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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关于

进一步加快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清算工

作的通知》精神，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预

收款清算截止日期为2020年6月30日。凡

在市财政局缴纳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预

收款的建设项目，未办理专项基金返退结算

的，请按照苏财综[2008] 43号《江苏省新型

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

规定办理返退结算;对项目尚未完工和尚未

开工的项目，请提交相关说明材料办理登记

手续。对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办理的，该专项

基金预收款将全额上交财政。

办理地点:宜兴市建筑安装工程管理处

(宜兴市陶都路115号西附楼158)

办理时间: 2020年4月28日前

咨询电话: 0510-80762600

特此公告！

关于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返退结算的公告

宜兴市财政局
宜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3月28日

本报讯（记者刘思俊）昨天，
副市长周斌带领市特种设备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委员会相关单位负
责人，前往经开区、万石镇等地对
部分企业特种设备的使用和安全
情况开展督查。

当天，在位于经开区的江苏
雅克科技有限公司，周斌一行察
看了企业“五位一体”化工企业信
息化平台，实地检查了企业生产环
节中压力管道及反应釜的运行安

全情况。周斌表示，企业要继续加
大安全生产技改投入，利用安全生
产信息化建设切实提高企业安全
生产本质化水平。在位于万石镇
的宜兴北海封头有限公司，周斌对
特种设备运行及人员持证上岗等
情况进行了详细检查，并对相关行
业中叉车等特种设备的安全运行
情况提出了意见。

检查中，周斌要求，各地各相
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五个责任”，扎
实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
切实整改形成工作闭环；相关企
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严格规范安全生产管理流程
和制度，落实精细化管理，创新方
式方法，运用信息化等手段，推动
企业安全生产本质化水平提高，
切实保障特种设备安全情况稳中
向好。

本报讯（见习记者史思涵）
昨天上午，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五十五次主任会议。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斌、赵菊明、徐
志军、朱保强出席会议，党组成员
许兴城、陈国强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
环资城建工委关于2019年环境
状况与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的调研报告、内司工委关于
2019年全市依法行政工作情况
的调研报告、教科文卫工委关
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的调研报告、人代联工委关于
一季度人大片区工作例会情况
通报，还听取了“一府两院”关
于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和建
议办理情况的报告（书面）。会
议还讨论了土壤污染防治法执
法检查动员部署会方案、市十
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有关安排。

会前，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还
召开会议，讨论了有关人事任免
事项，以及2020年全市人大信息
宣传工作考核意见。

本报讯（记者张 胤）2020年第
六届环保创新创业大赛于日前启
动。该赛事自举办以来，共吸引来
自全国各地的700余个项目参与报
名，举办了超50场线下活动，前五
届共实现约6亿元融资落地，培育
了一批环保细分领域单打冠军、行
业新秀。

环保创新创业大赛由环科园与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共同主办，
今年的第六届大赛将通过细分领域
优秀人才、项目的召集、筛选、孵化，
充分发挥价值发现、培育辅导、助力
成长、融资对接以及宣传展示等功
能，真正解决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
面临的实际问题，实现技术与企业、
项目与资本的协同创新。大赛分为
装备制造、智慧环保、环境修复、水处
理科技、生物质能源、工业治理、防疫
治理等领域，通过项目招募、线上辅
导、项目筛选、行业分赛、年度总决赛
等环节，将持续至今年11月。

“连续举办环保创新创业大赛，
就是围绕环保事业创新、高质量发
展的目标，引导环保行业内外储备
的技术、人才、资本的创新势能持续
释放，更好服务于不断深化的生态
环境建设需求。”环科园管委会相关
人士介绍，5年来，通过年度大赛及
各类持续性专业服务，环保创新创
业生态圈已见雏形。值得一提的
是，自首届赛事举办以来，我市企业
始终踊跃参与。去年，江苏瑞鼎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的“化工废气（废
水）燃料化技术”项目、江苏碧诺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固体废弃物整
体解决方案”项目分获总决赛的一
等奖和二等奖。

本报讯（见习记者孙斐斐
等）连日来，市领导沈晓红、邱少
波、温秀芳、周峰带领市发展改
革委、自然资源规划局、行政审
批局等部门负责人，分赴各自调
研挂钩的重大项目，深入了解项
目建设情况，全力为项目推进排
忧解难。

