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值班编委：贾俊康 责任编辑：张云芳 组版：徐 鹏 视觉：陆 乐 校对：刘夕蓉 每份零售：1.5元 本报及宜兴网法律顾问：江苏谋盛律师事务所 储云南 律师 18300009393·

>>>详见5版

习近平在听取军队参与防汛救灾情况汇报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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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完成防汛救灾后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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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产品
质量安全信息一扫即知

今年前7月出具二维码合格证15000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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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融媒体中心旗下媒体平台
●宜兴日报；
●宜兴新闻、紫砂、生活、影视四个电视
频道；
● FM96.1宜兴交通台；
● 宜兴发布、宜兴日报、阳羡茶馆微信
公众号；
●宜兴发布、i宜兴客户端；
●宜兴融媒——宜兴新闻、醉宜兴抖音
号；
●宜兴网；
●户外路名牌、阅报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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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热线：80712687 80731111
地址：宜兴市氵九滨南路106号环科园分路口（8路、20路、101路公交可到）
节假日正常销售，即到即买，售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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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比较基准

（1年定期存款基准利率+2.8%）

增强综合素质 提升履职能力

市政协系统
赴苏州集中“充电”

本报讯（记者刘思俊）按照
省委、省政府在全省集中开展安
全生产专题宣讲有关部署要求，
8月19日，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周富章来宜，为我市部分企业家
代表作安全生产专题宣讲。

宣讲中，周富章带领我市企
业家代表一起认真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
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他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
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要求我
们务必解决责任落实“不严不实”
的问题，守好自己的“责任田”，把
各自安全生产责任不折不扣履行

到位、压实到位。结合翔实数据
和典型案例分析了我省安全生产
形势后，周富章要求，宜兴上下务
必牢牢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
实“第一责任人”责任，抓好基础
管理、日常防控、应急处置三个环
节；增强责任意识、忧患意识、预
防意识、全程意识，守牢安全底
线，争攀绿色发展高线，为建设美
丽宜兴、美丽江苏继续添砖加瓦。

宣讲前，周富章率领省生态
环境厅相关同志，就进一步做好

“企业环保接待日”工作，与我市
企业家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意
见和建议。

本报讯（记者赵 辉）近日，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设备（第四
批）项目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
成开评标流程。这是我市首个采
用全流程电子化方式完成的政府
采购项目，标志着我市政府采购全
面进入数字化时代。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
市场交易成本，去年下半年，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依托网络资源优
势，联合软件公司，对政府采购进
行了全流程电子化改造。在细化

内部管理流程的基础上，将不同业
务对应的流程固化在系统中，利用
网络平台对采购需求沟通、委托代
理签订、招标文件编制、采购公告
发布、投标文件提交、开标评标等
所有步骤进行处理和存储，全程在
线操作。

相比传统的政府采购形式，
全流程电子化打破时空限制，采
购人、供应商只需开标时到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其他环节
均在网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各方

交易主体参与成本，提高了评审
专家评审质效，加大了监管部门
防控力度，具有交易文件“环保
化”、交易过程“电子化”、交易环
节“标准化”等特点，真正实现政
府采购全流程留痕可追溯和无纸
化、数字化、智能化，保障了业务
流、数据流、文档流严格同步和一
致，有效防范了人为差错，切实提
升了采购效率。

全流程电子化交易是新时代
下政府采购的“标配”。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科科长吴佳
霖表示，顺利完成首宗政府采购
类项目全流程电子化交易，是深
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重要实
践，也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重
要举措。下一步，我市将在此基础
上，根据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系
统运行情况，认真听取采购人和供
应商的合理意见建议，有针对性地
优化系统，真正实现让信息多跑
路，让各方交易主体少跑路、甚至
不跑路。

8月18日，位于和桥镇的市谈闵养殖家庭农场内，工人们正在筛选一批优质鱼种。该农场占地面积30多亩，养殖了草金、锦鲤
等20多种观赏鱼，年销售额500多万元。下阶段，该农场将扩大观赏鱼养殖规模，提升养殖品质，拓展线上线下营销渠道，促进增
收。 （记者 蒋 瑜 摄）

