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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徐卿尧通讯员何逸王兴鹤

本报讯（见习记者杨 达）近
日，家住屺亭街道广汇花苑二期
的蒋先生，致电《宜兴日报》“民生
热线”反映，他所住小区有多处围
栏破损严重，已成为一些居民进
出小区的捷径，影响市容市貌不
说，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5月11日下午，宜兴市融媒
体中心记者来到广汇花苑二期，
在位于该小区靠近屺亭街道运河
路的一侧，找到了破损的围栏。
现场，本应该完整的金属栅栏却
因为缺失而形成了一个个大窟
窿，成年人可以轻松穿过窟窿进
入小区。记者粗略数了一下，像
这样的大窟窿，每隔几步就有一
个，共有10余处。其中最严重的
一处，已经形成了一个像模像样
的通道，也许是长期有人从此通
过，道路上留有明显的痕迹，且
还铺设了一个简易坡道供车辆通
行。在记者实地察看的半个小时
内，不断有居民骑着电动车、三轮
车等，从这个通道出入。“我是今
年3月份偶然发现这个情况的，
但具体是什么时候‘开’的门就不

得而知了。”蒋先生说，他发现这
个情况后曾跟小区保安反映过，
但至今仍未修理。

随后，记者将该情况反映至
屺亭街道广汇社区居委会，相关
工作人员表示，广汇花苑二期小
区围栏破损，一方面与年代长有
关系，另一方面则是跟居民的行
为有关。实际上，居民破坏小区
围栏的行为自小区建成之初就
存在，眼下广汇花苑一、二、三期
都不同程度存在围栏破损的情
况，其中广汇花苑二期尤为严
重。对此，社区也一直安排工作
人员在修理，不过过程并不简
单，金属材料订购后还要按原尺
寸切割再焊接，需要一定的时
间。“有时候刚修好，立刻又有人
破坏了。”该工作人员无奈地说，
部分居民为了进出小区少走几
步路，会趁晚上用切割机故意破
坏围栏。针对破损严重的小区
围栏，眼下居委会正在重新规
划，争取尽快修复。同时，计划
在相关区位安装监控设备，以此
规范居民行为。

小区围栏破损严重
居民忧心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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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市广汇实验小学少先队吕顺芳中队的30多名队员，在
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市博物馆，看望该馆的志愿者吕顺芳，吕顺芳则带
领同学们参观市博物馆，介绍相国牌坊的重建过程等，让同学们大开
眼界。

吕顺芳是“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江苏省道德模范。市广
汇实验小学少先队自2017年起创建了吕顺芳中队，旨在号召学生们学
习吕奶奶的无私奉献精神。 （通讯员 丁焕新 摄）

日前，宜兴市人民法院以挪用
资金罪、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
员受贿罪，一审判处无锡市某公司
法务与知识产权管理部原总监王颀
有期徒刑九年。因为赌博，从光鲜
亮丽的法学硕士，沦为流亡海外的

“红通人员”，后在国外无法生存又
潜逃回国，最终自首沦为阶下囚
……作为中央追逃办第二次发布的
50名“红通人员”中主动归国投案的
第一人，王颀的逃亡人生令人唏嘘。

法学硕士沦为“疯狂赌徒”

今年46岁的王颀出生于上海，
在某政法学院取得本科学历后，又
至英国就读法学专业硕士，毕业后
在上海一民办学院担任讲师。由
于能力出众，王颀曾多次跳槽。

2008年，王颀通过猎头公司，
来到无锡市某公司担任法务部经
理，凭借优秀的业务能力，不到一
年时间他就兼任了法务部总监。
那时，年轻有为的王颀拥有着同龄
人所羡慕的工作和收入，本应过着
安逸稳定的生活，但一次出差机
会，却让他的命运彻底改变。

2011年，王颀因工作需要出差
至澳门，便顺道在澳门赌场“试
水”，未曾想一开局便赢得了筹码。
赌场上的一时得意让王颀沉迷其
中，此后他便经常带着现金到澳门，
在赌场内一待就是两三天。最初，
王颀只是在赌场大厅玩乐，当他下
注的筹码越来越大后，被邀请至包
间消费，心态逐渐膨胀。在包间，
王颀认识了专门在澳门赌场从事
洗码、放码工作的李威（化名）。

在澳门，像李威一样从事洗
码、放码工作的人有很多，他们不在
固定的赌场工作，只要去开个账户，
把从各赌场签得的筹码提供给客
人，从中收取一定的佣金，客人赌赢
后帮忙兑换成现金，输掉则负责追
讨债务。2012年1月，王颀带着40
万元现金在澳门赌场输得精光，不

