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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孙斐斐 通
讯员史 鑫）日前，宜兴市融媒体
中心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获悉：今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的1446批次食品样品中，合
格样品1433批次，不合格样品
13 批次，样品总体合格率达
99.1%。

今年1至6月，市市场监管
局对全市生产领域、流通领域、
食用农产品、餐饮食品进行了
监督抽查，重点以辖区内食品
生产单位、大中小型餐饮单位、
超市、小食杂店等场所和环节
经营的肉制品、水产品、蔬菜制
品、水果制品、酒类、糕点等进
行了监督抽检。1446批次食品
样品中，合格样品 1433 批次，
不合格样品13批次，样品总体
合格率达99.1%。其中，不合格
产品主要集中在食用肉制品、
农产品、糕点、豆类制品等。检
测出的问题主要包括食品中超
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食品中质量指标不符合标准，

食品蔬菜农残超标，食品中其
他污染物问题，食品重金属元
素污染等。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科室负
责人表示，具体抽检信息已在宜
兴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公示。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如
生产企业所在地在我市范围内，
已责令查清产品流向，召回不合
格产品，并分析原因进行整改；
如经营单位所在地在我市范围
内，已要求立即下架相关食品，
并依法予以查处，切实保障我
市市场秩序及人民群众舌尖上
的安全。此外，该负责人还提
醒广大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
应到正规商店(食杂店)超市和集
贸(农贸)市场选购；选择有品牌、
有信誉、取得相关认证的食品企
业的产品；仔细查看外包装是否
完好无损，生产日期、保质期等
信息是否齐全等，索取票证并妥
善保管购物凭证。若发现不合
格食品，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举报。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7
月3日，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
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理监事成
员，并举行了第五届理监事就职
典礼。副市长周斌出席活动。

宜兴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
协会创立于1993年。自创立以
来，广大台商入驻宜兴投资兴
业，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关心慈
善事业，协助开展宜台两地各
领域交流合作，与宜兴结下了
深情厚谊，也为我市的高质量
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目前，

我市共有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
基地1个、省级海峡两岸交流基
地1个、省级海峡两岸青年创业
基地1个、无锡市级海峡两岸交
流基地1个、宜兴市级海峡两岸
交流基地交流接待中心11个。
当天，我市新增的两家宜兴市
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交流接待
中心——紫韵清流茶文化（宜
兴）有限公司、宜兴市文造茶文
化艺术有限公司正式授牌，进
一步深化了宜台两地各领域的
交流合作。

本报讯（见习记者王一茹）7月
3日，我市“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工
作推进会在宜兴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举行。全市各镇（园区、街
道）相关负责人、各相关单位“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管理员及供稿员参
加会议。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上线以来，我市有效
推动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党
员干部、群众中的使用，线上线下
学习活动精彩纷呈，供稿工作成效
显著，多项数据在无锡各板块中名
列前茅。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全市供稿员精心策划推
送，稿件录用数达65篇。就做好我
市今年“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
使用工作，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
部门要坚持创新融合，线上线下双
向互动推进学用工作；坚持考核激
励，高质高效完成各项工作目标；

坚持真学真用，积蓄能量推动实际
工作，为推进我市高质量发展汇聚
强大精神动力。

此外，“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管
理员（供稿员）专题培训也于当天
进行。中国江苏网副总编辑翟慎
良和中国江苏网“学习强国”编辑
部副主任潘军艳围绕“‘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线上线下活动推广的实
践与探索”“如何提高‘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稿件录用率”等话题作专
题讲座。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7
月2日晚，2020宜兴市“篮协·中
国体彩杯”男子篮球比赛在市体
育中心火热开赛。本次比赛是
今年市篮协系列赛的首个重要
赛事。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宫
鲁鸣等篮球“大咖”，副市长储红
飙出席开幕式。

我市篮球运动有着悠久的
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早在
1936年的第十一届夏季奥运会
上，时任中国男篮副队长王南珍
就是宜兴人。多年来，还涌现出
女篮“国手”卞兰等优秀篮球运
动员。目前，我市拥有90支俱乐
部篮球队。与此同时，为了满足
市民在家门口观看篮球赛的愿
望，我市每年都会承办高水平国

际篮球赛事。
本次比赛由市文体广电和

旅游局提供指导，市体育总会
和市篮球协会主办。“经过前期
自主报名等流程，这次共有宜
兴市聚鑫篮球俱乐部二队、江
苏豪翔篮球俱乐部、宜兴宇龙
篮球俱乐部等13支宜兴本土俱
乐部篮球队，约156名运动员参
赛，是宜兴篮球运动爱好者的
一次盛会。”市篮球协会会长陆
顺兴说。按照赛程安排，本次
比赛为期近一个月。目前，小
组赛已经开赛，将持续至 7 月
10日；7月11日为附加赛，7月
12日至19日为复赛；半决赛和
决赛将分别于 7 月 25 日和 26
日举行。

