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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无锡分行宜兴地区社会招聘公告
南京银行成立于1996年2月8日，是一家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实行一级法
人体制。南京银行历经两次更名，先后于2001
年、2005年引入国际金融公司和法国巴黎银行
入股，在全国城商行中率先启动上市辅导程序并
于2007年成功上市。入选英国《银行家》杂志公
布的全球1000家大银行和全球银行品牌500强
排行榜，排名逐年提升，2021年分别位列第109
位和第111位。

南京银行无锡分行成立于2008年9月，目前
已设立营业部、江阴、江阴城东、宜兴、滨湖、新区、
惠山、锡山、城南、城北、人民中路11个营业网点，
总资产830多亿元，实现了规模、质量、效益全面均
衡发展，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品牌形象。

现因宜兴地区增设支行筹建需要，诚邀同业
精英加盟，共创美好未来！一经录用，将为您构
建良好的职业发展通道，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
福利待遇。

应聘截止时间：2021年8月31日。 经初审合格者，另行通知面试时间。应聘材料代为保密，恕不退还。

基本条件：
1.遵纪守法、作风正派，无不良从业记录；
2.身心健康、积极向上，有吃苦耐劳精神，

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3.爱岗敬业、诚实守信、责任心强，富有团

队协作精神；
4.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银行从业经验；
5.应聘者应具备岗位所需能力条件，胜任

岗位工作要求，能够按照要求完成工作。
招聘岗位及条件：
一、支行负责人（分管零售）（1名）
任职要求：

1.40周岁（含）以下，具有5年以上商业
银行零售管理经验，具有银行分、支机构零售
负责人或团队经理相关经历；

2.具有较强的市场拓展能力及丰富的客
户资源；

3.具有较强的团队领导能力。

二、支行零售金融部负责人（1名）
任职要求：

1.35周岁（含）以下，具有3年以上商业
银行零售业务营销经验；

2.具有相关专业资质证书；
3.熟悉零售业务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拓

展能力和一定的客户资源；
4.具有团队管理经验。

三、支行运营主任（1名）
任职要求：

1.35周岁（含）以下，具有3年以上商业
银行相关工作经验；

2.熟悉运营业务流程，具有一定的运营业
务管理经验；

3.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和风险识别能力。
四、支行对公客户经理岗（若干名）
任职要求：

1.35周岁（含）以下，具有2年（含）以上

商业银行业务营销及信贷相关工作经验；
2.熟悉公司业务产品及流程；
3.具有较强的市场拓展能力、沟通协调能

力和风险识别能力，拥有一定的客户资源。
五、支行财富顾问岗（若干名）
任职要求：

1.35周岁（含）以下，具有3年以上商业
银行理财从业经验；

2.熟悉信托、资管、私募等产品销售；
3.具备客户维护经验和开发能力；
4.具备相应从业资格，持有相关专业证

书，包括但不限于CFP、AFP、CFA等。
六、支行个人客户经理岗（若干名）
任职要求：

1.35周岁（含）以下，具有2年（含）以上
商业银行零售业务营销及信贷相关工作经
验；

2.熟悉零售业务产品及流程；

3.具有较强的市场拓展、沟通协调能力和
风险识别能力，拥有一定的客户资源。
七、支行综合柜员岗（若干名）
任职要求：

1.30周岁（含）以下，具有2年（含）以上
商业银行柜面工作经验；

2.熟悉本外币柜台业务知识，汉字录入、
数字录入、点钞三项技能熟练；

3.形象良好，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
良好的团队意识和服务意识。

以上岗位工作地点为宜兴地区。
另无锡分行长期招聘小微客户经理岗及理

财经理岗，欢迎登录招聘官网查看相关信息。
应聘方法及截止时间：

请在南京银行招聘官网（https://job.
njcb.com.cn）注册账号、填写个人信息后，进
入社会招聘的搜索页面，找到您心仪的岗位
后，点击详情中“申请职位”即可应聘。

