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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获评2019年度
市高技能人才成就奖

本报讯（记者倪 晶）“欢迎
您拨打12319城市管理热线……
如您需要家政服务、管道疏通等
家庭应急上门维修类服务，请按
2号键，将为您转接城市管理为
民服务平台。”6月28日下午，随
着我市数字城管为民服务公共
热线平台的开通，12319城市管
理热线迎来“改版升级”。

2010 年，市城管部门建成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2012年，
12319 城市管理热线开始与数
字城管并轨运行。通过多年的
运行，目前数字城管平台不仅能
解决城管队员街面巡查发现、市
民来电反映的城市管理类问题
的交办处置，还能提供城市停车
指引、公共自行车骑行指南等部
分公共服务，年均处理城管事

务10万多件。“城市管理不仅需
要执法，也需要不断丰富城市
服务内涵。”市城市管理局综合
协调科相关负责人说，此次开
通数字城管为民服务公共热线
平台，就是希望能够更好地服
务大众。

据了解，该平台由市城市管
理局与市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携
手共建。通过政府融合社会化
服务的形式，拓展数字城管的便
民应急服务功能，将为市民提供
水电抢修、管道疏通、开锁快修
及各类家政服务等。市城市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
该部门还将就平台互通联动、便
民服务闭环化管理、质量考评全
周期管理等进行完善，加快形成
试点成果。

本报讯（记者马溪遥）日前，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
2019年度“宜兴市高技能人才成就
奖”获奖名单，共有5人榜上有名。

2013年，我市出台《宜兴市
高技能人才评选奖励办法》。根
据该《办法》，“宜兴市高技能人
才成就奖”每年评选一次，评选
条件为：在生产一线工作并具有
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
资格；职业技能在国内处于领先
水平，能够解决生产、科研中的
高难度技术问题，在技术革新改
造或生产、科研中作出杰出贡
献；开发出重点新产品、新技术，
或在技术成果转化以及推广新
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中解决关

键性技术难题，产生重大经济效
益（100万元以上）和社会效益。
此外，按照规定，“宜兴市高技能
人才成就奖”评奖人数每次不超
过5名。

本次获评“宜兴市高技能人
才成就奖”的5人，分别是宜兴市
青盛农技有限公司的销售服务
经理陈龙、远东电缆有限公司的
挤塑工段长杨伯其、江苏亨鑫科
技有限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吴达、
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的车间
主任王勇、灵谷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的车间管理员杨骏，每人将获
得3万元现金奖励。至此，我市
共有34名企业高技能人才获此
殊荣。

本报讯（记者李 震 通讯员
郭 莺）为深刻汲取“6·13”浙江
温岭油罐车泄露爆炸事故教训，
连日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
队通过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持续开展“两客
一危”隐患排查整治等措施，确
保道路运输市场安全稳定。

目前，我市有道路客运企业
4家，班线客车和旅客运包车188
辆；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16
家，相关运输车辆 259 辆。“6·
13”浙江温岭油罐车泄露爆炸事
故发生后，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
大队第一时间召开危货运输企
业负责人会议，要求各企业提高
政治站位，认真组织自查，坚持
问题导向，严格落实整改。同
时，从6月14日起，该大队组织
其下辖各中队，对全市危化品运
输企业进行逐一检查，并联合市

公安部门加大对辖区内高速公
路出入口、国省道边界、危险化
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出入口的巡
查力度，严查危险品运输违法违
规行为。

与此同时，市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大队联合相关客运企业，持
续深入开展客运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行动。整治中，对违规超过
3次的车辆，责令企业予以停运
整改；情节严重的，则依法吊销
车辆道路运输证等。此外，对二
级维护周期超过3个月的车辆，
严控其参与省、市际运输任务。

截至目前，该大队已查处相
关违章案件18起，其中危货类1
起，普货类8起，驾培类3起，客
运非法经营类 6 起，共计罚款
6.95万元。下阶段，该大队将继
续全面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全力
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强化“两客一危”安全监管
近期已查处相关违章案件18起

12319城市管理热线升级
新增便民应急服务功能

本报讯（记者倪 晶 实习生汪
佳璐）日前召开的市书香校园建设
工作现场推进会上传来消息，今年，
我市将通过开设“宜教云”网上名师
导读课程，以初中学段为试点，探索
推进网络环境下的深度阅读。

