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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聚焦脱贫攻坚的伟大实

践，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反

映脱贫攻坚事业，讴歌脱贫攻

坚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用

脱贫攻坚的奋斗精神鼓舞全市

人民奋力实现追赶超越，即日

起，宜兴市融媒体中心将开展

“身边的脱贫攻坚故事”主题征

文活动。

一、征文要求：
紧紧围绕脱贫攻坚这一主

线，以“个人”为视角，从身边的

变化、切身的感受入手，生动展

现脱贫攻坚的先进典型和感人

事迹，展现宜兴人追求幸福生

活的精神风貌。

二、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11月底

三、作品要求：
1.参评作品必须为原创作

品，积极向上，传播正能量，激

发自豪感、幸福感。

2. 鼓励近期创作的新作

品，不征集以前各级赛事中入

选获奖的作品。

3.文章体裁可以为通讯、

散文等。文章字数原则上不超

过2000字。

4.本次大赛所征集到的文

稿，均不退稿，如被录用，按照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相关规定核

发稿费。

5.参赛作品必须是个人完

整著作权，如发现抄袭或者网

上下载的作品将取消参赛资

格，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

由投稿人承担。

6.被录用作品将在《宜兴

日报》、宜兴发布客户端同步刊

出。

四、投稿办法：
邮寄至宜兴市宜城街道人

民南路207号宜兴市融媒体中

心全媒体新闻发布中心，并在

信封上写明“‘身边的脱贫攻坚

故事’征文”字样；也可发送电

子邮件，邮箱为：yxrbxmt@

163.com。

征文活动结束后，宜兴市

融媒体中心将组织专人对所有

录用稿件进行评比，评出一、

二、三等奖若干名，分别给予奖

励。希望广大读者和通讯员踊

跃来稿，积极参与征文活动。

征
文
启
事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

6月10日—11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联合对我市10家室内经营性游泳场馆进
行“双随机”卫生监督抽检工作。重点检查这些场馆的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的持证情况，是否建
立健全卫生管理、消毒、传染病报告等制度，是否有池水消毒、监测记录等。同时，还对场馆内的水质等进行采
样检测。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对城区一室内游泳馆的水质进行采样。 （记者 蒋 瑜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孙斐斐
通讯员朱国军）6月8日，市永
昶食品有限公司顺利通过进口
肉类产品收货人备案，成为我
市首家获准进口肉类产品的企
业，这也标志着我市直接开展
肉类进口贸易实现了零的突
破。

由于肉类产品涉及国计民
生，我国对进口肉类采取了严
格的管理措施。据宜兴海关工
作人员介绍，根据规定，我国对
进口肉类产品收货人实施备案
管理，只有已经实施了备案管
理的收货人，才可以办理肉类
产品进口手续。“在这之前，我
们进口肉类通常从外地具有该
项资质的企业购买，不仅成本
高，还缺乏对肉类品质的话语
权，这也成为制约宜兴肉类企
业发展的一大瓶颈。”市永昶食
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为帮助市永昶食品有限公
司解除发展瓶颈，宜兴海关针
对性地开出“一厂一策”药方，
为该企业举行进口肉类产品收
货人备案业务知识培训，并派
出食品安全管理专家深入企业
一线，从厂区布局调整、硬件整
改、软件建立等多个方面进行
指导，帮扶企业建立完善的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提升企业食
品安全危害控制能力和质量安
全管理水平等。最终，市永昶
食品有限公司顺利通过进口肉
类产品收货人备案。宜兴海关
工作人员表示，今后，我市口岸
将开始进口肉类产品，供应量
增加之后，市场上该类产品的
售价或将降低。

宜兴首家企业
获准进口
肉类产品

本报讯（见习记者孙斐斐）6
月 10日，华东瑞泰科技有限公司
党支部和芳桥街道夏芳村党总支
部“企村联建·同心向党”签约仪
式，在芳桥街道举行。这是我市加
强企业党建、助力村级发展的创新
举措，也是推动村企之间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的双赢之举。

华东瑞泰是芳桥街道一家集
钢铁、有色、电力、石化、煤化工等
行业用耐火材料为一体的高新技
术企业，党支部现有党员 22 人。
近年来，该支部始终注重加强自身
建设，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及党员
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得到有效发
挥。夏芳村位于芳桥街道的北大
门，是农业大村，党员169名，下设

农业、工业、综合、神龙居委四个支
部，致力打造“人文夏芳”特色品
牌，努力把党建工作优势转化为村
级发展胜势。

根据“企村联建·同心向党”
活动计划安排，6 月至 12 月期
间，华东瑞泰党支部和夏芳村党
总支部将联合召开联建座谈会，
启动“书记项目”、党员微心愿征
集活动，开展“我为村企发展献
一计”“清洁家园·美化环境”、重
阳节敬老扶困、走访慰问困难党
员等一系列活动，引导企业党员
在科技强企、农村党员在乡村振
兴中作贡献。现场，还举行了华
东瑞泰科技有限公司党内关爱基
金揭牌仪式。