4月9日，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沈晓红带队前往和桥镇，先
后调研了市和桥米厂有限公司、
市力高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等企
业相关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
项目推进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
相关问题。4月 16 日，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
任邱少波带队前往西渚镇、太华
镇，先后调研了亿康亚麻仓储物
流、中佳纸业合成革用离型纸、
水墨田园温泉度假酒店（四期）
等项目，详细了解企业项目进
展、发展前景及遇到的困难等情
况。4月17日，副市长温秀芳带
队前往新建镇，先后调研了宜兴

市和昌轧辊有限公司、江苏气研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相关
项目建设现场，为项目建设排忧
解难。4月18日，副市长周峰一
行前往杨巷镇，调研了无锡市润
坤牧业有限公司新建母猪扩繁
和生猪养殖场项目。每到一处，
市领导都要与项目相关负责人
沟通交流，详细了解项目进展、
审批验收、企业发展情况。

调研中，市领导指出，重大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各板块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
发挥作用，对项目推进中存在的
问题，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服务保
障，全力帮助企业解决，合力推
动项目顺利实施。同时，市领导
勉励广大企业要以项目建设为
契机，坚定信心，在确保疫情防
控安全的前提下，促进科创要素
集聚，加大项目建设力度，争取
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奋力推
动企业转型升级，为全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积蓄后劲。

市领导分赴各地
调研挂钩重大项目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五十五次主任会议

市领导带队督查特种设备安全

赶制出口订单忙赶制出口订单忙
4月17日，位于和桥镇的江苏新雪竹国际服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加

班加点赶制出口订单。今年2月以来，该公司引进6条生产线，转型生产民用一次性口
罩、防护服。目前，该公司日产口罩50万只、防护服 1万套，产品全部出口。

图为工人正在赶制民用一次性口罩。 （记者 蒋 瑜 摄）

第六届环保
创新创业
大赛启动

前五届共实现约6亿元融资落地

■■ 招聘要求招聘要求：：
岗位：厅堂服务专员1--2名 学历：本科以上学历
岗位要求：外形气质佳，好学上进；善微笑具亲和力，营销意识、沟通能力强。

近两年毕业生优先。
■■ 薪酬待遇薪酬待遇：：

1.底薪2500元，交五险一金，按绩效考核发放奖金；
2.年度考评择优由派遣制转为正式员工；
3.提供工作用餐及工作服。

工作内容：负责厅堂客户服务引流、考核基础营销指标。
工作地点：招商银行宜兴丁蜀支行
简历投递：yxzhoffice@cmbchina.com
联系电话：87611000
地址：招商银行宜兴支行宜北路70号

广告

无锡市润坤牧业有限公司
母猪扩繁与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无锡市润坤牧业有限公司委托江苏圣泰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
担我《无锡市润坤牧业有限公司母猪扩繁与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现该报告已经基本编制完成，按照《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的规定，现对该项目进行第二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母猪扩繁与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宜兴市杨巷镇欧林村
建设单位：无锡市润坤牧业有限公司
建设规模：企业租赁欧林村450亩土地建设母猪扩繁与生猪养殖

场，规模为年存栏种猪母猪5000头，年出栏仔猪10万头，投存栏商品猪
5万头。

二、公众意见表及报告获取方式
见http://www.yixing.gov.cn/doc/2020/04/10/845007.shtml。
三、公示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自行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进行填写，填写后交建设

单位或环评单位，也可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相关联系人邮箱
（http://www.yixing.gov.cn/doc/2020/04/10/845007.shtml）。

无锡市润坤牧业有限公司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5月20日上午9：30在新庄街道新源城市花园
物业大楼二楼招标室举行房产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新庄街道景湖人家D区/按套拍卖）：

特别说明：拍卖标的房产性质为安置房配套用房。拍卖标的无相关权证，具
体办理权证时间和方式，由相关部门另行确定。办理权证产生的相关税、费，按
照相关法律规定，由委托方和买受人各自承担。所有拍卖资产以现状为准。

二、报名登记及咨询展示：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进行咨询展示。有意向
者带好所需资料（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或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与复印件及公
章），在 2020年5月19日16:00前到江苏弘盛拍卖有限公司（宜城街道解放东路
235号）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竞买登记须交纳竞拍保证金每套20万元整，报名前
保证金必须汇入江苏弘盛拍卖有限公司（账户名：江苏弘盛拍卖有限公司，开户
行：农行宜兴城中支行，账号：10648201040014609），以实际到账为准。

