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防疫情 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抓发展 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
Yixing DailyYixing Daily

22版版

20202020年年44月月2323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值班编委值班编委：：贾俊康贾俊康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王凌珏王凌珏 组版组版：：徐徐 鹏鹏 视觉视觉：：陆陆 乐乐 校对校对：：沈沈 艳艳 电话电话：（：（05100510））8799241687992416 EmailEmail：：yxrbxmt@yxrbxmt@163163.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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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批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于5月22日进行资产拍卖拍租，
特此公告。

一、拍卖拍租标的：
1、和桥、徐舍供销社部分店面拍租；（江苏卓艺拍卖有限公司）
2、高塍房管所2楼拍租；杨巷供销社仓库拍租；（无锡欣荣拍卖有

限公司）
3、宜城供销社阳泉西路烟花仓库拍租；徐舍房管所鲸塘老街直管

公房1套（江苏金威拍卖有限公司）
4、万石镇西园2期房产拍卖；万石石材城部分商业用房拍租；和

桥、丁山房管所6套非住宅公房拍租（江苏益德拍卖有限公司）
5、春莱花园地下车位拍卖（益德、弘盛、佳丽）
6、岳堤南苑16幢店面，和桥镇和新西侧108号房屋，宜城人民南

路230—232号店面，迎宾路43号店面拍租（江苏和信拍卖有限公司）
7、市妇幼保健院店面拍租（江苏卓越拍卖有限公司）
二、本次拍卖活动，（报名参拍者必须全程戴好口罩，扫码（锡康

码）+测体温，填写途径地查询证明和疫情防控期间进入公共资源交易
现场人员承诺书），万石镇房产拍卖保证金3万，其他拍卖拍租保证金
5000元，一份保证金只能交易一个标的物（报名前保证金必须进入宜
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保证金专户）：

名 称：宜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账 号：3202230621010000016308
开户行名称：江苏宜兴农商行南郊支行
三、拍卖时间：2020年5月22日上午9：00。
报名时间：报名截止至2020年5月21日下午4：30（工作日，以银

行进账单为准）。
报名地址：宜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大厅产权交易窗口
详情请见宜兴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产权交易信息，网址：http://

www.yixing.gov.cn/yxztb/
拍卖公司：
无锡佳丽拍卖有限公司 18061508027
江苏卓艺拍卖有限公司 15061721768
无锡欣荣拍卖有限公司 13901535926
江苏金威拍卖有限公司宜兴分公司 13506156057
江苏益德拍卖有限公司 13616152881
无锡市阳羡拍卖有限公司 18061532211
江苏弘盛拍卖有限公司 13901538085
江苏和信拍卖有限公司 13706158739
江苏卓越拍卖有限公司 13901530085

资产拍卖拍租公告

本报讯（见习记者徐卿尧 通讯
员柳 杰 马正烨）日前，市人民法院
依法判决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案件。该案件因适用新的城乡
统一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原告获
赔偿额较此前的标准增加了1万余
元。这也是自3月20日江苏省高级
人民法院公布实施《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以来，我市首例适用
新标准判决的民事案件。

2018年 12月，家住丁蜀镇的
杨某在过马路时，与沈某驾驶的轿
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杨某受伤。
经市交警部门认定，沈某负事故全
部责任，杨某无责任。经诉前司法
鉴定，杨某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
但是，双方无法就赔偿问题达成一
致意见。2020年2月18日，杨某将
沈某及承保事故车辆的保险公司
诉至市人民法院，要求两被告共同
赔偿其各项损失138664.03元。

3月25日，市人民法院道交庭

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经审理，
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财产
权受法律保护，杨某因交通事故受
到损害，依法有权获得赔偿。根据
事故认定，沈某负全部责任，且沈
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
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杨某因本次
事故产生损失，应由保险公司在交
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予以赔付。