自2016年起，市教育局启动书
香校园建设，我市各校积极响应，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校园书香活动，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随着我市创
建江苏省书香城市建设示范市，推
进书香宜兴建设，今年，市教育局
制定《2020年宜兴市深化书香校园
建设系列活动实施方案》。其中，
将首次借助“宜兴教育”“宜兴市教
师发展中心”微信公众平台，开设

“宜教云”网上名师导读课程，由省
内名师分8个专题开设系列化导读
课程，推动初一年级将《骆驼祥子》、
初二年级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阅
读贯穿整个学期，并倡导亲子共读；
针对初三年级，将围绕阅读与写作
主题，衔接课标与中考，构建系列化
写作课程，使名师资源得到更大范
围共享，促进阅读质量的提升。

此外，系列活动还将常态化开
展小学师生经典诵读比赛、初中学
生演讲比赛和高中学生辩论赛，举
行校级、市级现场作文竞赛，并评
选宜兴市书香校园优秀阅读组织、
优秀阅读品牌项目和优秀阅读推
广人等。

让书香飘逸网端

我市将开设
“宜教云”网上名师导读课程 本报讯（通讯员程 琳）日

前，江苏汉光甜味剂有限公司
原产地申领员瞿霞，在办公室
自行打印出了输往印度尼西亚
的《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原
产地证书。自原产地证书自助
打印实施一周年来，该企业已
自助打印各类原产地证书 504
份，累计为该企业节省签证时
间 672 小时、节约交通成本 2
万元。据统计，一周年来，我市
共有150多家企业享受到该项
便利。

自 2019 年 5 月 20 日海关
总署全面推广原产地证书自助
打印改革以来，宜兴海关积极
落实上级工作部署，指导企业

“足不出户”申请办理原产地证
书，打通原产地证书业务无纸

化“最后一公里”，节约了大量
的时间和人力成本。目前，共
有一般原产地证、优惠贸易安
排原产地证等16种原产地证书
可以实现网上自助打印。宜兴
海关签证人员表示，宜兴海关
还通过邮寄签证、预约签证、无
纸化申报等便利化措施，提升
出口货物签证效率。同时，主
动跟踪疫情期间企业在海外利
用原产地证书享惠情况，积极
帮助企业协调解决海外清关遇
到的问题。

一周年来，宜兴辖区150多
家企业累计自助打印各类原产
地证书 2384 份，签证金额 1.41
亿美元，涉及原产地证书种类11
种，累计为企业减免进口国关税
706万元。

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实施一周年

150多家企业享受便利

电动自行车车主：
为全面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更好地加快推进全市电动自行车上牌工作，中国

邮政宜兴市分公司与市公安局交警部门合作，在“方向家”公众号电动自行车服务平台上，
除了之前的“自提”方式外，推出“手机申请，邮政帮您送到家”的不见面服务，增加“邮寄到
付”方式，为车主节约时间，不用排队就能轻松上牌。

临时信息牌办理流程：
一、关注微信公众号“方向家”—电动自行车服务—江苏—在用电动自行车登记备案

申请。
二、按备案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相关照片。
三、备案后选择邮寄到付，审核通过后邮政人员会将车牌根据填写的地址进行投递

（投递车牌时收取15元配送费）。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宜兴市分公司

邮寄！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又推新服务

本报讯（记者李 震 通讯员
陈 磊/文 记者翟霄帆/摄）昨天上
午10时08分，随着挖掘机挖走宜
长高速公路庙山二号隧道右洞出
洞口最后一处爆破后的碴石，右
洞全面实现贯通，比原计划提前
了约一个月。这是该高速公路四
大隧道工程建设中，第三个实现
贯通的节点工程，为宜长高速公
路顺利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宜长高速公路起点位于长
深高速公路徐舍互通西侧的堰
南枢纽，向南经徐舍镇、西渚镇、
张渚镇，穿越梅子岭，上跨342省
道，穿越庙山和葡萄岭，与杭长
高速北延段衔接，路线全长约
25.453 公里。由于该项目地处
宜南山区，为尽量保持生态原
貌，项目多采用隧道穿越方案，
共设梅子岭隧道、庙山一号隧
道、庙山二号隧道、葡萄岭隧道
等四座隧道。四座隧道单洞总
长为6908米，山岭隧道里程、数
量居省内第一。