甘心的他想要扳回一局。于是，王
颀主动找到李威，向其借筹码继续
赌，李威了解其工作和职位后，爽
快地答应了他。但是，王颀却一下
子输掉了350万元。抱着搏一回的
心态，1个月后王颀再次来到澳门，
没有带现金，直接向李威借筹码，
妄想着靠赌博翻本。然而事与愿
违，他先后3次共计向李威借筹码
合计800余万元，都输得精光。

挪用资金填补赌债漏洞

从澳门回来后，王颀便遭到李
威的追债，加上赌场超期还款要加
收20%的利息，他要偿还的数额在
多次叠加后逼近千万元。为了追
回债款，李威来到了无锡逼债。慌
乱的王颀开始向亲友求助，但仅筹
集到50万元，相对于他所欠下的巨
额债务，根本就是杯水车薪。面对
巨额债务，王颀胆颤心惊，他开始
寻找借口转移公司资金、收受贿
赂，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

利用处理公司法律纠纷的职
务之便，王颀虚构相关民事诉讼需
要缴纳诉讼保证金等理由，于2012
年1月至5月间先后3次挪用公司
资金共计735万余元，再通过合作
律所的账户将挪用的款项打给李
威。同时，王颀还利用职务之便，
故意夸大相关工作所需的费用，并
通过合作律所虚开律师费发票至
公司用于结算平账，再通过在境外
取款或消费的方式套取公司资金，
将其中39万余元非法占为己有。

此外，被赌博蒙蔽心智的王颀，
对他人送来的财物来者不拒。许多
法律同行瞄准了他的这一“爱好”，
向他送礼以便拜托他在承接其公司
法律业务方面给予关照。被贪婪吞
噬心智的王颀，先后收受多人给予
的现金贿赂合计70万元。

多国流亡无果后潜回国内

2013年2月7日，两天后就是

除夕。正是那天，王颀得到公司面
临审计的消息，意识到自己挪用公
司资金的事情即将暴露，加之他还
欠李威200余万元无法偿还，慌忙
之中他只有一个念头：“跑！”因为
持有新加坡长期签证，王颀购买了
最近一班飞往新加坡的航班，开始
了他的逃亡人生。

春节假期过后，王颀没有按时
到岗上班，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
态。公司审计过程中也发现，账户
上有3笔款项共计735万余元不知
去向。2月27日，王颀所在的公司
向派出所报案。经公安部门调查
取证发现，王颀涉嫌利用其职务便
利将公司资金735万余元转移至其
控制的相关个人及企业账户。4月
9日，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决
定逮捕王颀，同年，公安部通过国
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

虽然出逃成功，但王颀的日子
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因为签证
的原因，他在新加坡短暂停留后又
匆匆赶到柬埔寨。恰逢柬埔寨政局
动荡，惊恐的王颀只好申请了越南
签证逃往越南。后来，为了彻底逃
离追捕，他在越南又申请了美国签
证，购买了去往美国的机票。但是，
飞机在韩国首尔中转时，王颀在候
机厅看着来往的人群，不禁想到家
中年迈的父母和94岁高龄的奶奶，
内心满是犹豫。“去了美国，可能就
回不来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王
颀选择留在韩国，在韩国的华人圈
靠着打零工维持生计。5个月后，因
韩国签证超期已久，担心因此被发
现行踪，王颀无奈又跑到东南亚，先
后在多名商人身边从事英语翻译工
作赚取生活费。不料，在此期间，他
意外遭遇抢劫，身份证、护照等全部
丢失，失去身份的他无处藏身，先天
性心脏病随之复发，想到在异国他
乡的各种遭遇，王颀不禁流下悔恨
的泪水，加之对家乡和家人的思
念，他开始想办法潜回国内。

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九年

2014年 6月，通过黑中介，王
颀跟随中国旅行团从广西边境偷
偷回到了国内，通过在路上拦车的
方式四处流浪。因身上现金所剩
无几，他只能在沿路的农家求宿，
生活十分艰难。

2018年6月6日，中央反腐败
协调小组国际追赃工作办公室发
布《关于部分外逃人员有关线索的
公告》，披露了50名涉嫌职务犯罪
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有关线索，
王颀因涉嫌职务侵占罪名列其
中。10天后，自觉无望的王颀来到
江西省福安县公安局，主动投案自
首。他也是中央追逃办第二次发
布的50名“红通人员”中主动归国
投案的第一人。

当年9月，经无锡市监察委员
会指定，宜兴市监察委员会对王颀立
案调查。2019年5月，宜兴市人民检
察院依法对王颀提起公诉。12月，
宜兴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王颀涉嫌
犯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非国家
工作人员受贿罪进行公开审判。

