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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聚焦脱贫攻坚的伟大实

践，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反

映脱贫攻坚事业，讴歌脱贫攻

坚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用

脱贫攻坚的奋斗精神鼓舞全市

人民奋力实现追赶超越，即日

起，宜兴市融媒体中心将开展

“身边的脱贫攻坚故事”主题征

文活动。

一、征文要求：
紧紧围绕脱贫攻坚这一主

线，以“个人”为视角，从身边的

变化、切身的感受入手，生动展

现脱贫攻坚的先进典型和感人

事迹，展现宜兴人追求幸福生

活的精神风貌。

二、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11月底

三、作品要求：
1.参评作品必须为原创作

品，积极向上，传播正能量，激

发自豪感、幸福感。

2. 鼓励近期创作的新作

品，不征集以前各级赛事中入

选获奖的作品。

3.文章体裁可以为通讯、

散文等。文章字数原则上不超

过2000字。

4.本次大赛所征集到的文

稿，均不退稿，如被录用，按照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相关规定核

发稿费。

5.参赛作品必须是个人完

整著作权，如发现抄袭或者网

上下载的作品将取消参赛资

格，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

由投稿人承担。

6.被录用作品将在《宜兴

日报》、宜兴发布客户端同步刊

出。

四、投稿办法：
邮寄至宜兴市宜城街道人

民南路207号宜兴市融媒体中

心全媒体新闻发布中心，并在

信封上写明“‘身边的脱贫攻坚

故事’征文”字样；也可发送电

子邮件，邮箱为：yxrbxmt@

163.com。

征文活动结束后，宜兴市

融媒体中心将组织专人对所有

录用稿件进行评比，评出一、

二、三等奖若干名，分别给予奖

励。希望广大读者和通讯员踊

跃来稿，积极参与征文活动。

征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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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

本报讯（记者刘思俊）昨天，
“大美陶都”陶艺家作品义卖展在
丁蜀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开幕。
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储红飙
出席开幕仪式。

此次陶艺家作品义卖活动
有69位陶艺家志愿者参加，共捐
赠并展出78件（套）精美陶艺和
书法作品，义卖展所得将用于奖
励、救助“宜兴最美战疫先锋”

“最美志愿者”等先进典型，同时
选择性支持市红十字会开展的
其他社会救助活动。同时，活动
中还介绍了市红十字会于去年9
月启动的九九公益日“博爱光明
行”项目。该项目借力腾讯公益
平台推广实施，致力于全市范围

内因失明致困的低保或特困白
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今年，
市红十字会将继续开展这一人
道救助项目，通过其微信公众号
发布“博爱光明行”捐款通道。

开幕仪式上，储红飙表示，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市众多
陶艺家纷纷慷慨解囊，捐钱捐物为
抗疫工作加油助力。此次义卖活
动，不仅充分体现了陶艺家们的艺
术高度和深度，更彰显出他们心系
大众、回馈社会的态度和温度。他
希望，更多的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参
与到义卖活动中来，并以多种形式
参与支持宜兴的红十字事业，为保
护生命健康、促进社会和谐、提升
民生福祉添砖加瓦。

本报讯（记者孙斐斐）昨天，
全市市场监管领域“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召
开，通报上半年“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及涉企信息归集相关工作情
况，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副市
长周斌出席会议。

今年1—7月，我市在省市场
监管信息平台上制定抽查事项清
单344项，建立执法检查人员库
952名，上传检查对象库14.5947
万户，制定抽查计划202个，通过
平台抽取市场主体5625家作为检
查对象，上传涉企信息共2.2418
万条。其中，自5月13日首次联
席会议以来，我市已部署开展5次
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涉及电子烟、交通运输、校外培训
机构、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下
阶段，无锡和我市联席会议办公
室均会采用列表形式，定期通报
各部门工作进展情况，各部门要

做到“用数据说话”，对标找差、挂
图推进；在平台应用方面，做到专
人负责、定点定岗；在依托平台开
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方面，各
成员单位将抓紧制定各领域年度
抽查工作计划，科学确定联合抽
查的事项和发起、参与部门等，加
快工作推进。

会上，周斌要求，各部门要
在认识上“再深化”，真正把“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作为履
行监管职能的基本方式和手段；
在行动上要“见真章”，要按照标
准在省市场监管信息平台建立

“一单两库”，建立常态化的信息
归集共享工作机制等，不断提升
监管的智能化、信息化水平；在
责任上要“落到位”，加强协调配
合、形成工作合力，努力实现我
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在市场
监管领域的全覆盖和工作质效
的全面提升。

本报讯（记者孙斐斐 通讯员
宋 斌）8月18日，丁蜀镇一家陶瓷
工艺品经销企业的产品质检员，带
着一批紫砂壶样品来到宜兴海关
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实验室进行质
量安全检测。据宜兴海关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紫砂从业
者送检热情高涨，1—7月，该实验
室共接受各类紫砂产品检测48批
次，出具二维码合格证 15000 余
份，同比分别增长77%、50%。

紫砂是宜兴的城市名片，紫砂
行业的发展不仅事关我市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更关系着丁蜀近一
半常住人口的创业就业。近年来，
公众对宜兴紫砂质量安全越来越

关注。尤其是去年以来，我市相继
召开全市紫砂行业高质量发展大
会、紫砂陶产品质量监管工作会议
等，并出台《关于促进全市紫砂行
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
件，为紫砂行业持续繁荣创造了良
好条件，同时切实提升了紫砂从业
者的质量安全意识。“紫砂安全检
测二维码合格证”，也成为诸多紫
砂从业者为产品质量安全把关、证
明的重要渠道。

