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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十田书画展开展
将持续到 8 月 14 日，市民可到市文化馆参观
本报讯（记者 张冰）8 月 10
日，
“ 匠心之城——走进克拉玛
依·陈十田书画展”在市文化馆
（新）开展。
陈十田是我国著名书画大
家吴悦石先生的入室弟子，中
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研究
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它山书
院中国画研修班导师，曾被评
为当代最具学术价值和收藏潜
力的画家。其作品被多家美术
馆、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出版有
《墨档案》
《一生是土》
《行中问
道》
《陈十田书画印》等。
此次画展将持续到 8 月 14
日，展出陈十田 110 幅以花鸟山
水为主题的书画作品。其作品
取材广泛，贴近生活，风格奇崛

清逸、潇洒旷达。
除了我市本地百余名书画
艺术家和爱好者，北京、安徽、
四川等地书画艺术界的同行也
特意来到我市参展。
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
显坤说，陈十田在新疆生活过
十多年，对新疆这个第二故乡
有着深厚的感情。陈十田多次
来过克拉玛依，或办班授课、或
进行艺术交流，为繁荣克拉玛
依书画艺术积极奔走。举办此
次展览，不仅让市民能够近距
离欣赏陈十田的书画艺术特
色，同时也为我市的文化艺术
界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对提
升我市的文化品位、促进文化
融 合 ，打 造 匠 心 之 城 、文 化 之
城，和谐稳定的高品质之城起

■生活信息

到了推动作用。
新疆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李志顺表示，陈十田师
承著名书画大家吴悦石先生，
但是他“师于古而不拘泥于古，
师 其 意 而 不 师 其 迹 ”，为 人 率
直、真诚，热爱生活、关爱朋友，
这些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出
来，正如古人所谓“书为心画，
字如其人”。
“这是我第三次到克拉玛
依，虽然这座城市建市不长，但
这是一座匠心之城、诗意之城。
此次展出的作品均是我这两年
创 作 的 ，承 载 了 齐 白 石 、吴 昌
硕、吴悦石先生的画法和画风，
希望能借此机会和克拉玛依的
文化艺术家们互相交流、学习。
同时，也感谢克拉玛依市领导、

文化部门、企业家、书画爱好者
以及我师弟徐忠新的大力支
持。
”
陈十田说。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
勇，市文体局调研员刘伟，克拉
玛依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唐跃
培，新疆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
洪林，新疆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陈伯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书
法家协会主席孙峰出席了开幕
仪式。
据悉，
此次画展由市文化体
育局、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克
拉玛依日报社主办，
新疆成和天
利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皓泰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宇飞国
际渔业有限公司、
新疆云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克拉玛依市大雅
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协办。

现场尝美食，
还有机会中奖

“十大美食”
品尝会门票售罄
本报讯（记者 青山）8 月 9
日下午，三联房地产·迎宾花园
“克拉玛依十大美食”暨“克拉
玛依名小吃”颁奖仪式及展示
品尝会门票已经售罄。
据悉，该颁奖仪式将于本
月 16 日 20 时在喜海湾酒店举
办，届时 100 道“克拉玛依十大
美食”和 20 道“克拉玛依名小
吃”将集中展示，购票市民可以
品尝百道美食。

聚焦
名小吃评选

本次活动承办方负责人徐
红 说 ，这 次“ 克 拉 玛 依 十 大 美
食”暨“克拉玛依名小吃”评选
活动是我市规格最高、范围最
广、影响力最大的一次美食评
选活动，因此许多市民想集中
品尝这些美食。
市民杨朵伶是一名美食爱
好者，但是因为工作原因错过
当大众评委的机会，当她看到
“十大美食”品尝会出售门票的
消息时激动不已，立即为自己
和家人购买了 3 张门票。
A+號餐厅在本次评选活动
入围“十大大盘鸡”名单，品尝
会现场，该餐厅不仅会带来 5 份
大盘鸡，还准备了 150 份小龙虾
免费品尝。
A+號餐厅负责人尚辰说，
自

