。
在南京工作的高邮籍领导、艺术家与我市相
关部门负责人、
60多名书画爱好者等欢聚一
堂，共同“品味”这一独具邮都人文风情与特
色的文化盛宴。展览现场，
一幅幅书画作品或
大气磅礴，或端庄雅致，或精巧秀丽，洋溢着
浓郁的文化艺术气息。

精美画作赢得各方赞誉

精心筹备为晋省展打好基础
当天上午，尽管美术馆外寒风凛冽、细雨
蒙蒙，但举办高邮市书画作品晋省展的 2号
和 3号展厅内却是人潮涌动、暖意融融。75
幅装裱一新的精品书画作品，吸引了众人的
目光。许多在南京工作的高邮籍书画爱好者
闻讯提前赶来，
先睹为快。
“
‘运河明珠·文明邮都’高邮市书画作品
晋省展是我市继今年 4月份举办的‘邮驿路
运河情’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之后承办的又一
次大型书画展览活动，是第二届高邮文化艺
术节重点文化活动之一。为了将其办成充分
展现高邮独特文化魅力和书画最高艺术水平
的展览，我市各相关部门按照市委、市政府的
要求，
前期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
现场，承办
方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早在今年 9月份的
时候，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等部门主要领导就
与省文联进行多次交流，对本次书画展的展
出时间、展出场地等进行多轮商榷，最终拿出
了一套详细而周密的活动方案。此后，我市又
通过媒体报道、网络推送、专家邀约等多种渠
道，面向全市书画爱好者征稿。最终，承办方
收集到了百余幅各种形式的书画作品。经过
精心遴选，
专家们从中选出了 64幅优秀书画
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高本次书
画展的展出效果，我市还特别向高邮籍或曾

经在邮工作过的优秀书画名家发出邀约，争
取他们的支持。一些书画名家不仅提供了高
水平的艺术作品，还亲自参加了当天书画展
的开幕式。”市文联负责人表示，前期细致周
密的筹备，有力地确保了本次晋省展取得理
想的效果。
以“工匠精神”打造高质量书画展
记者在现场看到，两个展厅内陈列的书
画作品有硬笔书法、毛笔书法、国画、油画等，
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了一座宏伟的“艺术殿
堂”。据市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展览得
到了广大书画爱好者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
与，在短短几十天内，他们就送来了许多风格
各异作品。此次参展的这 75幅作品中，仅绘
画作品就有油彩、水墨、素描、工笔等多种形
式，并且大部分作品都经过精细的装裱，十分

上档次。更令人震撼的是，展出现场并没有拘
泥于场地面积和作品规格大小进行展台分
类，而是按照所创作的内容和整体美学效果
进行展出布置，从而在有限的空间内营造出
了不拘一格的艺术观感。
“这幅巨幅水墨画《中国大运河高邮明清
古道》是龚定煜老师精心创作而成，作品将高
邮被列入世界运河遗产的镇国寺塔、大运河、
明清运河故道等 3个重要景点的精妙之处充
分呈现出来，周边是风光旖旎的运河景物，真
是经典之作；陈景国老师创作的《向前向前向
前》，其明亮的色彩、生动的构图无不让人从
中感受到少年儿童活泼率真的天性。”市美
术家协会主席房林说，透过这一幅幅精美的
画作，大家不仅可以领略到高邮作为一个国
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而且可以真切地
感受到近几年来高邮文化艺术人才队伍的成
长与壮大。

以“工匠精神”用心打造的本次书画作品
展也赢得了各方嘉宾的盛赞。
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罗一民观看完展览
后开心地说：
“我曾在高邮工作和生活过一段
时间，高邮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
优秀人才辈出的地方。现在我作为嘉宾，应邀
前来参加这场书画展的开幕式，在观看了这
么多反映高邮风貌特色的画作后，感觉非常
震撼。这些年，高邮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持续
重视文化建设工作，不断加大力度培养优秀
文艺人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这样的做法
难能可贵，值得其他地方学习与借鉴。”
江苏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王建表示：
“此次书画展所展出的所有作品
不仅有温度、接地气，而且内涵丰富、形式多
样。美术作品气势恢宏、意境深远，书法作品
笔墨酣畅、简洁流畅，全面展示了高邮美术书
法事业的新境界。我衷心希望高邮以此次展
览为新的起点，团结引领广大艺术工作者，继
续坚持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充分挖掘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内涵，推出更多融合高
邮元素、体现江苏风格、展现中国精神的精品
力作，为推动江苏文艺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扬州市文联主席仲衍书表示：
“此次展览
是高邮进一步打造文化品牌，展示高邮文艺
形象，推动高邮文艺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举
措。
此次展出是近年来高邮市文艺工作者精选
题材、努力创作的精品佳作的一次集中展示，
每幅作品都充分体现出作者对祖国、对家乡、
对时代的挚爱之情。
希望高邮市文联继续发挥
文联组织新时期的职能，
搭好平台，
做好服务，
引导和鼓励艺术家们不断创作精品，
弘扬和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高邮文化软实力，为高
邮高质量发展造势聚力。”

