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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拼搏时，青春恰自来！

导读

该产品未与任何中介机构合作，除正常贷款利息外绝无任何附加费用！
详询南京银行宜兴支行或陈经理80712685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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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4月30日，全渠道授信期内首次用款可享年利率5.58%

全线上无纸化 最高可贷30万 授信期限最长3年

（仅限用款期限在一年期及以内的贷款） 91天 4.30%

财溢融新客

87912287咨询热线： （工作日）或各营业网点
广告

期限

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理财非存款，投资须谨慎

募集期：2020年4月22日—2020年4月28日

起点

200万起
历史参考年化收益率

91天 4.30%
期限起点

100万起
历史参考年化收益率

财溢融提升

· 宜兴网：http://www.cnyixing.cn 新闻热线：（0510）87981161 广告热线：（0510）87981540 ·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主任：张益强 总编辑：芮占良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09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202804800028·

习近平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强调

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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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 胤）4 月 23
日，市委书记沈建主持召开市委常
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长吴政
隆在无锡调研时的讲话以及省太
湖水污染防治委员会第十三次全
体（扩大）会议暨太湖安全度夏应
急防控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
市太湖安全度夏度汛工作。

会议指出，4月15日至16日，
省长吴政隆现场调研指导无锡太
湖安全度夏应急防控工作，并在无
锡召开省太湖水污染防治委员会
第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充分体
现了省委省政府对无锡太湖治理
工作的高度重视、有力推进。4月
16日，无锡市委书记黄钦主持召开
常委会会议，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了
省委书记娄勤俭批示、省长吴政隆
讲话精神，并就太湖安全度夏工作
提出了“要认清形势的严峻性、提
升举措的精准性、强化工作的协同
性”三方面要求，为我们抓好各项
防控工作、确保太湖安全度夏明确
了要求、提供了指导。宜兴作为无
锡治太工作的主阵地，要认真贯彻
上级相关部署要求，从早从实抓好
应急防控，系统施策加强太湖治
理，确保太湖实现安全度夏度汛。

会议要求，要以更高站位深
化太湖治理工作。全市各级要扛

起政治责任、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到宜兴地处太湖上游、流域
下游的特殊区位，认识到太湖水污
染治理的艰巨性、复杂性，坚持把
太湖治理作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建设全省生态保护引领区的重
中之重、刚性任务，认真落实上级
各项治理要求、目标任务，进一步
突出控源截污这个主导工程，突出
太湖安全度夏度汛这个当务之急，
统筹抓好河道清淤、蓝藻打捞、防
汛抗旱等工作，牢牢守住“确保饮
用水安全、确保不发生大面积湖
泛”的底线，推动治太工作取得更
大成效。

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确
保太湖安全度夏度汛。要加快排
查水源地周边环境污染风险，实时
监控自来水原水、出厂水和管网水
水质，进一步提升自来水预处理、
深度处理能力，切实做好水量调度
工作，保障饮用水不受污染，确保
供水安全达标。要加大蓝藻、湖泛
巡查巡测频度，用好卫星遥感技
术，动态掌握藻情状况，备足人力、
装备、物资，优化完善应急措施，确
保蓝藻日产日清。同时，要用好已
有项目和技术，及时将蓝藻处理
到位、不发生二次污染，确保不发
生大面积湖泛。要系统做好调水

引流、排水除涝等处置工作，及时
消除风险源、打通堵塞点，筑牢守
好太湖宜兴流域生态防汛的安全
堤坝。

会议要求，要以更强担当凝聚
工作合力。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牢
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坚决服从市
级统一指挥调度，各司其职、密切
协作，合力交出太湖安全度夏度汛
过硬答卷。沿湖板块要切实担起
属地责任，坚持把太湖安全度夏度
汛摆在重要位置常抓不懈，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特别是党政一把手
要负起首责，做到亲自部署、亲自
协调、亲自督办。生态环境部门要
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牵头抓好太湖
安全度夏和治水工作；水利部门要
履行好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职
能，统筹做好蓝藻打捞、防汛安全
等工作；公用事业部门要全面落实
供水保障各项举措，确保全市供水
安全；气象部门要做好气象监测和
天气预报工作，为科学决策、应急
管理提供依据；其他部门要立足本
职、积极配合，凝聚治太工作强大
合力。

会议审议通过《宜兴市优化
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0》《关于开
展工作作风监督检查优化营商环
境的意见》《关于深化落实“三项

机制”激励干部新担当新作为的
若干措施》。会议要求，全市各级
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个
个代表宜兴营商环境，人人参与
营商环境建设”的理念，履职尽
责、实干有为，全力推动宜兴高质
量发展。要深化思想认识。各级
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把握优化营
商环境的重要意义，坚决贯彻上
级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
求，并把优化营商环境与强化作
风建设结合起来，与激励干部担
当作为结合起来，切实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在优化营商环境、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
作用。要加快推进落实。市发展
改革委要进一步细化分解“行动
方案”确定的任务，科学制定评价
考核办法，推动各相关部门单位
履行责任、扎实工作；各相关部门
单位要针对政务服务、开办企业、
用电用水用气等营商环境建设的
薄弱环节，精准施策、加快改进，
努力取得新的突破。要加强工作
保障。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
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要强化联动
协作、加强跟踪问效，开展指导督
促、制定配套措施，确保“行动方
案”落细落实。

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研究部署我市太湖安全度夏度汛工作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 通

