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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举措重点举措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 专专 访访

全力以赴全力以赴
迎复检迎复检

“浙江理工大学的很多研究方
向与宜兴的产业发展高度契合。
我期待能以此次合作为起点，与宜
兴开展多元交流与合作，推进校

地、校企共赢发展。”6月3日，在向
位于新建镇的江苏索力得新材料
集团有限公司授牌，成立浙江理工
大学的两个实习基地后，中国工程
院院士、浙江理工大学校长陈文兴
（如图），接受了宜兴市融媒体中心
记者专访。

陈文兴一直从事纤维材料和
功能高分子材料的研究工作，已承
担完成近30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
项目。他是浙江省重点学科“纺
织工程”学科带头人，也是浙江理

工大学“纺织工程”博士点带头
人。第一次来到“中国化纤纺织
名镇”新建镇，陈文兴饶有兴趣地
了解新建的产业情况，以及宜兴
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求是笃实
是浙江理工大学的校风，我认为
宜兴的城市气质同样如此。”陈文
兴说，虽然此前对宜兴了解不多，
但这趟宜兴之行，让他感受到了
宜兴优良的发展环境，企业家踏
踏实实做事业的韧性，他相信这座
城市未来可期。

此次，浙江理工大学在索力得
成立大学生、硕士生两个实习基
地，陈文兴特意带领学校材料方面
的精英团队前来，就是表达了未来
加强合作的决心与信心。他希望，
不仅是他带领的纺织工程科研团
队能够为宜兴的纺织产业注入新
的发展动能，作为浙江理工大学的
校长，也期待自己能帮助架起宜兴
与浙理工全方位产学研合作的桥
梁，更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记者 倪 晶 文/摄）

期待与宜兴开展多元交流与合作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理工大学校长陈文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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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宜兴市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工作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印发。《方
案》明确，将2018年
年底我市失业保险
基 金 结 余 中 的
20%，即9400万元，
用于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为稳定就业、
促进宜兴经济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提 供 技 能 人 才 支
撑。同时，确定每年
全市开展各类补贴
性职业技能培训 2
万 人 次 以 上 的 目
标。预计到2021年
底，全市技能劳动者
占就业人员总量的
比例达到 28%，高
技能人才占技能劳
动 者 的 比 例 超 过
32%。

企业职工；农村转移就业劳
动者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城乡未
继续升学初高中毕业生等青年、下

岗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困难
人员（含残疾人）、建档立卡低收入
农户和城乡低保对象中的劳动力、

有创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劳动者、
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
等就业重点群体；贫困地区的贫困
劳动力、贫困家庭子女和贫困村
创业致富带头人；高危行业领域
从业人员和各类特种作业人员。

整理：记者马溪遥

为切实做好国家卫生城
市、全国文明城市的复检工
作，从5月下旬起，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组织工作人员，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卫生监督迎检
工作。此次迎检工作分集中
突击、整改落实、巩固迎检三
个阶段，重点检查四小行业以
及长途汽车站、高铁站等重点
区域，切实把复审迎检和长效
管理结合起来，着力提升城市
品质。

图为日前，工作人员正在
城区一理发店内进行基本信
息公示检查。（记者 蒋 瑜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
昨天下午，全市商务领域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副
市长周斌出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全市商务领域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推进情
况。近年来，在各责任部门的齐
心协作、接续努力下，我市商务领
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取得了
长足进步，机构运作更“专”、工作
推进更“细”、责任链条更“实”。
其中，围绕专业市场、非法流动加
油、餐饮燃气安全等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花大力气推进、下大决
心整改，一些痼症顽疾得到有效
整治，工作成效持续显化。会议

要求，各责任部门要持续发力，推
进分级分类监管，加强专项整治
工作。要提高安全生产领域专业
化、信息化程度，强化部门协同配
合，加强企业的主体责任意识，将
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末梢，全力
推动我市商务领域安全工作水
平更上台阶。

会上，周斌要求，各级领导
干部要切实强化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继续紧绷“安全之弦”。
各责任部门要控好每个环节、每
个细节，形成整治链条“闭环”；
要强化借力借智，突出联控联
治，谋求多样工作模式；要全面
压实责任，全力助推商务领域安
全生产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全力推进商务领域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

日前，和桥镇组织部分党员和先进工作者，来到该镇刚建成的苏
南太滆抗日根据地纪念馆，重温红色岁月。该馆由和桥镇投资1300万
元建设，占地15亩，建筑面积约2100平方米，收藏的113幅文字图片
和50多件文物，介绍了各个历史阶段发生在太滆的重大战斗事件和英
雄人物。该馆将于6月底正式对外开放。 （记者 蒋 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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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帮菜文化博物馆(筹)位于湖氵父镇雅达小镇，由江苏宜兴旅游产
业集团负责建设运行。为丰富馆藏品，推动宜帮菜发扬光大，特向社
会各界征集与宜帮菜相关的文物史料，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
1.器具：史前时期至今，宜兴境内发现和使用的烹饪器具和餐饮