详情咨询：18061532211 葛先生 18036892822 叶女士
江苏弘盛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2日

拍卖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房屋坐落
景湖人家D区103-6、7号

景湖人家D区103-10、11号
景湖人家D区103-12、13号
景湖人家D区105-1、2号
景湖人家D区105-3、5号
景湖人家D区105-8、9号

景湖人家D区105-10、11号
景湖人家D区105-12、13号
景湖人家D区105-15、16号
景湖人家D区105-19、20号
景湖人家D区105-21、22号
景湖人家D区106-3、5号

景湖人家D区106-10、11号

层数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建筑面积（㎡）
424.29
442.74
424.29
442.32
442.32
423.89
442.32
442.32
423.89
442.32
442.32
422.45
422.45

起拍价（万元）
262.64
272.73
262.64
272.47
272.47
262.39
272.47
272.47
262.39
272.47
272.47
253.43
253.43

本报讯（记者倪 晶）今年2月
底，市博物馆发布“征集令”，面向
全社会征集宜兴地区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见证物品。昨天，宜兴市
融媒体中心记者从市博物馆获悉，
眼下征集工作正有序开展，目前已
征集到近千件物品，将陆续扩充到
市博物馆的相关馆藏。

“征集启事发布后，一些市民
主动咨询，还自发送来了物品。”市
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说，第一件由市
民主动捐来的物品是11岁男孩谈

山川创作的彩铅画《湖北别怕 江苏
十三太保来了》。此外，市民们还
捐出了围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创
作的蛋雕、刻纸作品等。

眼下，市博物馆还在积极与市
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市卫生健
康委、市公安局、市档案史志馆等
部门单位联系，多渠道征集抗疫相
关物品。在市博物馆里，一张来自
市应急管理局森林消防大队的请
战书被妥善保管，上面有49名队
员的签字和红色指印。市人民医

院、市中医医院25名医务人员逆
行出征支援湖北，他们的请战书、
队旗、队服等物品，以及记录着在
武汉抗疫一线奋斗的相关文字、
影像资料，包括医务人员与家人
的书信等，也将有望在市博物馆
展出。此外，疫情期间，我市紧
急成立的 31 支在职党员突击队
的队旗，部分队员的衣服、帽子、
雨衣等物品也将捐赠至博物馆。
与此同时，市博物馆还与市教育局
达成了意向，向师生征集抗疫作

品，目前已收到部分师生创作的海
报、绘画等。

“我们计划精选征集来的物
品，适时推出一场专题展览，展现
宜兴人民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守护
大国与小家展现的精神风貌。”市
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征集
启事中写了捐赠活动至今年4月
30日截止，但结合国家文物局相关
通知及我市加强当代物证保存的
相关需求，这项征集工作将长期开
展，期待全社会踊跃参与。

请战书、衣帽、海报、画作……

市博物馆已征集
近千件抗疫见证物

本报讯（见习记者孙斐斐）
昨天，我市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
（扩大）会议召开，研究部署今年
我市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市领
导何晓进、周斌（政府）、周峰出
席会议。

根据会议部署，2020年全市
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将突出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我
市将因地制宜地推进12项食品
安全放心工程建设攻坚行动，包
括风险评估和标准管理专项行
动、农药兽药使用减量和产地环
境净化行动、食品加工小作坊整
治提优行动、校园食品安全守护
行动、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行
动、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保
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优质粮食工程”行动、进口食品
“国门守护”行动、打击危害食品
安全犯罪行动、餐厨废弃物处置
提升行动及“双安双创”示范引
领行动等。同时，我市还将加强
环节难点整治、检验检测能力建
设等，真正提升从农田到餐桌全
过程食品安全保障水平，逐步建
立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

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何晓进要求各成员单位要认清形
势、强化认识，持续增强做好食品
安全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
感，紧紧围绕“保障食品安全”这
个中心任务，聚焦重点、精准发
力，持续提升食品安全工作成效，
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强富美
高”新宜兴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今年将开展
12项食品安全攻坚行动

我市昨专题部署食品安全重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