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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
7月24日，全市基层党建重点任
务推进会在市政府会议中心召
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余俊
慧出席会议。

今年4月，中央组织部召开
了全国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
推进会。今年5月，省委组织部
召开了全省“两新”组织党建暨
村书记专职化管理试点工作重
点任务部署会，对今年全省基层
党建重点工作落实提出了要
求。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上级要
求，我市梳理形成了2020年宜兴
市深入推进全省基层党建“五聚
焦五落实”重点工作安排表，共
有33项52条具体任务，包括建
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
深入推进基层党建“五聚焦五落
实”行动；推进党组织书记专职
化管理，建立完善“县乡共管”

“1+N”制度体系等方面。其中，
我市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领导小组将根据上级统一部署，
提早谋划并实施好村（社区）“两
委”班子集中换届相关工作；市
委组织部、各机关单位部门党组
织将深化“在职党员进社区”活
动，建立“双队伍三报到四服务”
工作机制，强化政治建设，突出
示范引领。

会上，余俊慧要求，各地各部
门要围绕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制度，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
入日常、抓在经常；要整体推进农
村、城市两大阵地基层党建，分类
加强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等专业领域基层党建；要切
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规范有序
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不断推动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

我市部署推进
基层党建重点任务
安排33项52条具体任务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7
月22日晚，新建镇“艺联百姓 学思
践行——大美新建·诵学堂”等理
论宣讲品牌揭牌，将以“服务+”的
形式，常态化开展各类理论宣讲及
文化活动，为群众提供高质量的精
神文化产品和服务。这意味着，该
镇原有的理论宣讲品牌得到整合
升级。

近年来，新建镇立足实际，用
活各类资源，打造了多个具有新建

特色的宣讲团队和宣讲品牌。其
中，于去年9月创建的“大美新建
朗读者”理论宣讲品牌，充分依托
市文联和市朗协文艺资源，结合全
镇的人文特色和发展优势，培育本
土文艺人才，开展各类朗诵文艺活
动。“一村一品”基层理论宣讲品牌
则结合各村实际，推出了留住村乡
村学堂、路庄村新悦荟农家书屋、
南塘村文艺麻花剧团、臧林村红色
文化宣讲、闸上村欢乐戏曲社等一

系列村级品牌。通过举办丰富多
彩的活动，这些品牌的草根性、针
对性和实效性得到了充分彰显。

为进一步整合资源，唱响新
建“好声音”，新建镇将已在全镇
形成一定影响力的宣讲团队和宣
讲品牌进行整合升级。当天，由

“大美新建 朗读者”“一村一品”基
层理论宣讲品牌和“晓青说 理论
宣讲团”整合成的“艺联百姓 学思
践行——大美新建·诵学堂”理论

宣讲品牌揭牌。同时，“一村一品”
基层理论宣讲品牌进一步扩容，该
镇新建村“牵手”市历史文化研究
会，联合打造理论宣讲品牌“桥声
新语”。今后，理论宣讲“轻骑兵”
们将以新建村的六座老桥为背景，
把群众喜爱的桥元素、桥文化，融
入理论宣讲中。

当天，新建镇侨联“连‘新’之
家”也正式揭牌。下阶段，连“新”
之家将聚力打造“青蓝接力工程”

“文明共享工程”“同心共建工程”
三大品牌项目，在对青年企业家

“传、帮、带”、凝聚侨联志愿力量、
与新建镇中小学结对共建等方面
进行探索。

稻鸭共作 绿色环保

日前，市粮油集团大米有限公司位于西渚镇的有机水稻种植基地
内，1200只鸭子正在稻田里戏水觅食，百亩新品有机水稻长势喜人。
该公司自2006年开始实施稻鸭共作技术 ，不施农药和化肥，有效解决
了农田面源污染，提高了大米品质。 （记者 仇洪生 摄）

资源再整合 同唱“好声音”

新建镇理论宣讲品牌升级

今夏，与宜兴来一场诗意邂逅

夏季是适合滋补养生的季节，在炎热
的夏季，我们身体消耗了许多的津液，而
夏季清补最适宜的补品就是铁皮石斛，本
草纲目记载铁皮石斛气味甘平，既归脾
经，又归肾经，既有养阴之功，又具温阳之
效，是一味非常难得的平调阴阳之上品。

比如常见的感冒，严重一点的都是免
疫功能下降的常见表现。那么在夏季食
用一些冬虫夏草对提高身体免疫非常有
帮助，冬虫夏草一直被认为是夏季补品之
一。古人也有云：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
阴。意思是说春夏季节宜保养阳气，秋冬
季节宜保养阴气。

