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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
——《宜兴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工作方案》亮点扫描

91天 4.20
财溢融新客

期限起点

1万起
历史参考年化收益率

%

87912287咨询热线： （工作日）或各营业网点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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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2020年6月9日

鑫悦享1912三个月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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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广告

开放期：2020年6月3日至6月10日

1万元起
每季度开放申购和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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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8至2020.3.25）
本报讯（记者赵 辉）日前，

国家农业农村部中国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公布了“最美绿色食品
企业”名单，我市粮油集团大米
有限公司光荣上榜。

此次评选旨在加大绿色食
品宣传力度，培育绿色食品市
场，提高绿色食品影响力。经过
企业申报、省级审核推荐、中心
会审、专家审查、社会公示等程
序，全国共遴选出154家“最美
绿色食品企业”。据悉，这154

家企业都持续获得10年以上绿
色食品标志使用权，且规范使用
绿色食品标志，严格遵守绿色食
品管理制度，建立了完善的绿色
食品全程质量控制体系，近10
年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保持
100%。

市粮油集团大米有限公司
早在 2000 年就被国家相关部
门确定为大米标准样品定点生
产单位，并连续多年被评为全
国大米加工“50强企业”，产品

远销美国、加拿大等20多个国
家和地区。近年来，该公司积
极发挥自身优势，架好龙头企
业连接农民与市场的桥梁，在
引领水稻种植户致富的同时，还
把产业越做越大。目前，该公司
已形成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吨
的规模，产品覆盖山东、北京、
上海等10多个省市，其注册的

“隆元牌”大米成为“中国名
牌”大米，在全国享有较高的知
名度。

中国“最美绿色食品企业”名单出炉

市粮油集团大米有限公司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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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 胤）近日，市
委书记沈建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扩
大）会议，听取我市防汛防旱及太
湖安全度夏应急防控、蓝藻打捞处
置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阶段
工作。

会议指出，防汛防旱事关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
稳定发展。今年以来，李克强总
理对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重要批
示，省委、无锡市委对防汛防旱工
作作出专题部署，为我市开展工作
提供了有力指导。目前，在市防汛
防旱指挥部的牵头下，各级各相
关部门在落实责任制度、配齐防
汛物资、建强抢险队伍等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

会议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
未雨绸缪、做足准备，抓早抓实防
汛防旱各项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要科学防范应对，加强气象预测预

警，提高精准度、延长预见期，掌握
防御主动权；要强化对现有水利工
程的运行管理，充分发挥其防灾减
害作用。要突出工作重点，聚焦圩
区、建设工地、居民集中区等重点
地块、区域和节点，加强易涝区域
分析和实时监测，扎实做好安全防
护和排水除涝工作；要加强水库塘
坝安全管理，严格落实调度方案，
确保库塘水位安全可控。要提升
应急能力，在加强应急抢险专业队
伍建设的同时，加快建设防汛应急
工程，确保防洪安全和城市正常运
转；要完善转移避险、应急救援、抗
旱供水等方案，切实提高灾害应对
和处置能力。要强化协同配合，市
防汛防旱指挥部要统筹协调、指导
督促，推动防汛防旱两手抓、两手
硬；各级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以
行政首长负责制为重点的各项防
汛责任制，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合

力确保安全度汛。
会议指出，宜兴一直是治太工

作的主阵地、主战场。在全市各级
共同努力下，省、无锡市太湖治理
任务扎实推进，去年蓝藻处置两项
工程建成投运，太湖连续12年安全
度夏。今年以来，全市各级继续把
实现太湖安全度夏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全力保障“两个确保”度夏目
标，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同时必
须清醒认识到，当前太湖藻型生境
条件尚未根本改变，而且综合气象
水文条件，存在藻情、汛情“双碰
头”的可能。

会议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忧
患意识，扎实做好太湖安全度夏应
急防控、蓝藻打捞处置等工作，努
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两个确保”。
要坚持科学应对、健全防控机制，
密切关注藻情及水质动态变化，

进一步完善太湖蓝藻打捞处置、
太湖湖泛巡查应急、蓝藻藻泥后
续处置工作预案，健全蓝藻打捞
处置情况反馈机制，上足人力物
力、科学合理调度、加强沿湖各板
块工作联动，确保蓝藻“日产日
清”，不发生大面积湖泛。要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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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完善全市供水应急预案，确保饮
用水安全保供。要坚持标本兼
治、统筹各项工作，深入实施控源
截污工程，深化“河长制”管理，高
效完成省、无锡市年度太湖治理
目标，推动入湖河道水质稳中向
好、太湖水环境持续改善。要加
大督查力度、严肃问责追责，进一
步优化、创新工作体制机制，为水
污染防治、太湖安全度夏应急防控
各项工作夯实保障。

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

扎实做好防汛防旱及太湖
安全度夏应急防控、蓝藻打捞处置工作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部署

本报讯（记者张 胤）昨天，市
委书记沈建带领市农业农村局、发
展改革委、自然资源规划局、财政
局、供销总社、科技局、统计局等部
门主要负责人，前往周铁镇、芳桥
街道，专题调研粮食生产工作。沈
建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
述，按照上级决策部署，坚决落实

“六保”任务，聚焦聚力推进农业产
业强市，全力以赴做好保障粮食安
全、增加农民收入、加快“三农”补
短板等重点工作，为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
有力支撑。市领导裴焕良、周峰参
加调研。