据介绍，庙山二号隧道位于
张渚镇岭下村，是宜长高速公路
的重要控制性工程。该隧道为双
洞分离式隧道，左洞全长约817
米，右洞全长近800米，采取双向
六车道设计标准。自今年3月工
程复工以来，指挥部结合该隧道
施工重点难点，采取“两端同时掘
进”等多项有力措施，确保了隧道
顺利推进，比原计划提前约一个
月实现右洞单洞贯通。在施工
中，该隧道爆破本着“短进尺、多
循环、少药量、小震动”的原则，尽
量减少爆破施工对周围的影响。
同时，科学设置爆破屏障、隔音棉
帘等，确保安全文明施工。此外，
秉持“绿色高速”建设理念，建设

者们在隧道施工中，对施工弃渣
进行二次加工利用，如将隧道洞
渣用于路基填筑，且综合利用率
超90%；对全线土方运输实现全
封闭管理，对现场施工裸土进行

“全覆盖”，对关键部位安装雾炮
机降尘；针对隧道施工废水，通过
沉淀池净化进行处理，实现回收
利用，全力推动绿色、生态、环保
高速建设。

“眼下，庙山二号隧道左洞也
在紧张施工中，预计今年9月贯
通。”宜长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工
作人员说，宜长高速公路于2018
年7月开工建设，至目前道路部

分已完成路基填筑建设和水稳建
设。在其他隧道工程中，梅子岭
隧道和庙山一号隧道已实现贯

通；葡萄岭隧道左右洞分别还剩
约50米的工作量，计划于2020
年7月底贯通。

庙山二号隧道实现右洞贯通
比原计划提前约一个月

庙山二号隧道右洞清碴现场庙山二号隧道右洞清碴现场

庙山二号隧道左洞建设场景庙山二号隧道左洞建设场景

红色大礼包

（礼包解释权归孝仁堂所有）

广告

读者服务站向老党员献礼福利大放送
践行“初心·使命”红七月系列活动

红旗高飘扬，国人走向强。

践行“初心·使命”，弘扬红色革命精神，开展

践行“初心·使命”主题活动，回馈广大读者对读者

服务站的关注和支持，凡条件相符者，即可领取内

容丰富的“红色大礼包”，若老党员是三老人群，凭

证件还可额外领取一箱农家土鸡蛋（30只装）。

三老人群：退休干部、退休医务工作者、退休

教育科技工作者。

活动礼包发放须知活动礼包发放须知：：
领取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领取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①① 5555周岁以上的老党员周岁以上的老党员；；
②② 持个人有效证件持个人有效证件（（能证明是老党员能证明是老党员））及及《《宜兴日报宜兴日报》》近期任意一期报纸近期任意一期报纸，，每每
个品种限领一次个品种限领一次，，每次限领一样每次限领一样；；
③③ 不按要求或规则参与为自动弃权不按要求或规则参与为自动弃权；；
④④ 需参与本次活动流程方可领取礼包需参与本次活动流程方可领取礼包，，他人不可代领他人不可代领；；
⑤⑤ 已参与福利者不再受理已参与福利者不再受理。。

参与细则及要求参与细则及要求：：
领取时间领取时间：：周一至周日周一至周日 88::0000——1717：：0000
领取热线领取热线：：05100510--8778850087788500、、1386182618413861826184
领取地址领取地址：：宜兴市氿滨南路宜兴市氿滨南路7676号孝仁堂号孝仁堂
乘车路线乘车路线：：88、、2020、、107107、、227227、、228228、、245245、、247247、、249249（（新港湾新港湾））南京银行下车南京银行下车

101101、、114114、、1818、、201201、、202202宜兴大酒店下车宜兴大酒店下车

● 5斤装富硒大米一袋：优质富硒大米，颗粒饱满、
晶莹剔透、色泽光亮、口感松软、富含硒元素；
● 15只装正大富硒鸡蛋：科学的养殖方式使鸡蛋
营养更丰富、更均衡，对人体更健康；
● 750ml富硒石榴酒一瓶：口感醇厚，物以“硒”为贵；

● 4.5L生命源水一桶：源自中国第一富硒村的健康饮用水；
● 2L 深层洁净护理洗衣液：除菌率99.9%，持久留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