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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运会开幕式15日晚在西安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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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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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期内如遇人行存款利率调整则提前终止发行。★额度有限，售完即止。★认购期内，请以办理时实际执行利率为准。产品细则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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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大额存单
年利率 年利率

3.55%
3年期 20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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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定期存款 个人大额存单

3.95%

年利率

五年期 20万起存
欲购从速

营 业 部

和桥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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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52085

如遇利率调整，以厅堂公布利率为准。

新建支行
张渚支行
丁蜀支行
徐舍支 行

87230032
87326000
80728072
87608076

三年期

3.55%

年利率

发售时间:2021年 9月2日起

87336260咨询热线： （工作日）或各营业网点
广告

扫码办理阳光信贷

◆信用贷 ◆额度高
◆利率低 ◆期限长

◆用途广 ◆操作简
◆还款活

产品特点：

一起富阳光信贷

本报讯（记者李 震）9 月 14
日，市委书记封晓春带队，以“四不
两直”方式，深入城区停车场、小
区、菜场、医院等地及周边，现场督
查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封晓春强调，要把顺应民心、惠及
群众作为根本追求，坚持问题导
向、效果导向，切实增强紧迫感、强
化行动力，大力补齐短板弱项，持
续加强精细管理，推动文明城市建
设不断迈向更高质量，全力争创全
国文明典范城市。市领导薛皓月、
周杰参加督查。

老城区的环境面貌问题，一直
是我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的薄弱
环节。当天，封晓春一行首先来到
市人民剧院停车场、城中大统华超
市及周边进行督查。走进市人民剧
院停车场，相关车辆有序停放、出
入，但深入内部及周边仔细看，还存
在场地道板砖破损、公厕龙头损坏、
垃圾收集点不够整洁、周边建筑线
缆杂乱等问题。封晓春要求，有关
各方要主动担起责任，坚持条块结
合、增强攻坚精神、迅速解决整改。
同时，要不断强化“全周期”管理意
识，坚决遏制新问题发生，确保城市

各地经得起随时看、随处看。
车站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是

抓好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一环。
在宜兴汽车客运站及站南部分道
路街巷，封晓春一行进行了细致的
走访督查，对发现的路面沉降、店
招破损、立面损坏、停车不规范以
及居民乱搭建等问题提出整改要
求。他指出，越是基础、细微之处，
越能体现城市管理水平和文明程
度。相关部门和属地要拿出“绣
花”功夫，继续严格规范城区机动
车停放秩序，尤其强化对次要道
路、背街小巷的停车管理。同时，
加强车站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提
升，迅速推进破损设施修复以及违
建整治等工作，提高城市环境品质
和群众获得感。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既要擦亮
“面子”，又要充实“里子”。在宜城
街道唐公社区，封晓春先后来到紫
竹苑小区、紫竹苑农贸市场及周边
等地进行督查。在紫竹苑小区，他
要求相关部门和宜城街道要通力
协作，集中力量整治小区乱停车、
飞线充电等不文明现象；结合老旧
小区改造推进，优先解决好老旧小

区环境整洁、楼道亮化、集中晾晒
等群众关心关注的现实问题，真正
实现创建为民、惠民、利民。在紫
竹苑农贸市场，封晓春对菜场内部
整洁的购物环境给予肯定。他说，
农贸市场的环境质量、经营管理，直
接关系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质量，
相关部门板块要不断完善长效管理
机制，通力协作，防止菜场及周边占
道经营、乱堆乱放等不文明现象回
潮。同时，要大力规范市场周边秩
序，消除安全隐患、卫生死角，为群
众营造安全整洁舒心的生活环境。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安全有序
是前提和底线。在市中医医院，封
晓春一行走访院区各地，认真了解
就医市民停车、院区秩序环境和硬
件设施完善等情况，对医院积极推
进停车设施建设、强化管理服务相
关做法表示肯定。在仔细询问医院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后，封晓春
强调，中秋、国庆节日将至，人员流
动性增加、聚集性活动增多，做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将面临新的考验。各
地各部门单位，尤其医疗机构要时
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严格按照
相关工作要求和流程，科学精准务

实抓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全力守
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督查中，封晓春指出，经过全
市上下共同努力，今年以来，我市
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取得
了良好态势，但仍存在部分细节问
题。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
想认识，清醒认识当前形势和存在
问题，坚决摈弃侥幸心理、懈怠情
绪，全面压紧压实责任，进一步理
顺工作机制、加强交流协作、形成
强大合力，锚定目标任务、严格对
标找差、逐项整治提高，全力以赴
把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
要创新工作方式，坚持以满足人民
多样需求、方便群众生产生活为基
准，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内涵，
着力补齐民生领域短板，持续完善
公共服务功能，真正让城市面貌焕
然一新、品质显著提升、群众生活
更加得益受惠。要加大宣传力度，
重点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等，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的现实问题，充分激发群众参与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全民创
建、全域创建的浓厚氛围，推动文
明城市建设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

封晓春“四不两直”督查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强调——

补齐短板弱项 加强精细管理
推动文明城市建设不断迈向更高质量

本报讯（记者马溪遥）近日，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职
称办发文公布了江苏省高层次
和急需紧缺人才高级职称考核
认定结果，我市6人获评。其中，
市交通工程建设管理处的钱渊
被认定为正高级职称，其余5人
被认定为副高级职称。

