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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遇到“暴力
梅”，市审计局数据
中心机房设备设施
安全运行面临新考
验。日前，该局组织
专业人员对机房进
行安全隐患大排查，
及时排除供电线路、
温度湿度、功率负载
等方面的安全风险，为大数据审计提供可靠支撑。

图为审计人员在机房逐一检查设备。 （见习记者 白 凡 整理）

排查机房安全隐患

近日，市审计局
在某地领导干部经济
责任审计中，关注到
该地投入财政资金进
行农贸市场改造时，
规划专门区域为农村
自种菜农提供摊位，
既提升了市容市貌，
也为丰富百姓餐桌提
供了低价新鲜菜，受到菜农和周围居民的一致点赞。

图为审计人员向菜农了解农贸市场的经营管理情况。

护航百姓餐桌丰盛

□ 图片新闻□□

2020年第5期总第73期
·宜兴市审计局协办·

本期摄影：记者双力见习记者白凡

宜兴审计宜兴审计

□□ 审计党建审计党建□□

我市审计部门

服务重点项目早开工早见效
本报讯（记者双 力）我市将开

工建设东氿新城省级宜居示范街区
和园林绿化示范项目。近日，市审
计局派出精干力量组成审计组，采
用事前介入审计，对项目实行全过
程跟踪审计的方式，促建设目标早
日实现，资金使用效益有效提升。

据悉，该建设项目已入围江苏
省级宜居示范街区首批5个试点街
区之一，工程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市审计部门将对以下五个项
目内容作重点关注。

一是建设程序执行情况，促建
设手续规范化。对项目立项、规划
许可、施工许可、招投标程序是否合
法合规，是否严格按照建设程序执
行进行审核，促前期手续的合法性、
合规性。

二是建设内容落实情况，促建
设目标落地。深入施工现场，监督
到位，做好与基建等相关部门人员
的沟通，关注施工管理的每一个环
节，确保工程质量符合设计、规范、
合同的规定，同时监督施工单位保
证工程进度，防止工期延误导致周

围居民生活不便。
三是建设造价核算情况，促工

程价款真实化。对照工程招标文
件、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的要求，
严格审核计量单、签证单，对工程设
计变更进行严格监督，督促建设单
位健全工程设计变更审批制度，防
止施工单位通过变更设计增加工程
量，提高工程造价。

四是建设管理控制情况，促工
程质量标准化。强化工程质量监
督，将关注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监督
参建单位提高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

的管理水平,实现安全工作的标准
化、规范化、制度化,严格执行施工
实施方案规定的作业时间，杜绝出
现扰民的情况，保障群众的正常生
产生活。

五是建设资金使用情况，促财
政资金高效化。严格审查项目建设
是否按批准初步设计进行，有无概
算外项目和提高建设标准、扩大建
设规模的问题；审查建设资金是否
按计划落实到位，工程进度款支付
是否合规，建设资金使用是否规范，
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的高效益。

本报讯（记者双 力）“七一”建
党节前后，市审计局开展形式多样
的迎庆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活
动，重温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
切实加强党员党性教育，提高党员
党性修养，激发党员工作热情。

主题党日讲党性。6月28日，
该局第一党支部举行主题党日活

动。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水仙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四个
合格”成为共产党员标配》为题，给
全体党员上了一堂主题党课。并
且组织全体党员共同观看《微光成
炬》专题教育片，这部短片讲述了
我市工作在不同岗位的党员在战

“疫”中勇敢逆行的感人事迹。在

大讨论时，各党小组围绕“四个合
格”党员标准，对照检查，明确入党
为什么、誓言是什么、为党做什么，
不断强化党员意识，终身践行入党
誓词。

读书沙龙学理论。日前，该局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朱韫珂作为理
论学习讲师参加青年理论学习小组

读书沙龙活动，组织青年党员研修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国共
产党的九十年》《论坚持全面深化
改革》等红色读物，分享心得体
会。通过此次读书活动，激发了青
年审计干部的学习热情，推动了理
论学习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
走，补足精神之钙、筑牢信仰之基。

