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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融媒体中心旗下媒体平台
●宜兴日报；
●宜兴新闻、紫砂、生活、影视四个电视
频道；
● FM96.1宜兴交通台；
● 宜兴发布、宜兴日报、阳羡茶馆微信
公众号；
●宜兴发布、i宜兴客户端；
●宜兴融媒——宜兴新闻、醉宜兴抖音
号；
●宜兴网、陶都传媒网；
●户外路名牌、阅报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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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发出全省首份
早餐安全风险提示书

91天 4.20
聚溢融新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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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2020年5月19日

起点

5万起
历史参考年化收益率

%

1万起存4.80571天

封闭式净值型理财

%

业绩比较基准

成立日：2020年5月15日 到期日：2021年12月7日

募集期：2020年5月6日—2020年5月14日

（年化）

产品代码：A190604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87336260咨询热线： （工作日）或各营业网点
广告

至各网点办理

募集期：2020年5月13日—2020年5月19日

4.001万起存

宜兴专属理财

%187天

参考年化收益率

创鑫财富牛3号

咨询热线：80712687 80731111
地址：宜兴市氵九滨南路106号环科园分路口（8路、20路、101路公交可到）
节假日正常销售，即到即买，售完即止。

宜兴支行
YIXING SUB BRANCH

4.58%

广告

开放期：2020年5月13日至5月19日

1万元起
每半年开放申购和赎回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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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须谨慎

上期参考年化收益率

（参考期间：2019.5.23至2019.11.27）

本报讯（记者张 胤）5月12日
下午，市委书记沈建带领市水利局、
市公用产业集团、宜兴生态环境局、
市气象局等部门单位负责人，来到
丁蜀镇、新庄街道、周铁镇，实地检
查太湖蓝藻打捞处置工作。沈建强
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践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全省生态
保护引领区定位，坚持问题导向，强
化重点攻坚，扎实做好蓝藻打捞处
置等太湖应急安全度夏工作，努力
实现更高水平的“两个确保”。市领
导储红飙、周峰陪同检查。

我市地处太湖西岸，境内太湖
岸线长约48公里，受夏季东南风及
太湖湖体环境等自然因素影响，太
湖西大堤宜兴沿岸水域成为太湖蓝
藻重点集聚区之一。沈建仔细查看
了位于丁蜀镇乌溪港、八房港的两
处蓝藻打捞处置现场，详细询问了
蓝藻打捞处置能力、工艺和流程，并
听取了该镇主要负责人的相关汇
报。沈建要求，属地板块要充分认
清当前确保太湖安全度夏的严峻形
势，坚持科学治理、精准施策，切实
把蓝藻防治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做
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当前，及时打捞处置蓝藻，是太
湖安全度夏应急防控最有效的手
段。在位于新庄街道的官渎港蓝藻
打捞点，由工作人员自行设计的蓝
藻拦截设施正发挥着作用；在位于
周铁镇的符渎港蓝藻打捞点，工作
人员综合采取人工打捞、机械打捞、
水域围隔等形式作业。沈建对这些
创新举措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要
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健全工
作联动机制，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全
力做到蓝藻“日产日清”，合力推动
流域水质稳中向好、太湖水环境持
续改善。

沈建指出，今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战决
胜之年。下阶段，各级各相关部门
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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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下更大
决心、花更大气力做好蓝藻打捞处
置工作，把应急防控各项措施做在
前、做扎实、做到位，确保饮用水安
全、确保不发生大面积湖泛，推进
太湖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要进
一步务实工作举措，针对当前蓝藻
打捞处置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深入研究更具针对性的办法措施，
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加大巡测频度、备足装备物资、优化应急预案等
举措，动态掌握藻情，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全力打好蓝藻防治攻坚
战。要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
思想，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尤其是沿湖板块，更要担好属地责任，把
蓝藻打捞处置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常抓不懈，合力确保太湖连续十三
年实现安全度夏。

本报讯（记者刘思俊）5月
16日，由市人民政府主办、市
陶协承办的“中国陶都·陶醉
中国——宜兴紫砂艺术上海展”
将亮相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众多
宜兴紫砂名人名作，将给沪上广
大紫砂爱好者带来一场视觉盛
宴。目前，展览相关筹备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中。

宜兴紫砂，风流冠世，历久
弥新。它以无与伦比的造型装
饰艺术，赏用兼具的美学特质，

展示了内涵深蕴的艺术魅力和
紫砂文化，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
喜爱，已成为宜兴靓丽的城市名
片。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社
会安定、文化繁荣，为宜兴紫砂
行业的兴盛发展提供了对外文
化交流、互动、合作、创新的环境
与平台。此次“中国陶都·陶醉
中国——宜兴紫砂艺术上海
展”，是继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
间举办的“陶都风——中国宜兴
陶瓷艺术上海展”后，宜兴紫砂

艺术在上海的又一次专场展出。
据了解，本次展览遴选了20

位国大师、73位省大师、47位省
名人以及43位历届十佳、优秀青
年陶艺家近年来的得意之作。
他们的作品各具风格，或经典传
承，或有所创新，体现了紫砂陶
原料的独特性、紫砂制作技艺的
唯一性和紫砂茶文化的选择性、
与时俱进的社会性，彰显了他们
对紫砂艺术的追求、实践和匠
心。展览将持续至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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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工作动员部署
会召开，沈建要求——

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
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宜兴紫砂艺术展即将亮相上海