高邮灯具产业——
—

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 薛金平 耿加贵 高新宣

照明产业是高新区三大特色主导产业之一，也是高邮
独具特色和竞争优势的支柱产业。近几年来，高新区积极
谋求传统产业的涅槃重生，走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使高
邮灯具照亮神州大地。2018年预计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开
票销售同比增长 19.
1%，
照明灯具企业可增长 26.
9%以上。
跑出高质量发展新速度
照明产业经过 42年发展，生产企业近千家，从业人员
近 4万人，年销售近百亿，涉及灯杆、灯具、光源、表面处
理、
配件加工、安装服务等户外照明灯具的整个产业链。产
品包括高杆灯、中低杆灯、庭院灯、工矿灯、隧道灯、景观
灯、广告灯、交通信号灯等 10多个系列。灯杆在全国市场
占有率 70%左右，
整灯在全国市场点有率达 40%左右。同
时，
产品还销至东南亚、
中东、欧洲、
非洲等地区。LED等已
基本替代了传统光源，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品正在成
为户外照明的主角，大数据支持的智能控制、智慧灯杆新
应用方兴未艾。先后获得“中国路灯制造基地”
“国家生态
原产地保护产品”
“ 国家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示范区”
“国家火炬高邮智慧照明特色产业基地”
“中国产学研合作
创新示范基地”
“ 江苏省两化融合试验区”
“ 江苏省特色产
业集群”
“江苏省知识产权试点园区”
等荣誉。
2017年规上灯具企业销售增幅 81.
3%，高于全市平均
增幅 50%，拉动全市规上企业 6.
9个百分点的增长；入库
税收增幅 77.
9%，高于全市平均增幅 37%。销售过亿元灯
具企业 22家，一年净增 13家。江苏承煦电气集团年销售
增幅 192.
3%，
龙腾照明集团有限公司年销售增幅 137.
2%。

谋求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推动产品转型。过去高邮灯具企业都做灯具、灯杆，
现
在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首先，在物联网、信息技术的大趋
势下，引导企业积极向高利润且前景更好的智能照明转
型；面对美丽中国、全域旅游、夜游经济、会议经济等新机
遇，充分发挥高邮户外灯具产业具有制造、施工、安装、维
护和资质等优势，加速跨界融合，向景观灯方向发展。
推动市场拓展。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给高邮灯具产业
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时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
施的建设都离不开照明的助力，而高邮灯具产品水准又适
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要求。近年来，高新区积极
引导灯具企业抢抓机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鼓励企业多
参展多展示。例如，去年光亚展上，高邮企业集中布展
1070平方米“高邮灯具馆”，今年将扩大到 2040平方米，
近 30家企业参展。同时，还集中参展了 2017年香港秋季
灯饰展和今年春季灯饰展，
组团参加了迪拜照明展。承煦、
龙腾公司参加 2018年法兰克福灯饰展等。他们正在以更
宽的视野开拓国内外市场。
推动投资方式转变。从过去依靠有限的自我积累向引
进资本、产业基金转变。企业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成长往往
缓慢，过去高邮企业基本上是挣多少钱做多少事，从无到
有慢慢积累，没有集资也没有欠款，但容易错失发展良机。
因此，我们引导具有条件和内涵的企业利用自身的优势，
吸引一批实力雄厚的上市公司、世界知名企业加入进来，
通过联姻、入股、控股、兼并等方式组成更有竞争力的联合

体，以谋求企业自身上市，争取资本市场的支持，借力发
展。同时，积极推动企业管理转变。重视品牌、专利、
标准、
设计以及管理人才和操作技工的引进和培养，在内涵管理
上下功夫。
擦亮高质量发展新名片
为把高邮灯具产业培育成为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竞
争力强的品牌产业。高新区正在打造值得消费者信赖的灯
具品牌——
—“高邮灯具”
，提升高邮灯具产品形象和声誉，
从而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高邮不仅是“中国路灯制造基地”，
也是“路灯精品制造基地”
。为培育“高邮灯具”品牌，高新
区潜心谋发展，先后申请了“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标
志、注册“江苏省集体商标”、符合标准的企业加贴了“高邮
灯具 +企业品牌”标识、制定了协会联盟标准和“高邮灯
具”品牌使用管理办法。在商标注册方面，
高邮灯具产业集
群品牌培育基地自 2009年经省级认定以来，目前已拥有
注册商标 1700余件，其中驰名商标 4件，省著名商标 18
件，扬州市知名商标 35件。工商部门先后为高邮市灯具企
业注册商标 196件，企业商标持有率位居其它行业之首。
同时，通过多方宣传促进了品牌的推广，使品牌化建设更
有力度，
产品更具竞争力，市场更具话语权。

创业创新 高邮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