江苏省高层次和急需紧缺
人才高级职称的考核认定，不
同于一般的职称评审，是为特
别突出人员开辟的一条绿色通
道，强调的是品德、能力、业绩
特别突出，注重的是业内、社会
和市场认可，破除传统职称评
审中的学历、资历、论文等条条
框框。此次获评的6人中，4人
本科学历、1 人大专学历、1 人

高中学历，他们是在交通运输、
环境工程、化工等领域作出突
出贡献，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的高层次和急需紧缺
人才。其中，获评正高级职称
的钱渊，曾荣获“无锡市先进个
人”“宜兴市科技英才”等，撰写
相关论文20多篇，参与建设的
工程中，沪宁高速获“鲁班奖”、
范蠡大桥获“扬子杯”优质工程
奖、S262省道西氿大桥获中国
钢结构金奖。

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专技科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
我市相关政策，全市广大企业每
培育1名取得正高级、副高级职
称的专技人才，将分别获得5万
元、2万元的奖励。

本报讯（见习记者俞 婕）日
前，我市出台并印发《宜兴市第
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工作方案（试行）》（以下简称
《方案》），从摸清自然灾害风险
底数、把握自然灾害风险规律、
构建自然灾害风险防治技术支
撑体系等方面入手，明确我市第
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工作目标，力争在2022年形成
一套完整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成果和防治体系。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
调查，也是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
力的基础性工作，历时近两年时
间，将于2022年10月结束。“普
查成果将助力我们更加精准应
对‘风云变幻’。”市应急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说，通过组织开展第
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不仅有利于客观认识全市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水平，还能为全
市各级开展自然灾害防治、保障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
科学的决策依据。

为在全市范围内有效开展
该项工作，我市特制定了《方
案》。《方案》对本次风险普查划
出重点任务：由市应急管理局、
住建局、自然资源规划局、气象
局、水利局等相关部门，对地震
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
旱灾害、森林火灾等五大灾害
风险要素开展全面调查，并重
点针对洪水、台风、地震、地质

等灾害开展重点隐患调查与评
估，建立分类型、分区域的全市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与减灾能力
数据库。同时，协助市级编制自
然灾害系列风险图，修订主要灾
种规划，编制综合风险区划和灾
害综合防治区划。根据《方案》
实施计划，今年是前期准备和全
面实施调查的阶段，包括普查对
象清查登记、开展具体调查任
务、编制综合风险普查成果报告
等工作，预计于2022年10月前
形成五大灾害风险要素调查、
主要承灾体调查、历史灾害调
查、综合减灾能力调查等方面
的数据成果、图件成果和文字
报告类成果。

与以往自然灾害调查工作
相比，本次自然灾险普查侧重
于摸清灾害风险隐患底数、查
明区域抗灾能力。因此，《方
案》要求全面调查1978年以来
我市的年度灾害、历史灾害事
件，重点调查2000年以来重大
灾害事件的灾害种类、灾害损
失、应对措施和恢复重建等情
况，构建一整套要素完整、内容
详实、数据规范的历史灾害调
查数据体系。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保证普查成果质量，《方
案》还要求在调查中积极采用
遥感影像识别、无人机航拍、互
联网数据抓取等新技术，GIS空
间叠加分析等新方法，为本次
自然灾险普查工作的高效率展
开保驾护航。

全面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我市出台方案
助力精准应对“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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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高级职称考核认定结果公布

宜兴 6 人上榜

本报讯（记者孙斐斐）最近，不
少市民发现，家门口陆续装上了新
型的门牌，除了路名和编号外，门
牌上还多了个二维码。据市公安
部门介绍，这是我市正在试点的门
牌信息化工程。前期，我市先对9
万余户登记在册的出租房进行二
维码门牌推广试点，目前出租屋上
牌率已超60%。

昨天，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在城
区太滆新村随机扫描了部分门牌
上的二维码，发现扫码后即可看到
辖区社区民警及网格员的信息和
联系方式，并可在“地址详情”中查

看门牌号的标准地名，包括该处所
的县（区）、街道、社区、街路巷名称
及门牌楼名称等基本信息。据市
公安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门牌
信息化工程正在推进中，由于还需
要大数据部门的帮助，系统还不是
很完善，如“苏康码”“地址查询”等
功能仍在设计中。下阶段，二维码
门牌将在全市范围内推广，有望今
年年底实现全覆盖。

二维码门牌的推广，会给市民
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市公安局工
作人员表示，通过统一安装二维码
门牌，将网格员、社区民警的联系方

式公示到每一户，方便群众第一时
间能点对点找得到人、办得了事。
同时，一些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的政务服务和便民服务功能正在
规划中，今后市民只要在家门口“扫
一扫”，就可以享受多种公共服务。

“未来这些基础信息的采集，也将便
于公安机关对社会治安的管理，不
过市民无须担心个人信息泄露，扫
描二维码之后显示的内容不会涉及
住户的个人情况。”该工作人员说。

二维码门牌来啦！
有望今年年底实现全覆盖

中秋节即将到来，市民对于佳节礼品的需求量大幅提高。为在便于市民购买优质产品的同时，助力商户增收，昨天，市融
媒体中心“看宜兴”直播带货项目组走进位于杨巷镇的市云香楼食品有限公司，开展中秋公益直播带货活动。此次直播在“看
宜兴”客户端平台上线，在1.5小时的直播时间里，吸引近4万网民围观，我市两家企业的葱油饼、老苏式火腿月饼、猪肉脯等佳
节礼品，受到了广大网民的欢迎。图为直播现场。 （见习记者 鲍祎珺 摄）

新华社西安9月14日电 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
式9月15日20时在西安奥体中心
体育场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
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
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

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
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
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同步转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