己是克拉玛依本地子女，
从事餐
饮行业一年多来一直在推广和倡
导健康餐饮的理念，
这次能获得
“十大大盘鸡”
的称号也说明了市
民对自己健康餐饮理念的认可。
“让市民免费品尝小龙虾是
为了教会市民在这个季节如何
吃小龙虾。
”
尚辰说，
现在许多市
民吃小龙虾都是把虾头扔掉只
吃虾尾，
但是这个季节应该吃虾
头里的虾黄，
因为虾黄中富含对
人体有益的天然虾青素。
此外，
活动现场不仅有美味
佳肴，还有精彩的歌舞表演、刺
激的比赛和激动的抽奖环节。
比
赛环节共有三轮一对一喝啤酒
比赛和喝牛奶比赛，
凡是参与比
赛者均有奖品。
购票市民入场后
保留好票根，
活动现场将分多个

时段进行抽奖，
中奖率颇高。
本次美食颁奖仪式及展示
品尝会由市委宣传部和市旅游
局主办，克拉玛依日报社承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克拉玛依
区餐饮行业协会和克拉玛依红
果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协办。
支持单位有克拉玛依四川商会
和酷粉靓面。
活动的赞助商有：秀蓉椒
麻土鸡店、阿凡提架子肉、美滋
丽 凉 皮 、马 晓 飞 凉 皮 、黄 鹤 凉
皮、金芳凉皮、馕王、哼姥姥包
子铺、胡塞哨子面烧烤店、主玛
椒麻鸡拌面店、乌尔禾区老疆
川凉皮、海楼抓饭、尚品味道斑
鱼火锅、克拉玛依面艺世家主
题餐厅、古榆树丸子汤、A+號餐
厅、认真痴餐厅、香鹅庄。

克区
“最美”
将进入
组委会评审阶段
本 报 讯 （记 者 朱 芸 通 讯 员
朱莉） 截至目前，克拉玛依区级
“最美克拉玛依人”的网络投票环
节已经结束，评选工作将进入评
审阶段。
8 月 3 日至 6 日，“克拉玛依区
零距离”微信平台启动了区级
“最美克拉玛依人”网络投票活
动，共有各街道推荐的 73 名候选
人参与评选。
4 天时间里，该投票页面访问
数高达 32.4 万人次，得到有效票
数约 13.3 万，全市掀起了“学习
最美克拉玛依人、争做最美克拉
玛依人”的热潮。
网络投票数量将在一定程度
上作为区级“最美克拉玛依人”
的评选参照。其中，网络投票占
总分值的 30%，街道推荐占 20%，
组委会评审推选占 50%。也就是
说，最终评选结果将采取街道推
荐、网络投票和组委会评审相结
合的方式，从而选出区级“最美
克拉玛依人”。
最终，克拉玛依区将评选出区
级“最美克拉玛依人”20 人，并从中
筛选出 10 名事迹突出者作为市级
“最美克拉玛依人”的候选人。

最美

评选
克拉玛依人

讣 告
原新疆石油管理局矿建
处离休干部王克昌同志（享受
副处级生活待遇），因病医治
无 效 ，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 逝
世，享年 93 岁。

2017 年度克拉玛依市
“1150”高层次人才引进公告
为抢抓“一带一路”发展机
遇，全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上
的“匠心之城”，促进各类高层次
人才汇聚克拉玛依市，现全面实
施高层次人才“1150”引进工程，
特向海内外征集、引进优秀的专
业技术人才，
创新创业人才、
项目
及团队，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引进对象和重点领域
围绕克拉玛依市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面向海内外引进具有
扎实专业技术和广阔视野，从事
科研、教学、医疗卫生、工程技
术、石油石化、金融、信息、旅游
等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为克拉
玛依所急需的高级经营管理人
才、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学
科技术带头人；以及拥有较好产
业化开发前景的专利、发明或专
有技术的创新创业人才、团队。