庭审中，双方对事故发生的事
实、责任认定和司法鉴定意见均无
异议。但在残疾赔偿金标准的适

用问题上，保险公司要求按照2018
年度江苏省常住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47200元/年计算，结合伤
残等级，共计94400元。但根据最
新出台的《方案》中关于残疾赔偿
金统一标准的规定，杨某可获赔的
金额为52460.16元/年，结合其伤
残等级，共计104920.32元，获赔偿
额比此前的标准增加了1万余元。
最终，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
判决，由被告保险公司赔偿原告杨
某各项损失122764.03元。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宜
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昨从市委宣
传部获悉，第八届“书香宜兴”读
书节暨书香集市惠民活动启动仪
式将于4月25日下午2点至4点
半，在城区蛟桥河步行街举行。
届时，15个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

和社会组织将通过15项惠民活
动，将“书香礼包”送到群众手中。

“书香宜兴”读书节是我市
精心打造的阅读品牌，已成功举
办了七届。本届读书节启动仪
式由市委宣传部和市全民阅读
活动领导小组共同主办。今年

的“书香宜兴”读书节将重点开
展书香集市惠民活动，市档案史
志馆、宜兴新华书店、惠人书友
会等15个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
和社会组织参与其中。

本次活动涵盖惠民书展、绿
植换图书等15项惠民活动，活动

无门槛，人人可参与。现场，将
优选近年来的畅销图书千余册，
为市民提供特惠购书等服务，同
时各展位也有扫码赠书、现场荐
书、有奖答题等各类活动。市民
可用图书交换绿植，也可准备绿
植交换展位上的图书，用于交换
的图书以文学名著、少儿读物为
主，文学杂志、人文地理杂志皆
可，二手书也可。活动现场，市
民还将欣赏到宜兴市摄影家协
会的主题摄影展和“陶都有爱·
战‘疫’有我”儿童画汇展。

我市首次适用
城乡统一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判案

当事人获赔偿额较此前标准增加1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倪晶）近年来，
各类诈骗呈现高发态势，如何更
好帮助市民防骗？日前，市公安
局高塍派出所积极动员辖区企
业，共同组建“萤火虫”反诈联盟，
推动全警反诈向全民反诈转变。

今年3月以来，高塍镇发生的
刑事案件中，七成是各种形式的诈
骗案件，对当地百姓财产安全造成
危害。防诈骗宣传成为基层防范
工作的新重点，需要动员更多社会
力量共同参与。为此，高塍派出所
成立“萤火虫”反诈联盟，决定联盟
成员先以企业为突破口，试点动员
镇区首批7家企业推选优秀职工，
由高塍派出所领导及副中队长一
对一挂钩联系，开展集中辅导及个
别指导，成为反诈联络员。派出所
民警会经常搜集一些官方发布的

关于反诈骗方面的案例通报、防范
技巧，反诈知识等内容，通过线上
分享、线下进入挂钩企业宣讲等形
式开展宣传，反诈联络员则协助民
警通过多种平台，扩大对企业员
工、周边居民等的宣传。

“我们将与更多的企业、村、
社区形成联动，吸纳更多人加入

‘萤火虫’反诈联盟，扩大反诈知
识宣传面。”高塍派出所刑侦副
所长高健说，未来，“萤火虫”反
诈联盟还将根据各类诈骗案件
的高发人群，有针对性地开展宣
讲，同时根据真实案例，编制小
视频、小节目等，开展形式多样
的宣传活动。在做好宣传的同
时，高塍派出所也将依托联盟，
收集诈骗案件线索、摸清受害人
情况。

推动全警反诈变全民反诈

高塍“萤火虫”反诈联盟成立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
是书香能致远。今天是

“世界读书日”，为推进全
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激
发广大市民的读书热情，
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连
日来，宜兴新华书店举办
了各类特色图书专展，大
大丰富了市民的精神世
界。图为4月22日，市民
正在宜兴新华书店内挑选
书籍。

（见习记者 鲍祎珺 摄）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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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本报讯（记者李 震 通讯员
杨 文）昨天，宜兴市融媒体中心
记者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
悉：眼下，104国道洑东段亮化工
程建设已近尾声。该工程全部
完工后，整个104国道宜兴段将
实现“全线亮灯”（如图）。

