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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朱友华 余卫成）11 月 7
日，弶港镇对规划实施的一事一议财
政奖补项目工程开展验收。

弶港镇依据年初人代会确定的民
生工程，制订农路完善提升工程实施
方案，在村民代表决议的基础上，按照
轻重缓急敲定具体项目工程7个。今
年到目前已新建道路近 6公里，涉及
新海、六里、新港等6个村居。所有项
目工程全部实施招投标，施工过程中
强化专业监理、纪律监管，邀请村民代
表进行现场动态督查。

弶港镇验收
民生工程

本报讯（陈权 许吉
平 朱霆）连日来，梁垛镇
围绕工业开票销售和税
收“双增”目标，进一步
整合力量，强化要素协
调，注重精准施策，加大
服务企业和服务项目力
度，确保现有企业开拓市
场挖潜增效到位、现有项
目按序时推进到位、现有
创星企业培育到位，形成
后续财源迸发和镇域经
济加快发展的叠加效应。

该镇引导磊达集团
继续发挥四梁八柱作用，
打足生产潜力，扩大产品
销售，确保开票销售、缴
纳税收有大幅增加。瀚
隆家纺、东之达精密电子
税收分别争取6000万元
和超2000万元。出台激
励政策，鼓励科技创新，
着力强化服务，进一步打

造行业标杆，计划年内新
增匠准、鸿富达、水洲盈
华、佳茂隆、康帅等 5家
规上企业。

对在手实施的一批
重点工业项目实施挂图
作战，力促项目快建设快
竣工快达效，集聚加速发
展新动能。匠准精密电
子 138 台 CNC 投 入 生
产，今年已经实现开票销
售2200多万元。东之达
精密组件140台 CNC到
位，今年开票销售已突破
1 亿元。康帅冷链设备
部分设备已进场，台邦电
机、晟邦电机、随缘机械
等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建东机械、运泰强电子、
永庆精密组件等 3 个合
作重组的机械电子项目
努力形成新的增长点。

梁垛镇出台激励
政策打造行业标杆

本报讯（记者 张佳 通讯员 陆继
军）11月 7日至9日，新街镇举办了一
期安全生产培训班。全镇生产经营单
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培
训。

培训班邀请了市安监、教育、质监
等部门和市安康培训学校的专业讲师
进行授课。培训结合安全形势报告及
典型案例分析，对安全法律法规、标准
化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职业病防
治等知识进行辅导，并对学习效果进
行了测试和评价。

新街镇举办
安全生产培训班

正在建设中的富安富山精密机械项目总投资 2 亿
元，计划引进意大利切断机、造模生产线等成套设
备。项目建成后可生产各类阀门、接头等产品 1500 万
只。记者 戴海波 摄

位于经济开发区的思必德科技项目 2 幢合计 3.5
万平方米厂房完成基础浇筑，正在安装钢构。

记者 夏静华 摄

↑磊达钢帘线公司精心设置展板，营造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浓厚氛围，进一步激励
广大员工砥砺奋进，埋头苦干，谱写磊达新时代
发展新篇章。记者 夏静华 摄

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 通讯员 夏
裕峰）为推进案件审理的繁简分流，市
法院对实践中体量大、难度大、挑战多
的五大类案件开展要素式审判，着力
提升审判效能。

该院制定完善了交通事故、房屋
买卖、建设工程施工、物业、劳动争议
等五类案件的审理要素，在适用过程
中，承办法官根据当事人填写的要素表
归纳争议焦点，提高庭审效率。针对双
方无争议的事实要素，征询当事人意
见，无异议后直接予以庭审小结确认。

法院要素式审判
提升司法效能

本报社（见习记者 周宴）11月 12
日，市心理咨询师协会换届，选举产生
新一届理事会。

市心理咨询师协会成立于 2015
年。近三年来，协会一直致力于推动
我市心理咨询师队伍建设、发展我市
的心理咨询工作，积极组织心理咨询
师在心理疏导、心理干预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走进机关、社区、学校、企
业、养老院、医院开展专题培训、专题
讲座，多次与市红十字会联合举办活
动，服务社会大众。