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
第五届理监事就职

我市半年度食品抽检结果出炉
合格率超99%

根据宜兴市公路改造计划，需要对老104国道
（X358:16k+400—18k+350）与S342平交口（不包括
平交道口范围）至S262环科大道平交口进行改造施
工，根据现有路况，为确保安全，现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对
上述道路及相关的平交线路实施交通管制。

1.管制线路：
老104国道与S342平交道口至S262环科大道平

交道口，全线长1.957km;
2.管制时间：2020.7.10~2020.11.30
3.管制方式：全封闭施工
4.相关平交线路道口同时实施部分封闭施工。
交通管制期间，请过往车辆按交通标志行驶，提

前绕行。行人服从指挥，注意安全。

通 告

宜兴市交通运输局
宜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7月5日

“篮协·中国体彩杯”
男子篮球比赛在宜开赛

推进“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相关工作
平台管理员（供稿员）集中“充电”

一站提供全方位服务

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重装“上线”
本报讯（见习记者孙斐斐/文

鲍祎珺/摄）崭新气派的大厅、高端
大气的配套设施、周到贴心的服务
举措……7月1日，宜兴市全域旅
游服务中心在历时近半年的改造
升级后，正式“上线”。这个集旅
游集散、旅游咨询、形象展示、书
香驿站等为一体的服务中心（如
图），将成为我市全域旅游公共服
务的重要一环，在全市旅游运转体
系中发挥基础性、枢纽性作用。

宜兴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日前，又荣膺

“江苏省全域旅游示范区”。近年

来，随着我市在国内外知名度的
提高，来宜游客不断增加，对城市
旅游接待、咨询服务等功能的要
求也不断提高。为完善宜兴旅游
配套服务功能，为来宜游客提供
多渠道、全方位的信息咨询服务，
从今年1月开始，我市在原有的市
旅游集散中心、“文创宜兴”旅游
驿站等服务场所基础上，进行整
合、升级，打造全新的宜兴市全域
旅游服务中心。

坐落于宁杭高铁宜兴站东区
的宜兴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总面
积30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

1400平方米，大厅及服务咨询面
积610平方米。当游客走进大厅，
就能通过大厅中央的宜兴旅游客
情监测与分析大屏，实时掌握宜
兴全市天气情况、景区客流量
等。咨询服务、业务办理、线路推
荐等服务在集散中心一应俱全，
同时，这里还能为来宜游客提供
一站式的吃、住、行、游、购、娱全
方位的旅游定制服务。升级后的

“文创宜兴”旅游驿站，融旅游文
创、茶吧、咖啡吧、书吧于一体，空
间、服务内容进一步丰富，销售文
创产品涉及陶瓷、农副产品、文化

衍生品等200多种，可满足市民和
游客对“文创宜兴”特色业态不同
层次的需求。

全新呈现的市全域旅游服务
中心，还在“人性化”服务上做足
了文章。据介绍，在区域内，增设
了售票处、旅游综合监管办公室、
母婴室、候车厅等。其中，售票处
主要承接旅游咨询、车辆租赁、旅
游年卡办理等功能；旅游综合监
管办公室则可以现场解决一些旅
游投诉、调解等；母婴室及第三卫
生间等，将进一步满足不同人群
的诉求。

自6月30日宜兴·海门青年
干部联合培训班开班以来，来自
宜兴、海门两地的96名学员，以
振奋的精神、认真的态度，参加
了专题辅导、现场教学、交流研
讨等活动，展示了两地青年干部
的风采。图为学员正在观看各
小组精心设计的展板。

（记者 张 胤/文 蒋 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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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证券获得首批券商基金投顾业务试点资格。基金投资顾问业务是指国联证券接受投资者委托，
按照协议约定向其提供基金投资组合策略建议，根据与客户协议约定的投资组合策略，代投资者作出具
体基金投资品种、数量和买卖时机的决策，并代投资者执行基金产品申购、赎回、转换等交易申请。

1.全市场优选标的
择优选基 精益求精

2.策略配置场景化
组合策略 千人千面

3.策略配置个性化
个性定制 量身打造

4.专业团队全程管理
专业团队 优化配置

睿稳健策略
以债券型基金等稳健资产为主要持仓品种，适合中等偏低风险承受能力的

投资者
睿平衡策略

兼顾以债券型基金为代表的稳健资产和以股票型、混合型基金为代表的风险
资产，在股债资产之间形成均衡配置，力求平衡，适合中等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
睿进取策略

重点优选以股票型、混合型基金为代表的风险资产，适度配置以债券型基金为
代表的稳健资产，适合中等偏高和高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

详情可咨询国联证券宜兴分公司各网点或您的专属理财顾问。
“基金投资有风险 入市投资需谨慎”。基金投顾业务尚处于试点阶段，存在因本公司试点资格被取消不能继续提供服务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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