走访慰问送关爱。该局领导
班子成员、部分中层干部先后来到
杨巷镇镇龙、芝果、黄家、邬泉、英
驻5个村的16户特困、低保群众家
中，细心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此
后，该局领导还来到周铁镇中新
村，送《民法典》解读到现场，并倾
听老党员们的心声、记录他们的诉
求和建议。活动中，该局党员干部
向困难群众送上了慰问金和慰问
品，把党和政府对生活困难群众的
关怀，送到困难群众的心坎上。

志愿活动献爱心。6月份是安
全生产月，该局的志愿者们走到基
层、走近群众，派发宣传手册，详细
讲解与村民息息相关的液化气钢
瓶安全知识与应急处置、常见事故
应急处置等。活动中，工作人员用
手提喇叭向村民解释说明非法集
资的概念和危害，就群众的疑问进
行耐心细致的解答，鼓励群众积极
举报各种非法集资违法犯罪行为，
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自觉远
离非法集资，筑牢防范侵财案件发
生的安全防线。

市审计局迎庆“七一”活动丰富多彩

近日，在 360 省
道洑湖线中低压电力
杆线迁改工程审计
中，我市审计人员深
入现场，重点关注项
目建设进度、工程质
量、安全生产等，认真
分析存在的一些电力
迁改“堵点”，及时提
出审计建议，提升生产、生活用电保障水平，助力打造“宜兴业”营商环境
品牌。图为审计人员现场查核电力工程建设情况。

助力营商环境优化助力营商环境优化

湖氵父镇每年都举
办“深氧湖氵父”杨梅
节，已成为一项推进
乡村振兴、致富果农
的品牌活动。我市审
计部门发挥职能作
用，聚焦宜南山区道
路通畅，日前安排审
计人员来到汤省线改
扩建工程现场，对施工现场安全标语、安全护栏等设施的设置情况开展
审核，督促参建单位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保障果品销售道畅路通。

图为现场踏勘场景。

聚焦山区道路通畅聚焦山区道路通畅

党员岗位建功党员岗位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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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7月28日电（杨
一苗 白妮民）轻点手机上的小程
序，在将军俑“裴毅”的指引下，一
尊尊沉睡2000多年的秦俑渐渐泛
起了绚丽的色彩。

由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和华扬
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开发的小程序“云上蒹葭”近期上
线。在手指的触碰之间，大秦勇
士们剥去身上沉积已久的泥土，
逐渐显露真容。

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馆藏的
兵马俑中，陶俑的面容神情、衣着
体态皆有不同，素有“千人千面”
之称。在小程序“云上蒹葭”中，
选取了将军俑、武士俑等秦代将
士的形象，给每个人赋予不同的
性格与台词，通过“召唤”到这些
秦俑，可以不断解密剧情、续写秦
朝故事。

秦 俑 彩 绘 使 用 了 何 种 颜
料？其彩绘工艺又是怎样？在
这个小程序中，还汇集了兵马俑
服饰特点、出土时的彩绘分析等
历史知识。近年来，秦始皇帝陵

博物院不断利用数字化技术，将
兵马俑通过线上展厅、小程序、
网络直播等方式进行多元展
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李

岗说，借助科技手段发掘兵马俑
文物的内涵，越来越多的文物资
源正在不断焕发生机、释放动
能，现代人也能以科技之“手”触

摸那个时代，体验秦人的生活和
他们的喜怒哀乐。

图为小程序“云上蒹葭”中兵
马俑的彩绘解析。（资料图片）

本报讯（通讯员吴伟刚）7月
26日下午，由市掼蛋协会举办的
首届“董酒杯”掼蛋比赛圆满结
束，共吸引了近200人参赛。

近年来，起源于江苏淮安的
掼蛋以其娱乐性、益智性、竞技
性，逐渐从民间娱乐项目转变

为全民健身运动项目。宜兴市
掼蛋协会于今年 1 月 11 日成
立，为广大掼蛋运动爱好者搭
建了相互交流和展示自我的平
台，会员已发展至近 500 人。
本次比赛按照《江苏省掼蛋竞
赛简易规则》进行，采用 5轮积

分赛，以胜局分、去首累进分、
级差分、胜对手分计排选手名
次，经过 5轮激烈角逐，最终决
出冠军 1 组、亚军 2 组、季军 6
组、特别贡献奖 6 组、优胜奖 6
组、幸运奖 2组。吴立平、鲁平
夺得了本次大赛的桂冠。