经审理，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王颀作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
人使用，数额巨大，超过三个月未
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
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
构成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非国
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应予数罪并罚。

庭审中，王颀对自己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最终，市人民法院判
决被告人王颀犯挪用资金罪，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犯职务侵占
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犯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
年。对尚未追缴的赃款，责令被告
人王颀退赔后发还被害单位。

从法学硕士“变身”赌徒，欠下近千万元赌债，后沦为流亡海外的“红通
人员”，在国外无法生存又潜逃回国，最终自首沦为阶下囚——

“疯狂赌徒”的末路逃亡

为进一步充实提升队伍力量，宜兴市金融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宜兴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根据
《关于宜兴市国资企业职工招聘管理暂行规定》（宜
办发〔2018〕29号）文件精神，以公开、公平、公正为
原则，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聘相关工作人员12名，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人数：
宜兴市金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招聘人数8名；
宜兴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招聘人数4名。
二、报考条件
1.政治可靠、作风正派，遵守法律法规和道德规

范，无治安、刑事处罚及其他不良记录；
2.身体健康，容貌端庄、气质良好，具有较强的

对外协调能力、业务拓展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独立工作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组织纪律观念和工
作责任心强，吃苦耐劳；

3.（1）A1、A5岗位招聘对象专业不限；A2、A3、
A4、A6、A7岗位招聘对象为具有三年及以上（在用
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满36个月）工作经历的社会人
员，其中具有相应法律职业资格、中级会计师、投资
基金从业资格证书的工作年限可放宽至两年（在用
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满24个月）；A8岗位招聘对象
为2020届毕业生。

（2）B1、B2、B3、B4岗位招聘对象为省属、市属
国有全资、控股企业、金融系统工作人员。

4.同时具备岗位简介表上各岗位要求的年龄、
学历、专业、职称、证书、工作经历等其他条件。

5.A1—A8岗位报考人员具有在省级及以上国
有企业、国内主板、创业板上市公司、基金投资公司
从事相关财务、投资、风控、法务等方面工作经历的，
可在笔试中加5分。

三、报考方式
（一）报考方式
现场报考。
（二）报考时间和地点
报考时间：2020年5月19日—2020年5月25日
（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1:00，下午1:30—

4:30。
报考地点：A1—A8：宜兴市金融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203室
B1—B4：宜兴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305室
（宜兴市教育东路18号洑溪河南岸D幢）。
咨询电话：0510-87929030(金发集团)，0510-

87350030（城投公司）。
（三）注意事项
1.报考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岗

位要求条件的证明材料（党员证明材料、英语六级证
书或成绩单、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职业资格证书、
职称证书等）及相关工作经历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
印件。

报考条件第3点中要求工作经历的，需提供社

会保险缴纳证明材料；岗位简介表中要求具有相关
工作经历以及符合放宽、优先、加分等政策条件要求
的相关工作经历的，需提供原单位盖章的书面证明
材料。

2.报考者须符合本公告规定的报考条件和要
求，如实填写《报考登记表》（详见宜兴人才网）。凡
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其考试和录用资格。

3.每人限选择1个岗位报考，各岗位开考比例1:1。
四、招考程序
（一）资格初审
按报考条件及岗位要求对报考者进行资格初

审。
（二）考试
1.第一阶段为笔试。A1岗位笔试内容为：党务

知识；A5、B4岗位笔试内容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常识判断、言语理解及表达、判断推理）和申论；其
他岗位笔试内容为：财会、金融、法律、证券投资等相
关知识。笔试成绩满分100分。笔试后，以成绩高
低按岗位招聘人数1:3的比例确定面试对象。

2.第二阶段为面试。面试成绩满分100分，最低
合格分数线为60分。

3.考试总成绩计算方法。按第一阶段笔试成绩
占40%、第二阶段面试成绩占60%，两者求和计算
出总成绩。

4.考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三）体检、政审
1.根据总成绩从高到低按岗位招聘人数1：1比

例确定参加体检人员，总成绩相同的，符合优先录用
条件的优先录用，如仍相同则通过加试（面试）确定。

2.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
行）》。体检费用自理。

3.对体检合格者，由招聘单位按照有关程序实施
考察；如有放弃体检或体检、政审不合格者，按考试总
成绩高低顺序依次递补（递补人员总成绩相同的，按
照本公告中确定参加体检人员的方式进行递补）。