本报讯（记者倪 晶）昨天下
午，全市村级集体资金违规出借和
资产出租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
部署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周中
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
代理主任邱少波，副市长周峰出席
会议。

近年来，我市结合实际，探索
并深化“户户通”、E银通、会计代
理、清产核资、村级工程代建等工
作，完善“三资”监管体系建设，解决
了“三资”监管工作中一些突出问
题。此次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在全
市所有村（涉农社区），包括村（社
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中开展，将重
点解决村集体资金违规出借、拖欠
村集体资产（资源）出租租金、显
失公平的资金出借和资产（资源）
出租等问题，对长期挂往来账款
的应收未收款和不规范租赁合同
等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和整治，确
保村级存量欠款应收尽收、增量
欠款有效遏制、村级集体产权线
上交易应进尽进、村级资产租赁
合同合法合规，保障村级集体经
济持续增收，促进村级治理规范
化水平有效提升。

周中平指出，开展专项清理整
治工作是促进农村集体“三资”监
管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群众切身
利益、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之
举。全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高度
重视此次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围绕

“问题见底、分类处置、建章立制”
目标，形成强大的思想和行动自
觉，切实把握清理整治工作的原则
与要求，快速成立领导小组、工作
专班，紧扣目标任务、突出时间节
点，在操作上把握好“力度”与“温
度”，在处理上把握好原则和政策
界线，不断完善相关机制，形成“宜
兴经验”，以过硬的工作成效取信
于民、造福于民，为宜兴经济社会
发展营造更优环境。

提升农村集体
“三资”监管水平
我市启动专项清理整治工作

位于湖氵父镇的茶圣家园项目，是该镇倾力打造的宜居宜游、具有景区水准和水墨江南特色的拆迁安置
项目。目前，毗邻阳羡湖、总用地面积约300亩的一期项目281套新建住宅已经全部建成，预计6月完成交
付。图为5月13日，茶圣家园一期项目航拍图。 （记者 翟霄帆 摄）

茶圣家园一期项目预计下月交付

本报讯（记者张 胤）昨天，全
市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
量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会上，市
委书记沈建强调，全市各级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中央、省委和
无锡市委关于基层整合审批服务
执法力量改革的决策部署，切实抓
好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改
革，加快构建简约高效的镇（街道）
管理体制，为宜兴高质量发展夯实
基层基础、提供制度保障。市领导
张立军、周斌（人大）、梅中华、周中
平等出席会议。

沈建指出，推进基层整合审批
服务执法力量，是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实质就是镇
（街道）层面的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全市各级要充分认识到这
是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政
治任务，从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的政治高度，认识、谋划、推进这
项改革，确保中央和上级决策部
署在宜兴落地生根、见到实效；
要充分认识到这是破解基层治

理难题的有效路径，着力将尽可
能多的资源和服务、管理事权下
放到镇（街道），真正给基层解压
松绑、放权赋能，保证基层有人、
有权、有平台办事，从体制机制
上解决一系列治理难题；要充分
认识到这是服务群众、服务企业
的有效举措，从实际需求出发，
进一步提高镇（街道）各类组织、
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真正把
群众、企业关心的事情在基层办
好、在家门口办好、在身边办好，
以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

沈建强调，各镇（街道）和相关
部门要坚持正确方向，把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贯穿改革始终，始终聚焦

“便民利企”这一根本目的，坚持真
改实改、深改长改，确保改革方向
不偏离、任务不落空。要科学赋权
明责，相关部门要认真对照赋权清
单，应放尽放、及时下放，并加快建
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
管理体制，确保该放的权限放到
位、不卡壳、有保障。要调整组织
架构，镇（街道）要认真落实“1+4”

改革任务，加快机构调整、优化人
员配置，加强上下协同，确保部门
下放的权力接得住。要突出系统
集成，市镇两级要以互联网为基
础，以综合网格为依托，健全完善
综合网格治理和指挥调度体系，不
断提高镇（街道）治理能力和水平。

沈建要求，市机构改革领导小
组要加强组织领导、抓好统筹协
调，确保改革高效推进、按时完成、
改出实效。各镇（街道）要把这项
改革作为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党
（工）委书记要切实担起“第一责任
人”职责，亲自抓部署、抓协调、抓
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改革任务。
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落实既定改革
任务，对照赋权清单，应放尽放、及
时下放，对下放的权限在人才、技
术、资金、网络端口等方面予以支
持保障，并同步抓好培训指导、业
务支持、监督管理等后续工作。市
纪委监委要加强监督问效，推动各
级各部门严格执行政治、组织、编
制、人事、财经等纪律，确保改革有
力有序。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立军要

求，全市上下尤其是各个板块要迅
速召开专题会议，学习传达本次会
议精神，确保所有人员都能领会精
髓、吃透精神、把握实质、掌握要
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
和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为高质高
效推进改革提供有力保障。要坚
持以《实施方案》为纲，紧扣目标任
务、时序进度，聚焦重点难点、关键
环节，突出真改实改、务求实效，狠
抓压力传导、工作落地，强化守土
有责、协调联动，确保工作要求规
范严格落实到位。要始终聚焦“奋
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的努力方向，持续加大工
作统筹力度，协调推进改革、发展、
稳定各项工作，广泛凝聚市级、部
门和板块工作合力，全面提高改革
的系统性、集成性和有效性，切实
为全市发展大局提供新的助力和
支撑。

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余俊慧对《宜兴市推进基层整合审
批服务执法力量实施方案》进行了
解读；官林镇、徐舍镇、市行政审批
局作交流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