104国道宜兴段是我市重要
干线公路之一，也是苏南地区往
浙江方向的重要通道。从2007
年起，我市对该道路分段实施了
快速化改造，进一步提高道路等
级和通行能力。路况好、车速
快，再加之该道路部分路段未安
装路灯，不仅造成过往车辆、群
众夜间出行不便，还存在较大安
全隐患。对此，去年起，我市先
后启动了104国道新街至徐舍
段、洑东段的路灯亮化工程建
设，其中，新街至徐舍段亮化工
程已完成。而洑东段路灯亮化

工程涉及范围为北起104国道原
洑东收费站附近、南至江浙省界
界牌附近，道路全长约7100米。
在道路段的照明建设中，该工程
主要于道路中分绿化带或一侧
绿化边分带内设置路灯，设置间
距约40米；在桥梁段，出于不破
坏桥梁的防撞墙且实现照明的
考量，主要在桥梁护栏上安装
LED灯具。

“除了桥梁的部分灯具外，
其他路段路灯已完成建设并亮
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
人员表示，该工程道路段路灯照
明光源主要选用了250瓦的高压
钠灯。这是由于在雨雾特别是
大雾天气，高压钠灯具有穿透力
较强，具有照明范围广等优点。
此外，工程还配备相关节能装
置，可以在后半夜时自动调低功
率，以达到节能效果。

104国道宜兴段将实现“全线亮灯”
洑洑东段亮化工东段亮化工程近尾声程近尾声

将“书香礼包”送到群众手中
“书香宜兴”读书节暨书香集市惠民活动即将启动

遵循新发展理念 解决突出民生问题
（上接1版）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带着情怀干，带着群众干，形成解
决突出民生问题的强大合力。要
知冷暖、讲实际情况，要懂政策、

讲明白话，要有思路、讲科学方
法，沿着新发展理念的指引，聚焦
民生关切，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收
获更加殷实富足、富有品质的“强
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成果。

图片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图片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是全省首批县级融媒体中心。为加强中心人才队伍建设，经研究，决定招聘下列专业人才，欢迎有志之士踊跃报名。
一、总体要求
1.年龄在28周岁以下（1992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含应届毕业生）；
3.政治素养较高，身体健康，工作敬业，热爱媒体事业，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和吃苦耐劳精神；
4.有两年以上新闻从业经验者优先。
二、招聘职位、要求
1.摄像记者
（1）人数：5名；
（2）性别：男性；
（3）专业：摄影、新闻摄影、影视摄制、新闻学、汉语言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等相关专业；
（4）有较强的新闻敏感和写作能力。
2.全媒体记者
（1）人数：3名；
（2）性别：男女不限；
（3）专业：新闻学、汉语言文学、传播学、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学、法学等相关专业；
（4）有较强的新闻敏感和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较强。
3.编导
（1）人数：1名；

（2）性别：男女不限；
（3）专业：新闻学、汉语言文学、传播学、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影视编导、网络传播、影视摄影与制作、影视摄制等相关专业；
（4）熟悉影视的剪辑与合成，能熟练掌握两套以上软件。
4.新媒体编辑
（1）人数：1名；
（2）性别：男女不限；
（3）专业：新闻学、汉语言文学、传播学、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影视编导、网络与新媒体、网络传播、新媒体与信息网络、影视

摄影与制作、影视摄制等相关专业。
三、报名须知
1.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0年5月6日，法定工作日上午8:30—11:00，下午13:30—17:00。
2.报名地点：宜兴市融媒体中心人事科（宜兴市人民南路广电大厦1301室）。
3.报名时请注明招聘职位类别，每人限报一类。
4.联系方式：电话：（0510）88566730、88566026。邮箱：47136854@qq.com
5.报名时请携带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或学信网学籍证明资料，应届毕业生请携带学生证或在校证明）、近期2寸免冠彩照1

张、个人简历等。所有证件原件报名后即退回。
四、考录程序
所有应聘者经笔试、面试、实操、体检综合考评后录用。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
2020年4月10日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招聘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