4.未在规定时间参加体检者，视为自动放弃。
5.体检和考察都符合要求的，确定为拟录取人员。
（四）录用
对拟录取人员进行公示，公示结果不影响录取

的，办理有关录用手续。被录用人与对应招聘公司
签订合同，试用期2个月。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后，
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合格者，取消录用资
格。

五、纪律与监督
本次公开招聘工作，坚持贯彻“公开、平等、竞

争、择优”的原则，招聘工作信息将在宜兴人才网
（www.yxhr.com.cn）公布，咨询和监督举报电话：
0510-87929030，0510-87350030。

宜兴市金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宜兴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4日

2020年公开招聘公告
宜兴市金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宜兴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岗位
代码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B1

B2

B3

B4

公司

宜兴市金融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宜兴市金融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宜兴市金融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宜兴市金融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宜兴市金融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宜兴市金融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宜兴市金融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宜兴市金融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宜兴市城市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宜兴市城市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宜兴市城市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宜兴市城市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部门/子公司

党群工作部

风控合规部

投资发展部

资产管理部

综合部

宜兴市科发农村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宜兴市宜财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

投资发展部

投资发展部

财务金融部

综合部

需求岗位

党务岗位

风控管理
岗位

投资管理
岗位

资产管理
岗位

文秘岗位

客户关系
管理岗位

投资
管理岗位

储备
人才岗位

审计岗位

资产
管理岗位

财务会计
岗位

人力资源
岗位

招聘
人数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学历学位

全日制普通高校本
科及以上学历，并
取得相应学位

全日制普通高校本
科及以上学历，并
取得相应学位

全日制普通高校研
究生及以上学历，
并取得相应学位

全日制普通高校本
科及以上学历，并
取得相应学位

全日制普通高校本
科及以上学历，并
取得相应学位

全日制普通高校本
科及以上学历，并
取得相应学位

全日制普通高校研
究生及以上学历，
并取得相应学位

全日制普通高校本
科及以上学历，并
取得相应学位

全日制普通高校本
科及以上学历，并
取得相应学位

全日制普通高校本
科及以上学历，并
取得相应学位

全日制普通高校本
科及以上学历，并
取得相应学位

全日制普通高校本
科及以上学历，并
取得相应学位

年龄

35周岁以下
（1985年1月1日后出生）

35周岁以下
（1985年1月1日后出生）

35周岁以下
（1985年1月1日后出生）

35周岁以下
（1985年1月1日后出生）

35周岁以下
（1985年1月1日后出生）

35周岁以下
（1985年1月1日后出生）

35周岁以下
（1985年1月1日后出生）

25周岁以下
（1995年1月1日后出生）

35周岁以下
（1985年1月1日后出生）

35周岁以下
（1985年1月1日后出生）

35周岁以下
（1985年1月1日后出生）

35周岁以下
（1985年1月1日后出生）

专业

不限

法律类、经济
类、财务财会
类

商务贸易类、
经济类、财务
财会类

财务财会类、
经济类、审计
类

不限

财务财会类、
经济类、商务
贸易类

商务贸易类、
经济类、财务
财会类

统计类、法律
类、会计、会计
学、审计、审计
学

审计类

财务财会类、
资产评估、资
产评估与管理

财务财会类

高级文秘、人
力资源管理

岗位要求条件

1.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
2.从事过党建岗位的，在总成绩相同
的情况下优先录用。

1.具有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
事务所等机构从事风险控制岗位三
年（满36个月）及以上工作经历；
2.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在总成绩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用。

1.具有金融、投资、证券相关机构从业
一年（满12个月）及以上工作经历；
2.具有基金从业资格证的，在总成绩
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用。

1.具有综合办公室行政岗位一年（满
12个月）及以上工作经历；
2.获得经济、财会类中级及以上职称
的，在总成绩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
用。

1.获得国家或省级计算机等级考试二
级证书；
2.具有文秘或人力资源类岗位一年
（满12个月）及以上工作经历；

具有对公信贷岗位一年（满12个月）
及以上工作经历。

1.具有金融、投资、证券相关机构从业
三年（满36个月）及以上工作经历；
2.取得基金从业资格证。

1.具有国家英语六级证书或国家英语
六级成绩在425分以上；
2.获得国家或省级计算机等级考试二
级证书。

具有财务审计或工程审计三年（满36
个月）及以上工作经历。

1.具有金融、投资或证券相关机构从
业三年（满36个月）及以上工作经历；
2.具有证券从业资格证或基金从业资
格证。

1.具有财务三年（满36个月）及以上
工作经历；
2.获得初级会计师及以上职称。

1.具有文秘类或人力资源类岗位1年
（满12个月）及以上工作经历；
2.本岗位需从事文字材料撰写及人力
资源工作。

招聘岗位简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