防范人为差错 提升工作效率

政府采购全面进入数字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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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倪 晶）8月18
日至21日，市政协系统干部履职
能力提升培训班在苏州举行。
市政协主席梅中华，副主席莫克
明、吴伯荣、洪雅、吴青峰、芮俊
燕、钱伟兴，秘书长谈伟以及市
政协委组负责人，市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联络组、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负责
人和机关干部等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活动特邀专家教授
围绕非遗经典与文化传承、参政
议政能力提升、《民法典》等内容
讲解授课，并组织参训学员赴华
为电子（苏州人工智能创新中
心）、苏州市生态农业示范村——
树山村、苏州市博物馆等地进行
现场教学。参训学员纷纷表示
将以此次学习培训为契机，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练就过硬本

领，认真履职尽责，当好人民政
协制度的参与者、实践者、推动
者，以实际行动为全市政协事业
和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

梅中华在开班仪式上指
出，本次培训旨在搭建平台、创
优条件，助推全市政协队伍增
强理论素养、拓展思路视野、提
升综合能力。他要求，全市政协
系统要常抓不懈理论武装和自
身建设，进一步筑牢履职“压舱
石”、振奋干事“精气神”；要坚持
围绕主题学、带着问题学、结合
实践学，切实增强自身对法律法
规、政协工作的认识和把握能
力，深入研究思考更具科学性、
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发展良策；
要严肃作风纪律优形象，充分
展现组织有序、团结和谐、进取
向上的良好风貌。

省生态环境厅领导来宜
作安全生产专题宣讲

本报讯（记者赵 辉）日前，宜
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从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获悉，为加快推进我市
职业教育改革，完善职业教育和培
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和人力资源开发中的重要主体
作用，我市制定了《市政府办公室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试
行）》（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
确，要充分发挥企业办学主体作
用，探索采用多种方式举办或参与
举办职业教育。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深化产教融合是党的
十九大报告明确的重大改革任
务，尤其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宜
兴，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具有深
远意义。他介绍，建设产教融合
型企业，将企业纳入国家国民教

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体系，有利于
促进企业技术技能、工匠精神、先
进管理、创新文化等要素融入学
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创新创业
全过程，能够有效发挥企业开展
实践教育、对接市场需求、激活创
新源头的优势，以“开门办学”促
进教育人才培养结构调整和质量
提升，更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
高质量人力资源的需求。

据介绍，《意见》设置了建设
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基本条
件，鼓励各类企业平等申报、踊跃
参加。《意见》规定，申报市产教融
合型企业，原则上是规模以上企
业或行业领军企业、龙头企业，大
中型企业，在同行业中具有较高
知名度、社会影响力和良好成长
性，深刻认识职业教育对经济发
展、产业升级、企业人力资源供给

的重要作用。此外，还需要具备
以校企合作等方式共建产教融合
实训基地，合作共建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程中
心、重点实验室等其中之一；至少
与1所市内职业院校开展有实质
内容、具体项目的校企合作2年以
上，通过冠名班、订单班等形式共
建2个以上学科专业点，合作人才
培养累计 30 人以上（含）等其中
一项条件。

按要求，市产教融合型企业须
制订并向社会公开发布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三年规划，并在每年的年
度工作计划中有具体的目标和明
确的举措；充分发挥企业办学主体
作用，探索采用多种方式举办或参
与举办职业教育；开展现代学徒
制、企业新型学徒制等协同育人项
目，积极参与市企业新型学徒制企
业认定，推动实现学校招生与企业
招工相衔接，校企育人“双重主
体”，学生学徒“双重身份”，学校、
企业和学生三方权利义务关系明
晰的产教协同育人机制；探索与职
业院校合作建设教师培养培训基
地，积极吸纳教师入企参加企业实
践，给教师提供在生产和管理岗位

兼职挂职、参与产品研发等活动机
会等。

此外，我市对成功申报为产教
融合型企业开出了 "金融+财政+
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其中，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企业在技术
改造、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方面
予以优先支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在企业技术改造、新产品研发等
项目建设上予以优先支持；市财
政、税务部门按规定给予相应的优
惠政策；优先考虑将企业参与举办
的校企合作实训基地项目，纳入教
育现代化推进工程产教融合工程
资金支持范围；企业兴办职业教育
的投资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可按投
资额的30%比例，抵免该企业当年
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对国家级、省级、市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
空间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
方式提供给在孵对象使用的房产、
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
税；对其向在孵对象提供孵化服务
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对轻资
产运营、融资抵押物不足的创新型
产教融合企业，推广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新模式。

发挥企业办学主体作用 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我市加强
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