据介绍，“紫砂安全检测二维
码合格证”于 2017 年起推出，是
对检测合格的紫砂产品出具的一
份电子化合格证书。送检的紫砂
壶样品在清洗后，通过醋酸浸泡

并对浸泡液进行检测，从而考查
紫砂产品的铅、镉等重金属迁移
量，再根据检测报告制作对应的
二维码合格证，贴在产品的外包
装上。消费者只需用手机扫描该
二维码，就可以立即查看到与送
检样品同一批次、同一泥料、同一
壶型的紫砂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报
告，这为保护优质紫砂产品、打击
假冒伪劣商品提供了科学数据支
撑。江苏宜兴益工坊陶瓷工艺品
有限公司是我市一家以线上销售
为主的电商企业，从2017年起就
委托该实验室为紫砂产品出具检
测报告，且委托检测量逐年上
升。企业负责人李龙说：“有了

‘紫砂安全检测二维码合格证’，
相当于为我们的产品颁发了‘身
份证’，让其更有可信度，更容易
获得消费者青睐。”

“送检单位一般以电商平台为
主。”宜兴海关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日前，该实验室还与市丁蜀镇
紫砂电子商务行业协会进行了对
接，双方就建立合作沟通机制、进
一步推广规范二维码合格证使用，
研发针对紫砂质量安全的综合评
价指标，探索从原料、制作、成品到
销售渠道的二维码溯源系统等进
行交流，共同推动宜兴紫砂电商行
业自律，为宜兴紫砂电商产业健康
发展保驾护航。

“大美陶都”
陶艺家作品义卖展开幕

部署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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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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0日，语言的力量——“彼斯堡”杯小主持人训练营，在宜兴市融媒体中心
开营。当天起至8月27日，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化身“导师”，带领25名学员学习
播音主持，并通过朗诵、讲故事等形式，让他们变得更加大胆自信，敢于表达、展示自
己。

右图为宜兴交通台《越享越动听》节目主持人秋阳正在教授学员吐字归音的技巧。
上图为秋阳带领学员走进演播室了解主持人的工作。 （记者 翟霄帆 摄）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2020年8月28日上午9:00在宜兴市
氿滨南路108号景和商务楼9F举行公开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无锡左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二、报名登记及咨询展示：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即行咨
询、实地展示看样（2020.08.25—2020.08.26）。凡有意向者带好
身份证明材料，在2020年8月28日16:30前交纳保证金10万
元到指定账户（账户名：无锡左校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农行宜
兴新天地支行，账号：10647601040004933）到本公司办理报名
登记。详情咨询：1377135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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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昨
天，我市召开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总结上
半年文化产业发展情况，部署下
半年重点工作。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沈晓红，副市长储红飙出
席会议。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我市文化产业受到冲击，
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
部门、板块、企业的共同努力下，
文化产业逐步恢复，产业运行总
体平稳。会议要求，下阶段，我
市各相关部门、板块要对标对表
考核细则，奋力实现争先进位；
要做实做好统计工作，全力完成
指标任务；要提优提质企业服
务，大力推进项目建设；要明晰
明确工作思路，着力加强招商引

资，努力开创文化产业工作新局
面。其中，要把文化项目招引和
推进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一
方面加大项目招引，充分利用秋
洽会、各类节庆活动等载体，洽
谈落地文化产业投资项目；另一
方面加快项目推进，新增项目要
加快审批、立项等流程，争取尽
快开工建设。

会上，沈晓红要求，各相关部
门、板块要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
做好文化产业工作的紧迫感和责
任感；要突出重点，进一步提升文
化产业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
统筹协同，进一步凝聚文化产业发
展的强大合力，为高水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建设“强富美高”新宜
兴，争当全省高质量发展领跑者作
出应有贡献。

努力开创
文化产业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通讯员吴 文）8月
17日，在书法报社于安徽省黄
山市举办的“第七届全国教师现
场书法创评暨教学论坛”活动
中，我市书法培训教师宋鸿伟入
围现场创评，并在比赛中获得特
等奖。

据介绍，该活动自今年3月
征稿以来，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教师书法作品4376件。经
评审，最终有200余名书法教师
入围现场创评，他们中既有院校

的优秀书法教师，也有来自校外
书法教育机构的培训教师。参赛
教师们现场临摹、创作、交流教学
经验等，经过评委评审，决出了名
次，其中特等奖10名。

我市选手宋鸿伟在现场创作
了书法作品——苏东坡“临江仙”
词一首，通过层层考核，最终荣获
特等奖。作为获奖代表，宋鸿伟
还在论坛上向来宾们介绍了宜兴
的风土民情以及宜兴书法教学的
成功经验。

第七届全国教师现场书法创评活动举行

我市书法培训教师宋鸿伟获特等奖本报讯（记者马溪遥）为对照
全国农民工工作督查考核要求，
动员全市上下认真做好迎检各项
工作，昨天，我市召开农民工工作
暨根治欠薪工作会议。副市长温
秀芳出席会议。

近年来，我市通过持续提高农
民工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
医疗保险等参保率，高度重视农民
工劳动技能提升，常态化开展农民
工就业援助服务，加强欠薪治理等
一系列举措，不断稳定和扩大农民
工就业，维护和保障农民工权益，
公平和均等提供农民工服务，使广

大农民工“获得感”不断增强，“归
属感”不断提升，为宜兴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会上，温秀芳指出，农民工工
作是一项民心工程，事关广大农
民工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
定，事关党和政府形象。她要求，
各相关部门要提高站位、认清形
势，切实增强做好农民工工作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突出重点、扎
实推进，对各项工作进行再梳理、
再规范、再完善，确保圆满完成各
项迎检任务；要加强领导、强化责
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扎实做好农民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