养生更要注意养心，三七粉能有效预
防各种心脑血管疾病，降低血压，减慢心
率，保护心脏。

“仿野生的铁皮石斛给我来3斤！西
洋参2斤，一直都在吃，医生说石斛对身体
特别好，上次买的吃完了，效果还真不错，

这次正好有活动，再来买几斤好的石斛，
吃了有大半年了，都说我最近气色也好多
了！我去店里比较过了，你们的石斛货
好，价格也便宜，质量也有保证，而且都是
现场免费磨粉，特别细，吸收好，先来2斤，
送1斤是吧，三七也帮我来2斤！”旁边阿
姨也要买2斤送1斤，她听隔壁邻居阿姨
说的吃了挺好的，特意过来买的，再配2斤
西洋参一起吃！老两口够吃半年多了。
活动现场笔者看到来买石斛、西洋参、三
七的客户都是大老远跑过来的，看好了就
付钱，排队打粉。

正宗雁荡山铁皮石斛，铁皮枫斗优质
石斛1.8元/克，仿野生铁皮石斛2.9元/克，
吃过的人都知道，好的铁皮石斛拿一粒嚼

一嚼，上口脆，过会粘牙少渣，或无渣，才
是上品！本次活动联合雁荡山当地的种
植户（浙江乐清百年润石斛基地），直接来
到本地，没有中间环节的层层加价，中医
认为经常服用上等的铁皮石斛可以促进
体内的血精液分泌充足，保证五脏六腑的
运行正常，身体好了，可以节省很多钱，养
生贵在坚持，对老年人来说，身体才是自
己的，健康很重要！

文山三七23头2斤送1斤，算下来只
有192元每斤。

现场打超细粉，损耗是我们的，看得
见，放心！

自从去年开始，三七价格一直上涨，
市场一天一个价，其主要原因就是三七生

长周期长，土地资源稀缺。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人们更注重养生保健，吃三七的
人多了，产量上不去，价格自然就走高，从
云南文山产区到本地，帮你节省一半的
钱，场地直供，薄利多销，优质水洗三七，
买贵补差价，快来抢购吧！三七在明朝就
有记载，李时珍称三七为金不换，是药材
中的明珠，三七的主要产区就在云南的文
山县，步入老年后身体组织代谢放缓，器
官机能下降，免疫力降低，抗病能力减弱，
这位大叔说他每天早上空腹吃3克三七，
最近气色好多了，走路也有劲了，旁边的
阿姨也说，家里吃完了，去外面看了看，外
面价格比较贵，还是你们这里便宜，买2斤
还送1斤，给我来2斤三七，再来2斤铁皮

石斛，全部打粉。
今年新上市的冬虫夏草仅118/克起，

100克送15克，优质虫草半斤只要39800
元！

从西藏那曲直接空运到本地，省去了
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我们有专业的收购人
员保证你买的每一根虫草都是经过精挑
细选，严格把关，市民可以放心购买，自古
以来冬虫夏草就是公认的滋补养生佳品，
具有调节免疫力，清肺，延缓衰老的效果。

西洋参一口价350元/斤起。
西洋参主产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国

家。西洋参是一种补而不燥、男女老少皆
宜的高级保健品。具有补气养血、滋阴补
肾、健脾养胃、延缓衰老及养颜功效。

破壁灵芝孢子粉特价100克/瓶，只需
要158元，来自大别山的500克装破壁孢
子粉粗多糖达 4500 毫克/百克，买一送
一。地址：人民中路125号德亦堂。

《德亦堂参茸夏季虫草三七石斛养生节》
全场买2斤送1斤 来晚抢不到 咨询电话0510-87970789

广告

■■ 招聘要求招聘要求：：
1.公司客户经理助理1-2名（派遣制）；
2.学历：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全日制本科学历优先；
3.年龄：不高于28周岁（含）；
4.要求：有驾照并具有较好的个人综合素养，责任心强，工作细致，具有一定的客户关系处

理能力和营销意识。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 岗位职责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无贷户的营销、拓展、维护工作；
2.负责对无贷户进行产品推广和流程创新，提高产品交叉销售率。

■■ 薪酬待遇薪酬待遇：：
1.底薪2500元，按绩效考核发放月奖，员工相关福利待遇；
2.提供培训机会，择优转正。
简历投递：yxzhoffice@cmbchina.com
咨询电话：0510-87611000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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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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记者马溪遥）为搭
建高层次人才沟通交流的平台，
7月24日至25日，我市举办第二
期高层次人才亲子夏令营。来自
全市12家企事业单位的高层次
人才及其子女共40人参加活动。