本报讯（记者徐卿尧）7月21
日，市新冠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发布紧急通告，提醒市民
密切关注南京等地区的疫情信
息，主动做好信息登记，保持个人
防护不放松。

2021年7月21日13时，南京
市通报禄口国际机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最新情况，共发现17例新
冠阳性。为切实做好我市新冠肺
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我市针对
相关情况提出了六点防控措施。

在六点防控措施中，前三点
要求相关人员配合做好信息登
记、核酸检测等防控措施。第一
点是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中高风
险地区信息动态，合理安排出
行，无特殊情况不要前往中高风
险地区。如确需前往，务必做好
个人防护，返宜后，应主动配合

我市的相关防控措施。第二点是
凡现居住我市，7月6日以来有南
京禄口国际机场经停史（或与南
京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员有接
触史）、有南京市低风险地区旅
居史的人员，主动配合辖区做好
信息登记、核酸检测等防控措
施。第三点是请14日内有来自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谢村社
区、白云路社区、石埝村；南京市
溧水区石湫街道九塘行政村毛
家圩自然村这些中风险地区（28
日内有上述风险地区旅居史）或
者与确诊病例（含无症状感染
者）有轨迹交叉的人员，同时应
主动配合做好集中医学隔离观
察等措施。

同时，要求市民及各单位继续
做好防护和管控措施。第四点是
请广大市民时刻保持个人防护意

识，及时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科学
规范佩戴口罩（尤其是在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在公共场所活动和参加
会议活动时），勤洗手、常通风、不
聚集，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养成良
好卫生习惯。密切关注进口冷链
食品检疫信息，不购买来源不明的
进口冷冻食品，不从中高风险地区
和境外网购物品。第五点是一旦
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应立
即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诊，并主动
告知28天活动轨迹及接触史。就
医途中全程佩戴口罩，尽量避免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第六点则是各
类重点场所和单位应认真履行疫
情防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人员健康管理、预防
性消毒、个人防护等常态化防控措
施，并配合政府部门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

本报讯（记者何洁蕾）7月20
日，市新冠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发出“致广大市民朋友的
一封信”，信中通报了我市近期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推进情况，
提醒市民尽快完成疫苗接种，以
加快我市建成全民免疫屏障。

信中表示，当前全球疫情仍
呈高位流行态势，境外疫情输入
风险和压力持续存在，国内部分
地区仍有本土新冠病毒肺炎小规
模疫情发生，疫情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预防
新冠肺炎最有效、最经济的措
施。根据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
室相关要求，按照“应种尽种”原
则，我市凡年满18周岁（户籍不
限）且无疫苗禁忌症的人员，均须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请尚未接种
的人员，于7月底前，尽快持本人
身份证到附近的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点完成接种。特别是在7月25
日前，全市广大党员以及党政机
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除
接种禁忌症外，要实现全员接
种。所有面向公众服务的行业单

位以及接触进口冷链食品（及其
外包装）、进口货物的经营管理者
承担从业人员“应种尽种”主体责
任，未接种人员不应从事疫情传
播风险较高岗位工作。对落实不
到位的单位，由行业主管部门将
其纳入疫情防控重点督查对象。
此外，假期返宜大中专院校学生
和即将就读大学的高三毕业生，
尚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应在7
月底前尽早到附近的接种点接
种。各接种点结合实际，为其提
供“绿色通道”，方便其尽快完成
全程免疫。从8月1日起，我市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重点将调整
为18周岁以下人群的首针接种
（具体以省、无锡市通知为准）。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全市范围
内将对出入商场超市、农贸市场、
餐饮单位、车站及公共交通工具、
宾馆酒店、影剧院、图书馆、文化
馆、博物馆、KTV、网吧、健身房、旅
游景区、银行、社会福利机构、医疗
机构、监所、政务大厅等各类公共
场所的人员，开展健康码和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记录“二码联查”工

