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叶东升

“办企业既需要经营
者敢闯敢试，也需要有好
的政策机遇，更离不开良
好的营商环境和高效的政
务服务。投资东台，不枉
此行。”作为一名昆山本土
企业家，同时也是一名新
东台人，徐金根在’2018
东台（昆山）新特产业招商
推介会上分享到东台投资
创业的经历和感受。

科森科技是一家专业

从事精密金属研发制造的
高新技术企业。4 年前，
从企业发展实际出发，公
司高层经多方考察、综合
比较，一致认为东台区位
优势突出、发展空间广阔、
资源要素齐备、产业承载
力强。“特别是东台市委、
市政府坚定不移发展实体
经济、做大做强新特产业
的决心和定力，令人信心
满怀，最终我们选择了东
台，如今东台也成就了我
们。”徐金根表示。

4年来，科森东台公司
坚持速度与效益并重、生
产与建设并进，先后建成
20 万平方米厂房、新上 6
条PVD生产线、3000多台
套CNC等高端装备，连续
三年实现销售翻番。去年
10月份，二期30万平方米
的厂房及配套设施正式开
工建设，今年上半年可部
分竣工投产，预计全年销
售突破 20亿元、纳税超 1
亿元。徐金根说，在企业
落户发展过程中，经济开

发区一班人驻厂办公，加
班加点办手续、忙协调、抓
进度，帮助科森创造了当
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销
售过亿的“东台速度”。围
绕企业用工量大的实际，
东台市政府超前谋划、主
动服务，协调职技院校与
科森合作办班、订单式培
养技能人才，并为员工子
女入学专门开辟绿色通
道，有效解决了员工后顾
之忧。

徐金根表示，公司将

紧盯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新
趋势新方向，一方面深耕
细分领域，推动关键零部
件向核心组件延伸，不断
扩大产品应用市场，实现
产品结构和规模体量双提
升。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新
领域，加快实施总投资20
亿元的LED面板项目，增
创发展新优势，为东台打
造更具竞争力的电子信息
产业地标贡献力量。

助力打造电子信息产业地标
——访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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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鹏鹏 曹
燕妮 徐良观）“我们李灶
村党总支积极探索推进基
层党建工作的有效载体和
办法，建成先锋长廊……
全年提供招商信息 4条，
为企业招工17人。36户
低收入农户实现脱贫。”

日前，南沈灶镇举行2017
年度述党建述廉政测评
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强化基层党组
织抓党建和廉政的意识，
进一步转变干部作风、创
新党建载体。

“党建创新意识不强，

满足于做好上级规定动
作，缺乏创新的自选动
作。”测评会上各基层党
组织书记纷纷上台，在晒
党建晒廉政成绩的同时，
也毫不避讳地亮出在党建
实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深刻查找原因，认真制定

2018 年强化基层党建和
廉政的整改规划。

该镇三套班子成员、
全体机关干部、村书记、
主任和会计参加此次测评
会，并结合实际进行测评
打分。

南沈灶镇召开测评会晒党建晒廉政

本报讯（记者 戴海
波）连日来，在富北村拓
桑现场，大型机械忙着平
整土地，工人们一前一
后，挖沟栽桑有序衔接，
一行行桑树苗栽植得整齐
有序。

蚕桑是富安镇的主导
产业之一，桑园亩产值平
均超万元。富北村党总支
书记翟先根介绍，该村依
托茧丝绸产业园，积极争
取拓桑扶持政策，以1000
元每亩的价格将茧丝绸产
业园周边零星田块流转成
片 ，新 拓 连 片 桑 园 150
亩。目前，已有20多位养
蚕大户前来洽谈承包桑园
事宜。

新拓成片桑园是富安
去年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任务。该镇提出拓桑及桑
园套种面积达到5200亩，
由镇和茧丝绸公司按照新
拓桑园面积对镇村干部和
拓桑农户给予相应奖励。
目前，全镇已落实拓桑面
积3230亩，新增桑园夹套
蔬菜面积6655亩。

坝桥村一组调减稻麦
新拓植桑园 100 亩，加上
原有老桑园形成300亩连
片桑园，新拓桑园全部栽
植“育 711”新品种桑树。
富安镇农技中心主任崔世
荣告诉记者，通过农业结
构调整既优化种植布局，
又缓解了粮桑等种植使用
农药交叉污染的问题，为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打下
坚实基础。

富安镇新拓桑园
推进蚕桑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朱江 通讯员
邰得力）入冬以来，安丰镇紧抓成
片造林、绿色通道、河岸绿化三大
绿化工程，积极发展林下养殖，