主要扶持政策和相关待遇
按照《克拉玛依市关于落实深
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十五
条措施》，
实施克拉玛依市高层次
人才
“1150”
引进工程。即每年通

过一条快捷的人才引进“绿色通
道”
，
一套简便的
“联席会议，
一事
一议”
工作机制，
面向海内外重点
引进至少50名高层次人才，
并可享
受以下待遇：
（一）基本待遇
1、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最高可
享受15万元安家费，5万元/月岗
位津贴，200平米以内租房补贴。
2、对有住房需求的，提供
一套不低于 100 平米的周转房；
对有购房需求的，待服务期满后
可直接赠予一套不低于 100 平米
的住房或给予 15-150 万元的购
房补贴。
3、对参与国家和自治区重
大科研项目、重大工程或建设项
目攻关，解决重大技术难题的高
层次人才及团队，取得国家、自
治区级科技成果鉴定证书的，分
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30万
元。对进入院士、博士工作站工
作的学科带头人或者博士，给予
每人每年 20 万元和 10 万的项目
研究和生活资助经费。
4、解决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
及子女择校入学手续。
引进的人才

其配偶在职的，
可办理随调手续，
对口安置；
配偶没有工作而要求安
排的，
由人社部门协调落实就业岗
位。
子女入学，
可择校就读。
5、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优
先推荐作为市委、人大、政
府、政协四套领导班子成员的
联系服务对象。优先推荐担任
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二）社会事业领域人才待遇
引进的社会事业领域高层
次人才在享受基本待遇的情况
下，
还可享受以下人才待遇：
1、引进到事业单位的高层
次人才不受编制限制，根据本人
意愿即可入编。
2、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最高可享
受15万元安家费，
5万元/月岗位津
贴。
同时，
还可不受本地工资水平限
制，
实行效益工资、
协议工资、
项目
工资和年薪制等多种分配方式。
（三）创新创业人才待遇
引进的创新创业人才在享
受基本待遇的情况下，还可享受
以下人才待遇：
1、按照克拉玛依市创新创
业鼓励政策享受创业场地免

租、贷款贴息等相关待遇。
2、引进创新创业人才缴纳
的个人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
每年
年终由财政以奖励形式补贴本人。
3、带项目来克拉玛依市的
创新创业高层次人才，视项目
情况给予 100-1000 万元创业或
科研启动资金；入驻企业孵化
基地并提供工作场所，免除租
金三年；提供 20-100 万元的创
业担保贷款全额贴息；以技术
成果入股投资的，不限作价入
股上限；对高层次人才创办的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流动资金不
足的，符合担保条件的，可优
先给予最高 4000 万元的资金担
保；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在不
超过第一大股东股份的前提
下，不限额度的对创办企业给
予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支
持，且可增资扩股；对获得国
家科技部、自治区科技厅 （含
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资助的企
业，经有关评审程序，分别给
予上级资助资金的 30%-100%的
配套资金支持，单个项目配套资
金最高为 1000 万元。

申报和认定程序
申报入选克拉玛依市高层次
人才“1150”引进工程的人才（团
队），采取以下方式进行确定：一
是评定方式，主要程序有：申报、
资格审查、
组织考察、
人才引进联
席会评定、
公示、
发文等环节。二
是直接认定方式，
如入选国家
“千
人计划”
“万人计划”同等条件层
次的领军及高端人才，可选择直
接认定的方式，不需要参加评定
等环节。
以上申报长期有效。具体可
登陆克拉玛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 局 网 站（http：
//srsj.klmy.gov.
cn/）进行政策查询或表格下载。克
拉玛依市高层次人才
“1150”引进
工程由克拉玛依市委人才办负责。
联系部门：中共克拉玛依市
委人才办
联 系 电 话 ：0990- 6887142，
6888712
电子邮箱：
klmyrcb@163.com
中共克拉玛依市委人才办
2017 年 8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