作。其中，“苏康码”绿码，并已完
成全程免疫接种的人员可自由流
动；“苏康码”绿码，但未完成接种
程序的人员需严格做好个人防护
后方可有序流动，相关公共场所单
位应提醒其及时到附近的接种点
接种。相关要求还规定，所有参加
我市大型活动的相关人员（含大型
活动的参会人员、工作人员及服务
保障人员等），均应完成新冠病毒
疫苗全程免疫（有禁忌症者除外），
未接种者原则上不得参会和参与
会务工作，确需参加活动的必须持
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目前，宜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万达广场、市人民剧院、新天
地广场已设立4个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点，为城区市民提供接种服
务。同时，位于市体育中心的市级
集中接种点此前虽已暂停接种，但
考虑到未来几天可能出现的接种
高峰期，将于7月22日至7月24
日临时开放三天，集中为市民提供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服务，请需要接
种的市民带好身份证或第一针接
种凭证有序、按期前往接种。

本报讯（记者何洁蕾）昨
天上午，我市召开全市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和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深入贯彻落实7月20日
江苏省、无锡市新冠疫情防控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部署安排
我市下阶段疫情防控和疫苗
接种工作。副市长温秀芳出
席会议。

针对当前严峻复杂的疫
情防控形势，我市将重点做好
摸排核对工作、流行病学调
查、隔离观察工作、重点人员
管控、冷链货物防控等工作，
同时压实重点场所防控责任，
落实重大活动保障措施，有序
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根
据相关要求，7月6日以来有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经停史（或
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
员有接触史）、有南京市低风
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应主动
到所在社区登记，并做核酸检
测。一旦出现发热、干咳、乏
力等症状，应立即到就近的发
热门诊就诊，并主动告知 14
天活动轨迹和接触史。各属
地板块要会同公安、卫健等部
门迅速开展流调、告知以及转
运检测等工作，确保在最短时
间内完成核查、采样和检测工
作。同时，将在确保疫苗接种
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扩大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覆盖面，有序推
进下阶段18周岁以下人群的
接种工作，引导提高民众疫
苗接种的参与度。

温秀芳要求，全市上下要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工作举
措，时刻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持续加强重点人员管控，继续
做好重点领域的常态化疫情
防控，积极推进疫苗接种工
作，做好党代会疫情防控工
作，持续强化正面宣传引导；
要落实各方责任，强化应急指
挥体系运行，提高疫情防控主
体责任意识，强化疫情防控督
导检查，不断织密疫情防控责
任网，坚决守护住全市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坚决守卫好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前景。

我市针对南京新冠疫情发布紧急通告
相关人员须主动配合做好登记等 出现症状要立即就诊

我市部署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和疫情防控工作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提醒市民：

无疫苗禁忌症者应于7月底前尽快接种疫苗
18周岁以下人群接种工作即将开始

紫砂壶的收藏爱好者们，几
乎没有不知道当代紫砂壶艺术
大师鲍志强的。这位土生土长
的宜兴人，跟紫砂打了半个多世
纪的交道。他在创新陶刻技艺
的同时，积极传道授业，推广紫
砂文化，成功把宜兴陶瓷文化带
进异国他乡，让世界了解宜兴，
让宜兴走进世界。

鲍志强1946年生于江苏宜
兴，从14岁选择紫砂行业以来，
已经紫田耕陶60余载。他先后
师从谈尧坤、范泽林、任淦庭学
习陶刻，也曾在老艺人吴云根门
下学习制壶技艺。1975年，作为
同事们公认的“工作标兵”，鲍志
强被紫砂工艺厂选派赴中央工
艺美术学院陶瓷艺术系进修，进
一步拓展了艺术视野和创作水
平。鲍志强一直说，不能只做匠
人，要把思想带进作品，用原创
的作品来打动人。中国美术馆
馆长吴为山也曾这样赞誉鲍志
强在紫砂艺术领域所取得的成
就：他以书、画之意入境，且以高
超隽永的刻工锦上添花，所创造
的紫砂艺术是我们民族宝贵的
文化财富。