器具，包括烹饪器具、餐具、水具、酒具和茶具等；
2.食材：反映宜兴发展特色的史前时期至今的各类食材；
3.饮食生产生活物品：酒楼饭馆茶肆和饮食生产企业的招牌匾

额、印章、商标、广告、账册、票证、各类荣誉等；
4.各个历史时期的饮食文献，餐饮档案，老菜谱老食单；
5.反映和记录江南、太湖流域饮食生活，餐饮业发展等方面的图

片、宣传画报、照片等；
6.反映和记录宜兴地区生产和饮食生活等方面的资料片、录音、

录像等。
二、征集方式
1.捐赠：收藏者本着自愿的原则，将合法拥有的文物、藏品捐赠并

被接收的，为捐赠者颁发证书，展出时标明捐赠人姓名。对捐赠具有重
要艺术价值、研究价值和科学价值藏品的单位或个人，给予奖励。

2.收购：按照自愿出售原则，由宜帮菜文化博物馆(筹)对拟收购

的藏品与收藏者签订协议后，予以收购。
3.代管：收藏者保留文物、藏品的所有权并愿意委托宜帮菜文化

博物馆(筹)代为保管的，双方签订书面协议，由宜帮菜文化博物馆(筹)
管理并无偿做好科学保护。在征得收藏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利
用，并按照收藏者意愿具名。收藏者在预约后，可随时查看托管文
物、史料。

4.复仿制：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对
特别珍贵且收藏者欲自己保存原件的，在征得收藏者同意后，借助现
代科技手段，进行复仿制。

三、相关说明
1.资料、实物报送时，需附上文字说明，简要介绍年代、内容，并

注明姓名、联系电话。
2.报送的老物件须确无权属纠纷，无侵犯他人肖像权、著作权、

名誉权等行为。
四、征集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6月30日。
联系人:史优慧（手机13961536815，邮箱13961536815@163.

com）
江苏宜兴旅游产业集团
2020年5月15日

宜帮菜文化博物馆(筹)物品征集公告 拍 租公告
经市国资办批准，现将以下资产进行拍租：
一、拍租标的（见下表）
二、拍租保证金：5000元，1份保证金只能交易1个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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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名：宜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账 号：3202230621010000016308
开户行：江苏宜兴农商行南郊支行
三、报名时间：2020年6月18日下午4：30截止（工作

日，以银行进账单为准）。
四、报名需知：

1.法人单位：报名时需带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
件、法人代表委托书、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单位公章、委
托代理人身份证；

2.个人：需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张。
五、报名地址：陶都路125号宜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一楼大厅5号窗口
六、交易时间：2020年6月19日上午9：00。
七、交易地点：宜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6号开标室
报名咨询电话：18036892822（微信同号）

江苏弘盛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6月5 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资 产 名 称
西木路西木建材仓库8号

西木路西木建材仓库12号

红塔路物资回收公司2号仓库

红塔路物资回收公司6号仓库

总社办公室204室

总社办公室209、210室

芳桥街道扶风村农资部仓库

范道供销社生资仓库

鲸塘诚庄购销站

详 细 地 址
宜城街道西木路

宜城街道西木路

宜城街道红塔路3-5号大院内

宜城街道红塔路3-5号大院内

人民北路131号

人民北路131号

芳桥街道扶风村

高塍镇范道街黎明路

鲸塘诚庄

数量或面积（间/㎡）
25

25

140

23

56.76

86

98.4

7

1000.6

拟出租年限
3

3

3

3

3

3

5

5

3

拟拍价（万元/年）
0.4

0.4

2.2

0.4

2.27

3.5

0.36

0.75

7

职业技能培训主要群体职业技能培训主要群体

●加强企业职工适岗能力培训
鼓励企业制定职工培训制度和

计划，开展形式多样的技能培训，
支持各行业组织、企业、职业院校
开展职业技能竞赛岗位练兵活
动。发挥行业组织、龙头企业和优
质培训机构作用，引导帮助中小微
企业开展职工培训。对企业组织
新录用人员参加的岗前培训不受
补贴性职业培训（工种）目录限制，按
每人300元标准给予企业培训补贴。

●扩大企业职工获证培训规模
大力推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制度，支持企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
评价，对取得相应等级职业资格证
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而给予培
训补贴的范围扩大到高级技师。
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及高
级技师共5个层级的企业职工可获
1000 元—4000 元不等的培训补
贴，但不可与参保职工技能提升补
贴重复享受。