本次夏令营由市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和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共同主办。相比上一期
高层次人才亲子夏令营，本次夏
令营面向的人才范围更广，除了
国家级高层次人才、省双创人才、

“陶都英才”创新创业人才、省青
年医学人才、留学归国人才之外，
还有两名来自企业一线的高技能
人才，他们在我市新材料、环境保
护、电线电缆、医疗教育等各大重
点产业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次夏令营为期两天，在宜园风

景区、善卷洞风景区等地举办，既
有休闲放松的帆船体验，又有精
彩纷呈的团建活动。通过一系列
亲子活动、户外活动，培养孩子们
的团队协作精神和独立自主能
力；通过近距离接触大自然，让人
才们体验宜兴的风土人情，感受
宜兴的发展与活力。来自江苏宜
兴德融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总监
李华已是第二次参加高层次人才
亲子夏令营了，“我体验过去年的
活动，觉得非常不错，既是深度认
识宜兴的机会，也是难得的亲子
时光。”李华说。

自去年我市启动第一期高层
次人才亲子夏令营以来，市相关
部门着力打响该品牌，在凝聚人
才、留住人才上下功夫，为宜兴高
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第二期高层次人才亲子夏令营举办

“地压湖山来有福，殿横秋气为
凌霞。”7月25日晚，在官林这片古
称“凌霞”的土地上，宜兴市第四届
诗词大会诗意回归。选手、评委和
观众以诗之名，如期相聚，赏中华诗
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经过
当天下午的海选，当晚，共有15名诗
词爱好者从百余名选手中脱颖而
出，向官林分赛场的冠军发起冲刺。

2017年开始，宜兴市诗词大会
以诗为名，让广大诗词爱好者结识
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的朋
友。当晚的比赛开始前，月嫂缪燕
妹、中国诗词大会选手郭绍森等往
届宜兴诗词大会的选手都通过视频
短片送来祝福，让现场观众回忆满
满。今年58岁的金平是市第二高级
中学的语文老师，从教已有36年。
由于4岁的孙子金楷淇平时对诗词
有着浓烈的兴趣，为了给孙子做榜
样，金平参加了本届诗词大会，成为
目前年龄最大的报名选手。开始答
题前，稚气的金楷淇走上台来，背诵
了一首《沁园春·雪》为爷爷加油打
气。有了孙子的鼓励，金平一口气
答对了11道题。“没有背过题库，接
下来我会好好准备，重回别的分赛
场！”金平说道。

当晚的赛场上还出现了许多诗
词大会的老朋友，他们掀起了比赛现
场的阵阵高潮。“粗缯大布裹生涯，腹
有诗书气自华。”宜城街道办事处工
作人员吴鹏程已是第三次参加诗词
大会了，他曾两次夺得官林分赛场的
亚军。当晚刚一上台，他便用一句诗

词为自己打气。比赛中，除了流利地
对答诗句之外，吴鹏程还不疾不徐地
和观众品鉴诗词中的意境，极具“大
将”风范。此外，保安周路明的再次
登场也让现场观众惊喜不已。去年，
他因一题之差与芳桥分赛场的冠军
失之交臂。今年是他第四次参加诗
词大会，当晚，他特意与同事换班，早
早地来到海选现场，并顺利入围决
赛。在决赛现场，周路明连续答对15
题，精彩的表现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
阵掌声。虽然未能进入本届诗词大
会的总决赛，但周路明依旧乐在其
中：“我热爱诗词，我也很高兴登上这
个能展示自己的舞台。”最终，吴鹏程
夺得了官林分赛场的冠军，他笑称，
终于摆脱了“三亚”的头衔。

现场选手精彩的表现，让点评
嘉宾、江南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导
师黄晓丹赞赏不已。她说，“骏马秋
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徐悲鸿和
吴冠中两位大家写出了宜兴的意
境，诗词大会让宜兴的文风得到了
传承，不同的人对诗歌的理解让诗
歌真正焕发活力，希望诗词大会能
够掀起诗意的复兴，将宜兴人崇文
尚德的良好风尚继续传承下去。

据了解，本届诗词大会由市金
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市城市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冠名，市委宣传部、市
融媒体中心、市教育局、市文体广电
和旅游局、官林镇、丁蜀镇主办，接
下来的一个多月里，诗词大会还将
陆续走进西渚、张渚、万石等分赛
点，进行9场分站赛。

□记者马溪遥/文 翟霄帆/摄

选手合影选手合影

开场舞开场舞《《予君书予君书》》

选手答题选手答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