鲍志强对紫砂艺术传承最为
突出的贡献，不是创作了一批经
典器型，而是创造了一套新的陶
刻技法“乱刀刻法”：一刀刻过先
现“笔迹”，然后再在第一刀的基
础上，根据所要体现的纹理，多方
面加刀，或者几刀完成一笔，这样
做的同时加强了点、线、面的质
感。在他的手中，“刀”与“笔”完
美融合，把陶刻的表现手法提升
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宜兴紫砂技艺几百年来生

生不息，兴旺发达，依靠的是一
代代紫砂艺人薪火相传、师徒相
承。作为当今紫砂行业的领军
人物，鲍志强的成长也得益于一
批紫砂老艺人的悉心教导。鲍
志强认为，传承实际上是一种历
史的责任，传授别人技艺的时候
绝不能保守。他的徒弟厉上清
说，师傅话不多，凡事只讲重点，
在传授陶刻技艺的同时，更多的
是以身作则，给徒弟们“身教”。
他记得2016年9月，师傅在中国
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的前后
经历。展出的许多作品都完成
于 2015 年下半年至 2016 年 9
月。鲍志强夜以继日地创作，废
寝忘食地工作，就是为了把更好
的作品呈现在大家面前。也正
是得益于鲍志强的言传身教，其
培育的“鲍家军”人才辈出，有高
级工艺师职称以上的徒弟40余
人，更培育出了吴鸣、曹亚麟等
多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省工
艺美术大师。

在精于技艺、传道授业的同
时，鲍志强还积极参与各类紫砂
文化推广活动，为紫砂艺术的文
化推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市
陶瓷行业协会会长史俊棠说，政
府和协会在宜或国内举办的国
际陶瓷文化艺术节、“陶都风”等
各类紫砂宣传推广活动，只要一
个电话，鲍志强都会欣然接受邀
请，为活动“站台”。不仅仅在国
内，鲍志强还多次赴日韩等国推
广紫砂文化。鉴于鲍志强在推
动中韩两地陶瓷产业发展中发
挥的作用，韩国陶瓷文化协会会
长姜庆植还专程为鲍志强颁发
感谢牌。

60余载紫田耕陶终不悔
——记新当选的市党代表鲍志强

□记者赵辉

7月 18日，由
宜城街道综合文体
服务中心与宝东社
区联合主办的“红
心领航”示范街区
揭牌仪式暨欢乐大
舞台文艺晚会，在
城东大润发广场
上举行。居民和
文艺爱好者欢聚
一堂，通过舞蹈、
快板、合唱等文艺
方式，歌颂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辉煌
历程。图为活动
现场。
（记者 蒋 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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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采购）公告

本集团现对外公开招标（采购）PHC管桩、道路防护

护栏等材料供应商以及停车场道闸承包商，同时对部分

机械设备设施公开招拍处置，欢迎有意向的供应商、承包

商参与竞标。具体详情见本集团官方网站（http://

www.yxjtcy.com）。

咨询电话：0510-80793976

宜兴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1日

为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民主，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
见，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等有关规定，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下列同志进行任职前
公示：

卢 达，现任市城投公司总经理、董事、市金发集团和城投公
司党委副书记。男，1975年9月生，汉族，宜兴张渚人，本科学历，
200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市属国
有企业董事长。

刘 超，现任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综合考核科科长。男，
1980年6月生，汉族，宜兴丁蜀人，本科学历，2001年1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2003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市属国有企业总经理。

公示时间为：2021年7月22日至2021年7月28日。对公示
对象有何反映，请于公示期间与宜兴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联
系。联系电话：0510-87986217，联系地址：宜兴市政府大院6号
楼117室（邮编：214206）。

中共宜兴市委组织部
2021年7月21日

干部任职前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