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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干部
集中“充电”

广告

北京银行成立于1996年，是一家
中外资本融合的新型股份制银行。成
立以来，北京银行依托中国经济腾飞
崛起的大好形势，先后实现引资、上
市、跨区域等战略突破。目前，已在北
京、天津、上海、西安、深圳、杭州、长
沙、南京、济南、南昌、石家庄、乌鲁木
齐等十余个中心城市以及香港特别
行政区、荷兰拥有680家分支机构，开
辟和探索了中小银行创新发展的经
典模式。公司价值排名中国区域性
发展银行首位，品牌价值达548.86亿

元，一级资本排名全球千家大银行61
位，连续六年跻身全球银行业百强。

北京银行无锡分行于2016年成
立，现因业务发展需要，面向宜兴地
区公开招聘若干名勇于接受挑战、德
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共创美好未来。

一、招聘岗位
职位1：宜兴支行（筹）行长，1名。
职位2：宜兴支行（筹）分管公司

业务副行长，1名。
职位3：宜兴支行（筹）分管零售

运营副行长，1名。
职位4：宜兴支行（筹）公司客户

经理，若干名。
职位5：宜兴支行（筹）个贷客户

经理，若干名。
职位6：宜兴支行（筹）理财经

理，若干名。
职位7：宜兴支行（筹）营业室主

任，1名。
职位8：宜兴支行（筹）综合柜

员，若干名。
职位9：宜兴支行（筹）大堂经

理，1名。

二、报名资格要求
1.身心健康，形象气质佳，过往

业绩突出；
2.品行端正，无违规违纪等不

良行为，在银行业或监管机构无不
良记录；

3.符合北京银行亲属回避制度
的规定；

4.符合应聘岗位的任职要求，
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条件。

三、应聘方式
1. 网上报名。应聘者请登录

北京银行统一招聘平台（https://

bankofbeijing.zhiye.com/），点击
“社会招聘”，进入南京分行招聘板
块，在线注册并申请相应岗位。

2. 邮件报名。应聘者请关注
“北京银行无锡分行”微信公众号，
下载应聘报名表进行邮箱投递。

3.网上报名截止日期：2020年
8月31日。

北京银行宜兴支行（筹）招聘启事

本报讯（记者刘思俊）昨天，
省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
攻坚行动专项工作组宜兴市检查
评估情况反馈会举行。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何晓进出席会议。

根据省化治办统一安排，5
月12日以来，工作组组织专家组
进驻我市逐企开展检查评估，经
过两个多月工作，完成了2个园
区、210家企业的检查评估任务，
并于近日对7个镇（街道、园区）
的8家企业进行了“回头看”。工
作组对我市化工产业安全环保
整治提升攻坚行动情况给予了
肯定，并要求我市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始终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全力抓好隐
患整改销号；坚持以执法为抓
手，努力实现化工长治久安；坚
持以发展为要务，着力推动化工
转型发展。

会上，何晓进作表态发言。
他说，我市上下将强化政治自
觉，坚决落实检查评估反馈意
见；突出从严从实，确保问题整
改全面彻底；坚持高质量发展，
更好推动化工产业转型提升，持
续提升化工产业本质安全水平，
努力交出一份化工产业安全发
展的合格答卷。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
昨天，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干部培
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来自全市
宣传文化战线的175名工作者，
将参加为期两天的培训。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沈晓红作开班
动员。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努力打造一支
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
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队伍，我市举办了本次宣
传思想文化干部培训班。培训
内容围绕政治理论、精神文明、
网络安全、意识形态等多个方
面，涉及解读《宜兴市政务新媒
体管理办法（试行）》、网络意识

形态专题、精神文明建设专题
等内容，邀请来自宜兴市委宣
传部、中央网信办安全中心江
苏分中心、无锡市委宣传部、省
社科联、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
理论教学研究中心等单位的专
家先后进行授课。相比之前的
培训班，本次培训班规模更大、
学员人数更多，覆盖市级机关
部门、市直属单位、市各国有企
业及各镇（园区、街道）等相关
负责人。

沈晓红要求，全体学员要提
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新形
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
性；要坚持学以致用，深刻把握
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的方法论；要珍惜学习机会，
练就一身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的真本领。

推动化工产业安全发展
省专项工作组向我市反馈相关检查评估情况

宜兴城市污水资源概念厂
汇报交流会举行

8月15日，位于丁蜀
镇的宜兴花木兰食品加工
厂内，宜兴糕粽团圆制作
技艺传承人黄文玲（右）
正在指导员工制作新品
糕点。近年来，为顺应市
场需求新变化和“互联
网+”新趋势，该企业坚持
传承与创新相结合，深度
挖掘传统手工技艺，开发
出一系列具有地域特色的

“非遗”糕点产品，广受市
场好评。

（记者 蒋 瑜 摄）

传统糕点传统糕点
焕发新魅力焕发新魅力

本报讯（记者孙斐斐）昨天，
宜兴城市污水资源概念厂汇报
交流会在项目建设现场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污水
处理概念厂专家委员会主任曲
久辉，市委常委、环科园管委会
主任朱旭峰，副市长储红飙等出
席会议。