市心理咨询
师协会换届

本报讯（记者张莉琳 通讯员裔丹
姚亚香）连日来，唐洋镇抢抓晴好天
气，投入100多部农用机械抢收抢种，
目前秋收工作已基本完成，播种小麦
逾万亩。

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
户及时晾晒烘干，对秋季秸秆利用和

“双禁”工作进行细化落实。镇成立生
产督查小组，精心服务，对全镇秋收秋
播服务指导工作进行巡回检查，确保
秋收秋种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唐洋镇全力抓好
秋收秋种工作

→连日来，新街镇结合镇情深入开展形式多
样的宣传和宣讲活动，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企
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记者 张佳 通讯员
张冬梅 陆继军 摄

↑近日，新坝社区居委会邀请老党员交流学
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心得体会，总结社区存在问题
制订规划方案。张晨 摄

本报讯（记者 朱江
通讯员 吴超兰 徐海琴）
进入四季度以来，溱东镇
招商引资捷报频传、好戏
连台。上海客商投资2亿
元的骏茂新材料项目通
过评审，投资 5000 万元
的新能源汽车传感器制
造、海洋工程装备制造、
特种精密连接件、特种专
用法兰制造项目成功签
约……

今年全镇累计招引项
目总数达到12个，其中亿
元项目3个。同时储备亿
元项目6个，其中南通永高
新材料、上海特种合金管
材、南通科绿商业综合体
等3个项目总投资均达5
亿元以上，深圳中科机器
人、澳洲特种合金精密连
接件、山东货车集装箱制
造等项目总投资达1亿元
以上，实现了招商引资重

大项目的突破，达到招商
项目储备一批、签约一批、
建设一批的目标。

进入四季度以来，溱
东镇依托园区优势，紧扣
产业定位，优化招商队
伍，采取驻点招商、以商
引商、商会荐商、网络联
商相结合，实施密集招
商、精准招商、产业招商，
形成了招商引资项目梯
次发展的良好局面。

同时积极创新项目
服务推进体系，设立园区
管理委员会，与镇招商局
合署办公，提出了“在外
招商在镇服务”的口号，
落实招商引资和项目服
务人员一岗双责，建立项
目服务联席会议制度，由
镇分管领导牵头，招商引
资、项目服务、园区管理
条线人员定期召开会议，
通报工作情况会办存在

问题，形成了强有力的督
查推进机制。

该镇将认真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重点招
引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
力强、绿色高端项目。加

大项目推进力度，强势推
进项目快建设。加大园
区建设力度，重点规划园
区布局，增强园区配套功
能，提升园区整体形象，
着力打造盐城市级一流
示范园区。

溱东镇招商引资捷报频传

（上接第一版）由此和雕
塑结下不解之缘。2009
年博士毕业，一个偶然的
机会，沈军在北京遇到曾
经的大学老师吴为山教
授，一番交流，沈军决定继
续报考中国艺术研究院吴
为山教授的艺术学博士
后。当时，中国艺术研究
院的博士后竞争非常激
烈，全国只招三名，音乐、
戏剧、美术专业各一名。
沈军凭借扎实的功底在众
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终
于如愿成为吴为山教授的
第一个博士后，于2011年
3月从上海来到北京，进入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
士后流动站。

2014 年从博士后流

动站出站后，沈军作为特
殊人才，被故宫博物院引
进。一家3人全部进京落
户。他笑着说，妻子本是
北京人，但喜欢南京，在南
京上学工作十几年后，谁
知道又回到了北京。

工作伊始，沈军逐一
走访多位文物修复老专
家，梳理了自故宫博物院
成立以来文物修复的历
史，并撰写了相关研究报
告。在故宫博物院工作
三年多，沈军独立和参与
修复的重要文物达三十
余件，其中有咸若馆金漆
木雕九龙匾额、倦勤斋漆
饰构件剔红寿字如意双
耳瓶、般若波罗蜜心经经
盒等。并多次参加国际、