讯员路 敏）日前，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认定10人为“江苏特
级技能大师”，111人为“江苏技
能大师”。其中，我市张宏文被
认定为“江苏特级技能大师”，范
泽锋、吴奇敏被认定为“江苏技
能大师”。

本次认定的“江苏特级技能
大师”此前曾获得“江苏大工匠”
称号，“江苏技能大师”此前曾获
得“江苏工匠”称号。今年2月，
省政府发文表彰“江苏大工匠”
和“江苏工匠”获得者。根据相
关规定，“江苏大工匠”获得者，
直接认定为“江苏特级技能大
师”；“江苏工匠”获得者，直接认
定为“江苏技能大师”。获奖者
原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晋
升一级，其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的，经江苏省高层次和急需紧缺
人才高级职称考核认定委员会
考核认定，可直接晋升正高或副
高级职称。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强高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顶尖人才队伍

不断壮大，先后培养3人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有3人获得“全
国技术能手”称号，1人获得“江
苏大工匠”称号，7人获得“江苏
工匠”称号。本次被认定为“江
苏特级技能大师”的张宏文为江
苏国信协联能源有限公司的电
气专业高级工程师、首席技师。
自1986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以
来，长期坚守在维修电工岗位一
线，从一名普通电气检修工，逐
渐成长为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公
司电气首席工程师、国家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领头人。张宏文利
用大师工作室这一平台，开展技
能革新，拥有四项发明专利，并
为公司培养了一大批高技能人
才。范泽锋、吴奇敏为扎根乡土
的陶艺家。前者来自宜兴爱宜
艺术陶瓷有限公司，后者来自宜
兴紫砂工艺厂。在多年陶艺生
涯中，两人坚持在制作技法、造
型艺术上进行创新，创作的多款
紫砂壶作品获得业内褒奖，并吸
纳了大批村民、学生学技就业，
反哺行业。

“江苏特级技能大师”和“江苏技能
大师”认定

我市三位技能人才受表彰

4月18日，位于官林镇的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从芬兰麦拉菲尔公司引进的我市第一条35kV
超高速交联生产线正式投产。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超1.5亿元，由4条超高速交联生产线和4条高速交联生产
线组成。

图为4月20日该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通过专业仪器，随时掌握产品各项参数。
（记者 翟霄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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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小长假近了
放心游还需人人尽责

本报讯（记者倪 晶）昨天下
午，市政协十五届三十八次主席
会议召开，视察城市精细化管理
工作情况，并开展专题协商。市
政协主席梅中华，市政协领导莫
克明、吴伯荣、洪雅、吴青峰、芮
俊燕、钱伟兴、唐群峰等出席会
议。副市长马钟陪同视察。

与会人员实地视察了宜城
街道岳堤广场户外广告综合整
治及天禧广场市容秩序精细化
管理等工作情况，并听取了市城
管局汇报的我市城市精细化管
理工作情况。近年来，市城管局
围绕街容街貌、场站市容、施工
工地、户外广告、临时占道、停车
秩序、违法建设等7大类、28个
项目，通过多轮商议完善，建立
健全了城市管理“宜兴标准”体
系和模板，并研究出台了涵盖行
政处罚程序、现场执法标准、自
由量裁基准等内容的城市管理
执法“宜兴标准”等。对城市的
精细化管理，推动宜兴的2019年

度文明城市和社会文明程度测
评指数在全省63个县市区中均
位列第二。今年1月1日起，我
市在相关重点区域全天候禁放
烟花爆竹。围绕这一新要求，市
城管部门又进一步优化工作，截
至目前共依法查处违规燃放行
为29起。

协商讨论中，与会人员就进
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提出了积极的意见和建议。梅
中华充分肯定了市城管部门践
行使命、实干奋进，为推动城市
品质形象“双提升”作出的积极
贡献，并希望市城管部门能立足
高点定位，积极践行“善管良治”
新理念；能坚持守正创新，巩固
深化“严管精治”新成果；能凝聚
各界合力，加快构建“协管共治”
大格局，以全新姿态和优异业绩
争当推进宜兴市域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力军”，不
断擦亮文明宜兴“新名片”、增强
区域发展“软实力”。

市政协召开主席会议
专题视察协商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

本报讯（记者刘思俊）昨日，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从无锡市宜兴
生态环境局获悉，以空气质量指数
（AQI）统计，三月我市城区环境空
气达标天数为31天，达标天数比
例为100%。其中，全市各镇（园
区、街道）细颗粒物（PM2.5）较一
月、二月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天蓝了！空气干净了！”今

年以来，对于空气质量的改善，不
少市民都有直接感受。今年一季
度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显示，在
91天有效监测天数中，我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为84天，空气质量
指数（AQI）达标率为 92.3%，与
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11.2%；细颗
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38.7微
克/立方米，相比 2019 年同期下

降25.7%。
陶都的好空气来之不易。近

年来，我市深入推进“蓝天保卫
战”，大力开展化工行业安全环保
整治提升、整治“散乱污”企业、集
中整治船舶、船舶加油站和港口码
头大气污染问题等，进一步落实烟
花爆竹禁放、餐厨油烟整治、秸秆
综合利用等相关措施，尤其是作为

环保职能管理部门的无锡市宜兴
生态环境局，不断创新思路、强化
举措，开创环保绿刃专项行动和环
境监测大数据分析运用等工作新
模式，逐步改善全市空气质量。下
阶段，我市将以更大力度攻克环境
突出问题，以决战决胜的信心和决
心，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和污染
防治攻坚战。

三月我市空气质量百分百达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