宜兴城市污水资源概念厂
是国内首座城市污水资源概念
厂，于2018年4月奠基，主要由
水质净化中心、有机质协同处理
中心、生产型研发中心组成，项
目一期污水日处理能力约2万
吨，有机质日处理能力为 100
吨。同时，还将结合水厂精致、
美观的生态景观设计和建设，给
周边公众提供一个环境优美、感
官舒适的参观、休闲、娱乐、活动
的公共空间。目前，概念厂先驱
屋已完工，主体建设已于今年4
月动工，预计到今年年底，污水

处理相关工程将建成试运行。
与会人员就当前概念厂建设工
作的重点、难点、突破点等进行
了深入交流。曲久辉说，概念厂
的建设要解决从“概念”到“理
念”再到“实践”的关系，也要解
决如何将“美”的设计与“实用”
的性能相结合。江苏省环境科
学学会理事长刘建琳则期待，未
来可以依托学会资源，为概念厂
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程提供
服务及推广平台。

会上，朱旭峰表示，我市将
注重概念厂项目的可复制性、推
广性以及长远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和专家们一起完善各项
实施方案，在不断打磨和精进中
将项目建设好。环科园也将竭
尽全力，做好相关配合和服务工
作，真正把概念厂打造成环保领
域的里程碑、全国污水资源处理
厂的标杆示范。

本报讯（记者孙斐斐）昨天，宜
兴市科技管理业务能力提升专题
培训班在南京开班。副市长薛皓
月，以及我市各镇（园区、街道）科
技工作分管领导和科技部门负责
人等60余名学员，将参加为期五天
的培训。

本次培训邀请省生产力促进
中心、省社科联以及南京理工大
学、东南大学等高校的有关专家，
围绕新时代科技形势与创新政策、
区域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长三角新型孵化器发展模式与政
策分析等内容进行授课。同时，还
将组织学员前往南京同心众创空
间、江苏集萃智能制造技术研究所
有限公司等地接受现场教学，帮助

我市科技系统队伍进一步拓展视
野、开阔思路，切实提高岗位履职
能力，助推我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实施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薛皓月在开班仪式上要求，学
员们要提高认识，正确领会培训意
图，倍加珍惜学习机会，以最振奋
的精神、最认真的态度、最出色的表
现，参加好这次培训；要学以致用，
把能力提升作为培训的首要任务，
在学习中增长才干，在工作中不断
历练，在实践中总结提升，努力成为
政治坚定、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

“先锋队”和“主力军”；要严格纪
律，切实增强学习的自觉性、提高
学习的实效性、加强学习的纪律
性，以良好的学风完成学习任务。

我市60多名科技工作者赴宁培训

2020年8月28日23点到8月29日

凌晨4点，将对宜城街道茶局巷的东珠

桥进行荷载试验，其间将对全桥实施封

闭。由此给广大市民带来不便，雨天顺

延，敬请谅解与支持。

特此通告。

宜兴市市政建设管理处
宜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8月25日

通 告

今日出伏 降温可期
本报讯（记者何洁蕾）随着

夏季一天天过去，昨天，历时40
天的“三伏天”终于画上句号；第
8号台风“巴威”形成，可能对我
市造成外围影响……这些信号
都意味着，在连续骄阳里晒
着、高温里闷着的日子就快要
结束了。不过，据市气象部门
预测，短期内，我市最高气温仍
会维持在30℃以上，暑气并未完
全消退。

最近几天，乍看“拷贝不走
样”的晴热高温天气，正悄悄酝
酿着新变化。细心的市民发现，
无云暴晒模式似乎过去了，天空
中白云渐渐多起来，虽仍是高温
天气，但阳光比前几天“柔和”了
不少，温度已有所下降，和之前
最高气温动不动就37℃以上的
日子相比，已经算是凉快了。入
夜后，我们还能听到秋虫断断续
续的低吟，晚风吹在身上也颇有

些舒爽。
从 7 月 16 日入伏到昨天，

今年“三伏天”共历时40天，其
中初伏、末伏各 10天，中伏 20
天。入伏时，我市尚在梅雨季，
高温大多集中在中伏和末伏。
据市气象台监测显示，目前，副
热带高压已经过了最强盛时
期，出现了衰落东退的趋势，随
着时间推移，我市暑热将逐渐
得到缓解。但是，今天出伏并

不意味着会马上“出暑”，市气
象台昨天继续发布了高温报
告，今天我市最高气温仍可达
高温线，预计本周中后期最高气
温将降至32℃左右。需要提醒
的是，今天起，雷阵雨天气概率
有所增大，时间和地点都具有
随机性，市民需及时关注天气
变化，注意防范强雷电、雷雨大
风和短时强降雨等可能带来的
不利影响。

省人大常委会检查组
来宜执法检查

（上接1版）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国家和省、无锡市关于加强土壤
污染防治工作的决策部署，全面
执行各级人大的相关监督意见，
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目前，我
市水稻高效低毒低残留和生物
农药应用率超85%，统防统治覆
盖率超60%，两季秸秆还田利用
率达66.1%，累计完成338家化
工企业关停任务，关停、整治“散
乱污”企业3000余家，土壤安全
利用得到有效保障。

邢春宁一行对我市近年来
高度重视土壤污染防治，高标
准、高要求推进土壤污染防治重
点工作，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作
出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
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希望我市始
终坚持因地制宜、创新方式，继
续深入贯彻执行土壤污染防治
法，压紧压实土壤污染防治责
任，加强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宣
传，坚决打赢打好净土保卫战，
创造更多的土壤污染防治“宜兴
经验”，保障促进宜兴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