●加强高技能人才岗位研修
支持企业依托高级技工学校、

技师学院、高职院校、公共实训基

地等通过项目制培训方式开展技
师、高级技师岗位研修能力提升培
训，经培训考核合格后，按技师
6000元、高级技师8000元的培养
标准给予培训补贴。

●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
对企业与技工院校、职业院校、

培训机构（含企业培训中心）合作培
养企业新型学徒，根据培养层级对达
到中级工水平的按每人每年4000
元、高级工水平的按每人每年5000
元、技师水平的按每人每年6000元、
高级技师水平的按每人每年8000元
给予企业培训补贴，经备案后可先行
预拨不高于50%的培训补贴资金。

●实施重点群体就业技能提升
行动

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技能就业、农民工“春潮行动”、新
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化解过
剩产能企业职工、家政专项培训、

“求学圆梦行动”、残疾人就业援助
行动、劳动预备培训等培训计划。
开展重点群体免费接受职业培训
行动。对具备条件的劳动者特别

是返乡农民工、残疾人开展创业培
训，加强创业培训项目开发、担保贷
款、后续扶持等服务。坚持需求导
向，围绕市场急需紧缺职业开展家
政、养老服务、托幼、保安、电商、汽
修、电工、手工等就业技能培训。

●实施高危行业领域从业人员
安全技能提升行动

将应急管理、市场监管、住建、
交通、工信等部门负责或监管的化
工、矿山、电力、金属冶炼、炸药及火
工产品制造等高危行业企业从业人
员和各类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能培
训纳入补贴培训范围。对取得特种
作业操作证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或特殊行业上岗证的，由各行业主
管部门按每人不高于500元补贴标
准给予补贴。

●大力开展新产业新职业新技
能培训

围绕促进转型发展，重点开展物
联网、集成电路等先进制造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人力资源服务业等现代服
务业以及循环农业、智慧农业、智能建
筑、智慧城市建设等新产业培训。加
大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工业机
器人、物联网等新职业新技能培训力
度，并将其纳入补贴性培训范围。

本报讯（实习生汪佳璐）日
前，由无锡市教育局、文明办等
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十六届无锡
市“十佳小公民”和“优秀小公
民”评选结果出炉。宜兴市高塍
实验小学学生单千惠获得“无锡
市十佳小公民”称号，宜兴市东
域小学学生陈柯桦获得“无锡市
优秀小公民”称号。

无锡市“十佳小公民”和“优
秀小公民”评选活动于2004年启
动，已成为无锡加强和改进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特色项
目。本届评选活动自今年5月初
开展以来，通过层层筛选，共选

出“无锡市十佳小公民”和“无锡
市优秀小公民”各10位。

据介绍，获得“无锡市十佳
小公民”称号的市高塍实验小
学五（5）班学生单千惠，从一年
级起就开始练习乒乓球，拿过
许多省、市级奖项。今年初，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她第一时间
将家中的口罩捐赠给所在的社
区用于防疫。获得“无锡市优
秀小公民”称号的陈柯桦是市
东域小学五（2）班的班长，学习
成绩优异，年年被评为“三好学
生”，而在生活中，她热心助人，
乐于奉献。

第十六届无锡市“十佳小公民”和“优秀小公民”评选结果出炉

我市两学子获评

本报讯（记者李 震）昨天，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晓进，
来到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热
线受理中心，对热线运行情况进
行调研。

2011 年开通的“12345”政
府公共服务热线，主要依托全市
政务网络业务处理系统，对党政
部门、企事业单位、公共服务机
构的公共服务热线电话资源进
行有效整合，建立“一号对外”的
统一市级公共服务平台，形成覆
盖全市、资源共享、功能完备、系
统互通的政府共同服务体系。
多年来，热线通过及时办理群众
诉求，有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拉
近了政府和群众距离，促进了社
会和谐。尤其是今年4月23日
20时起，升级后的热线新系统运
行以来效果良好，至6月3日17
时话务量为17179条、接通量为

16791条，接通率为97.8%；有效
工单限期内办结率为99.5%；群
众满意度为97.9%。

调研中，何晓进要求，相关
部门和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重视并做好“12345”政府
公共服务热线建设升级完善等
工作；要进一步强化管理，围绕

“便民利民”目标，不断做优做
强功能，提高平台建设水平；要
强化协调服务，研究谋划力量
整合，有效提升群众诉求响应
和处置速度，提高问题解决率
和群众满意率；要加强数据信
息分类分析，形成有汇总、有分
析的月度舆情分析报告，切实
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
依据；要针对话务员等人员队
伍建设，加强引导激励，努力提
升工作人员能力水平，更好发
挥平台作用。

市领导调研“12345”
政府公共服务热线运行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