“一片林”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不
断显现。

该镇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
准建设，邀请专家对红安村规模
化成片林项目规划文本过堂。截
至目前，已完成土地平整310亩，
开挖穴塘200余亩，栽植胸径8厘
米的榉树、榔榆、乌臼、朴树、无患
子等3500株，“三化”树种景观林
初具规模。重抓绿色通道和生态
河道建设，完成 204 国道沿线绿
色通道200米，栽植银杏、红叶李
等“三化”树2500株，在丰新村二
灶河岸两侧栽下银杏、红叶石楠
树、垂柳等 1800 株，新增河道绿
化0.9公里。

同时，积极探索林下养殖致
富模式，新上新榆村金蚕养殖项
目210亩，已栽植3公分竹柳120
亩，金蚕成虫后预计亩收入可突
破1.2万元。

安丰镇高标准
建设“一片林”

本报讯（余卫成）连日来，弶
港镇镇村联动，集中人力机械，全
面整治道路、河道、村部周边及集
镇环境，以崭新面貌迎接新春佳
节的到来。

进入1月中旬以来，该镇把提
升环境管护质效作为农村生态环
境建设的重点，集镇重点整治背
街后巷环境卫生，已清理乱堆乱
放50多处、死角垃圾10多吨，更
新弶六路等主街道道旗80幅，维
修路灯 100多盏，补植绿化 1000
多株，修整吊篮、盆景 95 只。各
村居先后清除河道内碎砖、树枝、
烂木、破船等杂物200多处，完善
绿色通道4公里，绿化刷白1万多
株，双墩、新镇等村居还在乡村主
干道安装太阳能路灯110盏。

同时，该镇还进一步完善环
境长效管护责任制，深化河长制
要求，提升管护标准，完善奖惩办
法，确保环境建设高质量。

弶港镇提升环境
迎新春

因工作需要，经研究决定，西溪旅游
文化景区管委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
人员。现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人数
1、运营管理公司招聘岗位：
（1）景区讲解员若干名，全日制大专

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年龄 35周岁以
下，女性身高 160cm 以上，男性身高
170cm以上，形象好气质佳，能讲流利的
普通话；

（2）平面设计师1名，全日制大专及
以上学历，艺术设计等相关专业，能熟练
操作相关设计软件并具有较强的创意设
计能力；

（3）音乐、舞蹈专业工作人员各1名，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音乐、舞蹈相关
专业，能独立创作或编排者优先。

2、影视创客中心招聘岗位：
新闻采编、影视制作和游客接待人

员若干名。

（1）新闻采编和影视制作岗位，全日
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中文文秘类、播音与
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新闻
学、电视节目制作等相关专业，熟悉
Photoshop， Premiere,AdobeAfterEf-
fects等软件。

（2）游客接待人员，全日制大专及以
上学历，专业不限，女性身高 160cm 以
上，男性身高 170cm 以上，形象好气质
佳，能讲流利的普通话，有良好的沟通和
应急能力。

二、报名及有关事项
1、报名时间：2017年1月22日-1月

27 日（上午 8:30-12:00，下午 2:30-6:
00）

2、报名地点：东台市西溪旅游文化
景区管委会三楼303办公室，联系人：宋
健，电话：85291990。

3、报名要求：报名时请携带本人身
份证、毕业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各一

份，交2寸近期正面免冠照片2张，如实
填写《报名登记表》，如填写失实，不予
录用。

开考比例为 1：3，招聘计划数与通
过资格审核人数达不到开考比例的，则
相应核减招聘岗位数，直至取消岗位招
聘计划。报考取消职位的人员，在规
定的时间内可改报其他符合条件的职
位。

三、考试和总成绩计算方法
考试分笔试和面试。笔试、面试总

分各为100分。
1、笔试。考试内容为综合基础知

识、岗位基础知识等。笔试合格分数线
为60分。

2、面试。在笔试合格人员中，根据
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不超过计划
招聘人数 3倍的比例确定面试人选（末
位同分的一并入围）。面试采取结构化
面试形式进行，面试主要测试应聘人员

适应岗位要求的综合分析、逻辑思维、语
言表达等能力。面试合格分数线为 60
分。

3、总成绩计算办法：总成绩为笔试
成绩的40%与面试成绩的60%之和。

四、体检和考察
根据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考计

划人数的 1：1 比例确定体检、考察人
选。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
准（试行）》，体检费用自理。考察内容为
该同志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工作能力
和现实表现。遇有体检、考察不合格或
有放弃的，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
递补。

五、聘用及待遇
本次招聘人员为劳动合同制工作人

员，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
后办理聘用手续，享受西溪景区管委会
同类人员待遇。试用期考核不合格人员
的按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拟聘用的人员

已有工作单位的，由本人负责与原工作
单位终止合同或协议。已与其他用人单
位签署了就业协议或聘用（劳动）合同，
在办理聘用手续时，不能提供解约或解
聘证明书的，不予聘用；拟聘用人员逾期
不报到的，视为放弃聘用，成绩排名次之
的进行递补。