鸿山遗址完成27座古墓本体保护

我市首届掼蛋比赛落下帷幕

据新华社南京7月28日电（记
者朱国亮 何磊静）记者28日从鸿
山遗址博物馆了解到，无锡鸿山遗
址墓葬群保护展示工程正在进行

中，目前已完成27座古墓本体保护。
鸿山遗址是我国长江下游地

区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为主要
文化内涵的大型遗址，位于江苏省

无锡市境内，是国家重点保护大遗
址之一，也是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之一。

2002年，在工程建设中，鸿山

遗址被意外发现。随后，当地政府
叫停正在建设中的工程，并对其中
7座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古墓进行了
抢救性发掘，出土文物2300余件，
其中有大量青瓷乐器和器皿，为研
究吴越地区陶瓷史、音乐史和工艺
美术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
研究所所长刘宝山介绍，经多次考
古勘探，在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7.5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已发现古
墓140多座，其中许多为春秋战国
时期的墓葬。

鸿山墓葬群被发现后，国家文
物部门和无锡市投入了大量资金
进行保护。鸿山遗址博物馆馆长
逯俊宁介绍，正在实施的保护展示
工程是整个遗址保护工程的二期，
投入6800万元。

“掌上秦俑”还原
20002000多年前多年前““真彩真彩””

梁文博资格赛过关
获斯诺克世锦赛席位

新华社伦敦7月27日电（记
者张 薇）中国选手梁文博27日
与爱尔兰老将奥布莱恩打满19
局终于胜出，收获斯诺克世锦赛
参赛席位，成为通过资格赛晋级
决赛阶段比赛的唯一中国球手。

世锦赛资格赛21日起在谢
菲尔德开打，128名选手通过4
轮角逐竞争16张正赛门票。梁
文博从第三轮打起，他在以6：2
击败博登后获得与奥布莱恩过
招的机会。

27日的比赛中，33岁的梁文
博率先发力，曾以5：2领先。48
岁的奥布莱恩则不慌不忙，先是

追至5：5平，随后和梁文博你拿
一局，我下一城，一直打到9：9
平。决胜局中，梁文博爆发，以
141分单杆清台，就此以10：9艰
难取胜。

由此，梁文博将和凭借世界
前16排名入围的丁俊晖、颜丙涛
一起，亮相31日揭幕的世锦赛。
梁文博最近一次征战世锦赛是
在2017年，而他的世锦赛最好成
绩八强还要追溯到2008年。

此前，小将吴宜泽、罗宏昊
等纷纷止步第三轮。梁文博是
第四轮资格赛中的唯一中国球
手。

东京奥运会部分比赛场馆
即将对公众开放

新华社东京7月28日电（记
者王子江）东京都政府日前宣
布，部分奥运会场馆即将对各运
动协会和公众开放，最先开放的
两个场地为皮划艇回旋中心和水
球中心。

据透露，对外开放使用的场
馆全部是永久性场地，不包括为
东京奥运会修建的临时场馆。东
京都政府特别指出，这些设施的
对外开放使用不能影响奥运会的
筹备工作，当然也要保证达到防
疫标准。

皮划艇回旋中心对体育协
会开放的时间为7月27日至12
月 28日，水球中心对相关协会
的开放时间为8月21日至明年
的 3月 31日。不过，想使用这
两处设施的普通东京居民还需
要等待一段时间，由于疫情原
因，相关信息将在晚些时候公
布。

东京奥运会共有43个比赛
场馆，其中包括8个新建永久性
场馆、25个现存场馆和10个临
建场馆。

欧冠将为里斯本带来
约5000万欧元的经济效益
据新华社里斯本7月27日

电（陈柏乔）葡萄牙管理与营销学
院（IPAM）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
示，在8月12日至23日期间举行
的欧冠决赛阶段赛事将为东道主
里斯本带来约5000万欧元（约合
人民币4.1亿元）的经济效益。

该研究结果表示，欧冠赛事
将为里斯本带来约3300名专业
人员，包括各俱乐部代表团成员

共600人、400名记者、1000名
赛事工作人员、1000名欧足联嘉
宾、200位电视节目制作人和42
位裁判员。虽然比赛可能空场
进行，但仍会有1.6万名球迷在
赛事期间造访里斯本。集中的
赛会制使得相关人员在里斯本
的停留时间加长，而这也将给里
斯本的餐饮业和旅游业带来不
菲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