国内学术交流。前不久，
专程赴新疆考察文物修
复展，为计划 2019 年在
香港举办的故宫文物修
复 大 展 的 策 展 认 真 筹
备。沈军还积极参与艺
术领域的国际交流，在一
次学术交流中，由于对白
俄罗斯雕塑家康斯坦丁·
谢利哈诺夫及其祖父作品
的精确点评，引起囯内外
专家的高度认同，康斯坦
丁先生专门找到沈军并握
住他的手，说：“没想到能
在中国遇到知音，您对俄
罗斯艺术的理解太透彻
了，中国的同行了不起！”

沈军同时还是中国
城市雕塑家协会的副秘
书长，住建部全国城市雕

塑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
军事博物馆艺术品收藏
评审专家。担任在中国
美术馆举办的《国家美术
捐赠和收藏项目：焕然有
章——刘焕章雕塑艺术
展》策展人，《首届全国雕
塑大展》城市雕塑板块的
分策展人，受邀参加第
三、四、五届“中国·长春
世界雕塑大会”并作专题
演讲。

谈起家乡的发展，沈
军感到由衷高兴，尤其是
交通越来越方便，也让他
们这些在外的游子们回
家的路更近。他说，这几
年，每年都回家乡，家乡
变化真是日新月异，他祝
福家乡越来越美丽。

故宫博物院的博士后“工匠”

因工作需要，东台市外商服务中心(全额拨款事
业单位)在全市范围内公开选调2名工作人员。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调职位及人数
市外商服务中心办事员1名、翻译1名。
二、选调范围
全市事业单位符合选调条件的人员均可报名。
三、选调条件
1、报考人员须具备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人员身

份，政治立场坚定，事业心和责任感较强，具有较高
的政策理论水平，文字综合和实际工作能力突出；年
龄在35周岁以下（1982年1月1日以后出生），身体
健康；大学本科及其以上学历；工作满3年以上，工
作期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试用期视同合
格）。

2、报考办事员岗位的所学专业为不限。报考翻
译岗位的所学专业为外国语言文学类，且要求取得
英语专业八级或韩语六级、日语N1级证书。

四、报名时间及方式
报名时间：2017年 11月 27日至11月 30日（上

午8:30-12:00，下午2:30-6:00）。
报名要求:报名时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毕业证

书、单位同意报考证明等相关材料。上述材料均需
提供原件和2份复印件，同时另交近期2寸正面免冠
彩照3张。

报名地点：市外商服务中心办公室（北海中路8
号，市行政中心13楼1319室）。

联系人：单江辰，联系电话：89561319。
五、选调程序及方法
1、报名资格审查。采取组织推荐或个人自荐等

方式报名，并填写报名登记表。按照相关报名条件
进行资格审查，审查合格者准予参加考试。资格
审查合格的人数与公开选调职位计划数的比例不
低于 3:1，如合格人数达不到比例的取消此岗位选
调。

2、考试。考试分笔试和面试，总分均为100分，
笔试和面试合格分数线均为60分。笔试内容为综
合知识和公文写作。笔试后，在笔试合格人员中按
岗位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不超过选调数
3倍的比例确定面试人选（含末位同分者）。面试采
用结构化面谈方式，主要测试选调人员综合能力。
考试总成绩按照笔试和面试成绩各占50%计算。考
试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3、组织考察。根据考试总成绩，按照考察人选
与选调职位1:1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考察对

象（如总成绩相同，笔试成绩高者优先，笔试成绩相
同时，加试决出名次，加试时间另行通知），对考察对
象德、能、勤、绩、廉的表现情况进行综合考察。

4、讨论决定。根据考试、考察情况，研究决定拟
选调人选。

5、办理手续。对拟选调人员向社会公示，公示
期为7天。公示无异议的，办理调动手续。

六、组织与监督
本次公开选调由市商务局组织实施，坚持公开、

平等、竞争、择优原则，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及社会监
督。

本公告由市商务局负责解释。

东台市商务局
2017年11月14日

东台市商务局关于公开选调市外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