国家奖学金首次面向中职教育

我市11名学生获嘉奖
本报讯（记者倪 晶 通讯员杨

俊奇）日前，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收到了11件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
学金证书，正陆续发放给我市相关
获奖学生。这是国家奖学金首次
面向中职教育后，我市首批11名学
生获得嘉奖，每人获6000元。

去年，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中等
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评审暂行办
法》，明确中职学校全日制二年级
及以上在校生可以申请中职国家
奖学金。申请奖学金的学生，学习
成绩排名应位于年级同一专业前
5%。学习成绩排名在年级同一专
业未进入5%，但达到前30%，且在
道德风尚、专业技能、社会实践、创
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表现特别
突出的学生，也可申请。中职国家
奖学金由中央财政出资设立，每年
在全国范围内评审一次，奖励2万

名中职学生，奖励标准为每生6000
元。“这是国家奖学金制度的重要
变化，也是职业教育的重大政策利
好。”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人
员说。

经过严格评审，来自宜兴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的岳听、朱蕾、付智
慧、何堂兵、邓玉洁、张楠等6名学
生，江苏省陶都中等专业学校的张
宁、郑丽莎、樊昌、刘屹枫、蒋祎等
5 名学生获得中职国家奖学金。
这些学生除了满足学习成绩优异
的硬条件，多次被评为市级、校级
三好学生外，很多还是全面发展，
如付智慧曾在2019年全国中职会
计技能百强邀请赛中获一等奖，张
楠曾获“江苏省三创优秀学生”荣
誉，蒋祎曾在2019年江苏省职业
学校技能大赛手工制茶中荣获“手
工扁平绿茶制作”项目中职组二等
奖等。

汇聚村企力量 助力村级发展

芳桥“企村联建·同心向党”
签约仪式举行

游泳场馆抽检游泳场馆抽检保障安全保障安全

（上接1版）龙隐江南租用省庄村
金家自然村14户村民的闲置农
宅，同时流转20多亩土地，按照
现代精品民宿与地方人文特色相
融合的理念，进行设计打造。在
杨宽的规划下，最终呈现在大家
面前的龙隐江南“很宜兴”——江
南民居风格、陶都特色浓郁，竹文
化、书画艺术、美食文化、庭院文
化等都能在这里找到。2017年8
月，龙隐江南一期刚投运，顾客就
络绎不绝，成为宜兴民宿业发展
的一块“金字招牌”。

龙隐江南的火爆，为当地村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截至
目前，带动近50位村民在民宿就

业、200余位村民从事土特产等相
关行业。”杨宽说。省庄村年近古
稀的卞菊仙，就是其中一位受益
者。年轻时，她的丈夫因采石摔
伤而瘫痪在床。自2017年在龙
隐江南上班以来，卞菊仙每年能
有3万多元稳定收入，而她的儿子
则收集村里的土特产销售给龙隐
江南，一年也能挣个10多万元。
此外，杨宽还先后投入180余万
元，改善村容村貌。如今，当地老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赚钱，生活好
了，环境卫生、精神风貌也都好
了。

身之所往，心之所向。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民宿经营受到

重创，对此，杨宽主动改变传统经
营模式，摸索出了不一样的“等
待”法则。疫情期间，他配合我市
部分复工企业做团餐外卖，利用
线上平台销售土特产、特色菜品，
仅一个多月，销售额就超 80万
元。今年春茶上市后，他又通过
微信小程序、朋友圈帮村民们卖
茶叶，销售额约 30万元。多年
来，杨宽获得江苏省 2018 年度

“最具创新力”创业先锋、江苏省
“创青春”创业创新大赛一等奖等
荣誉。“做好项目，拉动经济，惠及
村民”，成为杨宽始终秉承的发展
宗旨，他期待为乡村振兴作出更
大贡献。 （见习记者 何沐静）

本报讯（记者马溪遥）6月
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昨天，宜
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从市红十
字会血站获悉：无锡市首部无偿
献血工作地方性法规——《无锡
市献血条例》将于本月14日起
施行，我市将参照执行。这标志
着我市献血工作正式进入法制
化、规范化阶段。

该条例是无锡市制订出台
的首部无偿献血工作地方性
法规，对于保证医疗临床用血
需要和安全，依法保障献血者
和用血者权益，促进我市无偿
献血事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相较于以前我
市执行的《江苏省献血条例》，
《无锡市献血条例》更加细

化。其中，首次对全市各有关
部门提出明确的献血宣传要
求，如教育部门应当组织学校
开展献血科学知识宣传教育，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将献血法
律法规纳入法治宣传教育的
范围等。与此同时，该条例为
无偿献血者提供了更具地方
特色的关怀和激励措施，其中

明确将献血者的亲属优先用
血范围，扩大到献血者的祖父
母和外祖父母。

据市红十字会血站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该条例的实施，将
促使全社会共同关注无偿献血，
进一步推动和保障我市无偿献
血事业顺利发展，保障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

《无锡市献血条例》
将于本月14日起施行
优先用血范围扩大到献血者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连日来，无锡市宜兴生态环境局创新形式，推出环保设施线上开放活
动，组织工作人员拍摄有关环境监测知识等的短视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为公众揭开环境监测的神秘“面纱”。图为6月9日，工作人员正在市环境
监测站化验室录制视频。 （记者 蒋 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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