六、组织监督
坚持“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

则，严肃招聘纪律，严格秉公办事，对弄
虚作假的报考人员，经查实后，取消其报
考、聘用资格，对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
一经查实严肃处理。招聘工作由东台市
西溪旅游文化景区管委会组织实施，接
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监督。

公告由东台市旅游文化景区管委会
负责解释。

西溪旅游文化景区管委会
2018年1月22日

东台西溪旅游文化景区管委会招聘公告

本报讯（记者 周洪
悦 通讯员 王勇）近日，
市农委和杭州蜂之语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养蜂质
量安全技术培训班，邀请
浙江大学、扬州大学专家
作技术讲座。全市及周边
县市的蜂农共百余人参加
培训。

近年来，蜂产业面临
假劣产品充斥市场和新

发疾病增多的严峻形势，
市蜂业主管部门、企业及
经营组织不断加大蜂农
培训力度，普及推广养蜂
新技术和安全生产知识，提
升蜂产品质量，促进我市蜂
产业稳定健康高效发展。

培训班上，专家从养
蜂及生产过程中药物残留
控制、如何科学养蜂等方
面进行讲解。

我市举办养蜂质量
安全技术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张一
峰 通讯员 严从寅）1月
17日，东台镇组织村居社
区负责人和机关中层干部
一一登台亮相，通过亮成
绩、议不足、谈措施，接受
大众评议，集中展示2017
年“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的成果。

为切实抓好此次述职

述廉活动，东台镇精心准
备，及早下发通知，就联
系群众真听意见、听真意
见，明确具体要求。结合
本镇实际，所有述职述廉
人员述职前深入到基层和
服务对象中广泛走访，了
解实情，倾听群众意见。
述职中，按照“亮点不夸
大、问题不回避、整改不

走样”原则，述的同志坚
持实事求是，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听的人员注重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述
职后，镇相关部门及时做
好总结、反馈，通过教育
实践活动这一平台，指导
述职单位和人员在立行立
改基础上把建章立制工作
做细做实，进一步营造

“争第一、创唯一”和勇于
创新、进位争先的良好氛
围。镇财政所在财政收入
超序时、增幅大提升的同
时，提出了培植骨干财
源，抓好新兴财源的举
措，得到好评。农业中心
和农经中心分别对结构调
整、土地流转作出服务承
诺，引起强烈共鸣。

东台镇村居社区干部述职述廉

安丰镇晟泽生态农场规划用地 1000 亩，总投资 800
多万元，今年一期绿化造林 500 亩，栽植榉树、栾树、朴树
等乔木树种和乌桕、无患子等彩色化树种，打造“四季有
绿、应时现花、季相丰富、景观美丽”的美丽乡村田园。

记者 戴海波 摄

1 月 18 日，市供电公司组织施工人员改造弶港镇 10 千伏海堤线，将原 120 平方毫米的裸导线更换成 240 平方毫米
的绝缘导线，提高海堤线供电质量，保证渔民种养殖用电安全。记者 唐雅 通讯员 孙永兴 摄

【编者按】今 年
是 我 市“ 重 大 产 业
项 目 突 破 年 ”。 新
年伊始，市委、市政
府 在 昆 山 举 办 新 特
产 业 招 商 推 介 会 ，
广 邀 商 界 宾 朋 ，共
寻 合 作 机 遇 ，商 讨
发 展 大 计 。 不 少 客
商 嘉 宾 一 致 认 为 ，
东 台 发 展 前 景 广
阔 ，投 资 东 台 商 机
无 限 ，表 示 将 深 入
沟 通 交 流 ，拓 展 合
作 空 间 ，携 手 共 创
美好的明天。

’2018东台（昆山）新特产业招商推介会客商访谈

（上接第一版）创塑乡村特色，彰
显绿色生态风貌，坚定不移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力打造
东台美丽乡村升级版。着眼富
民强村，通过市场无形之手、政府
有形之手和群众勤劳之手同向发
力，让广大农民“钱袋子”越来越
厚实；把“八大富民模式”继续向
实处抓、往深处做，在扩面、提质、
增效上下更大功夫，通过挖掘农
业潜力、引导转移就业、支持全民
创业等多种途径，不断拓宽农民
增收渠道。加大改革创新，激活
发展活力，按照“确权、赋能、搞
活”的思路，积极稳妥推进“三农”
各项改革，最大限度地释放乡村
振兴新动能。

坐标已确立，重装再出发。
做好“三农”工作，推进乡村振兴，
事关广大群众民生福祉，事关建
设“强富美高”新东台大局。全市
上下要创新思路办法，强化责任
担当，同心聚力，奋发有为，全力
打造乡村振兴的“东台样板”。

打造乡村振兴的
“东台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