近年来，我市上下紧紧围绕粮
食生产发展目标，积极应对各类极
端天气条件、病虫害危害，以强农
惠农政策为抓手，加快推进粮食生
产设施和农机装备建设，大力推广
绿色高质高效技术，实现粮食生产
水平不断提升。位于周铁镇王茂
村的市稻麦良种繁育基地，担负着
我市粮油种子安全保供重任，基地
建设单位市金穗种业公司集种子
繁育、试验、示范、生产、加工和销
售于一体，年生产销售稻麦良种超
250万公斤，拥有产权水稻品种2
个。在一片绿油油的秧田内，南粳
系列、武粳系列等30多个水稻品种
的秧苗长势喜人。沈建一行查看
秧苗长势，详细询问品种应用、布
局规划等相关情况。当看到水稻
机插秧侧深施肥技术，实现肥料

“一次施用，分步释放”，从而提高
利用效率、减少肥料流失，沈建对
此给予肯定。他希望，该基地要进
一步提升科研能力，努力由“专门
制种”向“专业智种”转变，不断满
足当前农业高质量发展对优良食
味稻米、小麦优质专用的需求，为
全市粮食生产提供更高产更优质
的品种。

芳桥街道金兰村稻麦绿色高
质高效示范基地，由金兰农业服务
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基地通过引
进新技术、新品种，充分发挥现代
农机优势，实现生产全程机械化，
成为我市稻麦绿色高质高效技术
集中展示与技术交流的平台。在
金兰村田头，两台植保无人飞机正
盘旋在农田上方，农技人员远程操
作就可以指挥无人机进行农药喷
洒。“今年夏收产量如何？”“机械化
设备工作效率怎样？”沈建详细询
问金兰村的种植面积、粮食产量、
农技服务等情况。他强调，农业生
产要向机械化要效率。各级各相
关部门要大力推广农业生产现代
化、机械化、智能化，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提升农业种植产能。同时，
要建立健全农技服务体系、人才体
系，统筹全市农技、人才资源，提供
专业化、高质量的农业技术服务，
真正让优质农业技术服务于农。

调研中，沈建指出，粮食安全
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在“六保”任务中处于基础性、前提性地位。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围绕落实“六保”任务中的粮食安全责任，坚持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持续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做
好农业产业强市文章，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要注重科技
创新，以典型示范为方向，开展绿色高质高效创建，推广粮食新品种、
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打造一批集中连片、生态优良、基础较好、水
平较高、产业融合的优质基地，提升农业生产效益。要强化扶持政策，
通过深入调研，准确把握粮食收购、储备粮管理、质量安全等方面存在
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加快研究制定有关粮食生产的相关政策，实现粮
食安全保障与农民利益保护共赢。要打响特色品牌，积极实施耕地质
量提升工程，推进高标准粮田建设，加快推进绿色、有机认证，切实提
高我市粮食生产的组织化、规模化、产业化程度，奋力推动“三农”高质
量发展，以乡村振兴促进宜兴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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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宜兴校区建设现场江南大学宜兴校区建设现场

本报讯（记者李 震/文 翟霄
帆/摄）经紧张有序建设，江南大学
宜兴校区生活组团主要建筑——
学生公寓、食堂主体近期封顶，为
一期工程尽早建成投用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江南大学宜兴校区项目位于
新庄街道，东至范蠡大道绿化带、
南至东氿北路、西至芳塍路、北至
太湖大道绿化带。其中，一期工
程用地约250亩，建筑面积约9.8
万平方米，主要包括一号科研楼、
国际交流中心、食堂、学生公寓、
体育馆等单体建筑。

根据设计方案，该校区整体
建筑风格传承了江南大学主校区
建筑风格，又与宜兴东氿新城建
设环境相融合，建筑形态具有宜
兴区域文化特色，空间高低错落，
致力打造现代园林校园空间，充
满现代江南建筑风韵。

目前，位于校区东侧的学生
公寓已经封顶，身披“绿网”正在
进行内外墙体砌筑。该公寓主要
采用“合院式布局”，南北布置两
栋6层楼宇，共设置了255个宿舍
单元。以每个宿舍单元平均可入
住4名学生计算，共计可容纳超过
1000名学生。眼下，宿舍内部正
在进行管线等装修工程，未来这
些宿舍内配有空调、太阳能热水
设备，生活设施齐全。此外，在学
生公寓一楼还设置有洗衣房、学
生活动室和多功能房等空间。预
计宿舍内外装修将于今年年底基

本完成。
学生公寓北侧一栋两层建

筑，是学生食堂。食堂总建筑面
积3490多平方米，一楼大餐厅可
同时容纳350多人就餐，民族餐厅
可同时容纳46人就餐；二楼为教
师自助餐厅，可同时容纳40人就
餐，充分考虑了不同民族、不同人

群的差异需求。据介绍，这个建
筑建设的一大亮点是，采用了基
于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指导现场施
工，有效提高了施工效率和工程
质量。

“为争取一期工程早日建成
投用，我们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从细节入手，狠抓安全文明施工，

保质、按期完成项目建设。”项目
现场相关负责人说，除了学生公
寓和食堂，自去年9月全面进场施
工以来，整个项目正稳步有序推
进。目前，一号科研楼桩基已完
成，正在进行承台施工；体育馆基
本完成临时设施搭建；国际交流
中心也将于近期正式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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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账号、虚拟货币、游戏道具……

如何保护我们的虚拟财产？

江南大学宜兴校区建设“快马加鞭”
学生公寓、食堂主体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