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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胜城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是一家主板上市
企业投资设立的公司，成立于2013年，是领益科
技在华东地区最大的生产基地与研发中心，先后
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型企业
等称号。公司占地3000亩，现有员工5600多人，
预计今年达到10000人。2017年，公司实现销售
额达18亿元，跻身盐城五星企业行列。公司拥有
圆刀、销孔、冲压、CNC、车床、电镀、平板等智能
化设备 2000 多套，主要客户为苹果、OPPO、华
为、三星等。自动化发展使得领胜城公司的产品
性能设计达到最优化，现拥有省级模切研发中心、
省级技术中心各一个，是同行业中最具竞争力的

公司。
因业务激增，领胜城公司需招聘男女普工，要

求年龄 18-45 周岁，初中以上学历。综合工资
4800-6500元/月，缴纳五险一金，宿舍厂房配有
空调，有意者请携带身份证件至公司面试。

公司将为内部员工提供完善的培训体制、广
阔的发展空间。热忱欢迎您的加盟。

地址：东台经济开发区东区经八路8号（5路
公交车可直达）

联系人：韩女士 许先生
联系电话：15861054482，18118930361

领胜城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招聘启事

6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了《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
品质量安全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其中提到，到2020年，
乳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幅提高，产
品监督抽检合格率达到 99%以
上。

《意见》指出，要坚持产业一
体化发展方向，延伸产业链，建立
奶农和乳品企业之间稳定的利益
联结机制，推进形成风险共担、利
益共享的产业格局，增强奶农抵
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实现一二三
产业协调发展。

到2020年，奶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取得实质性成效，奶业现
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奶业综

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100头以上
规模养殖比重超过 65%，奶源自
给率保持在70%以上。产业结构
和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婴幼儿
配方乳粉的品质、竞争力和美誉
度显著提升，乳制品供给和消费
需求更加契合。乳品质量安全水
平大幅提高，产品监督抽检合格
率达到 99%以上，消费信心显著
增强。奶业生产与生态协同发
展，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75%以上。到2025年，奶业实现
全面振兴，基本实现现代化，奶源
基地、产品加工、乳品质量和产业
竞争力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
列。

在加强优质奶源基地建设方

面，《意见》提到，突出重点，巩固
发展东北和内蒙古产区、华北和
中原产区、西北产区，打造我国黄
金奶源带。积极开辟南方产区，
稳定大城市周边产区。发展标准
化规模养殖，加强良种繁育及推
广，促进优质饲草料生产。

在质量监管方面，《意见》要
求，加大婴幼儿配方乳粉监管力
度。严格执行婴幼儿配方乳粉相
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强化婴幼儿
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按
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持续开
展食品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从严处理。
严厉打击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涂改标签标识以及在标签中标注
虚假、夸大的内容等违法行为。
严禁进口大包装婴幼儿配方乳粉
到境内分装。大力提倡和鼓励使
用生鲜乳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
支持乳品企业建设自有自控的婴
幼儿配方乳粉奶源基地，进一步
提高婴幼儿配方乳粉品质。

《意见》还提到，鼓励使用生
鲜乳生产灭菌乳、发酵乳和调制
乳等乳制品。鼓励企业兼并重
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培育具有国
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乳品企业。
鼓励建设乳制品配送信息化平
台，支持整合末端配送网点，降低
配送成本。

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发布
到2020年乳品监督抽检合格率达到99%以上

安徽省与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
省近日签署了《长三角地区打通省际
断头路合作框架协议》，明确将按“规
划明确、需求对接、就近接入、先易后
难”的总体原则，根据地区经济发展、
交通需求、路网规划和前期方案成熟
度，共同全面推进省际对接道路各项
工作。优先确保高速公路、国道骨干
路网建设项目的全面连通，重点实施
在省界处未连通的断头道路以及现
已连通但省界处存在瓶颈的道路。

根据协议安排，三省一市将分批
制定项目计划。第一批优先安排双
方对接意愿强烈、规划方案一致、建
设规划明确、交通作用明显且对路网
完善有积极作用的项目。后续将结
合省界处重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共同协商，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和
项目储备，落实项目规划、建设计划，
滚动推进建设，实现省际断头路全面
对接。三省一市约定，共同推进前期
审批工作，细化工程施工配合。同时
还将加强后期养护管理，确保省际道
路“畅、安、舒、美”。

长三角地区将合力
打通省际交通瓶颈

日前，从天安门地区管委会
传出消息，天安门城楼及城台修
缮方案已获国家文物局批准，将
于今年6月15日正式开工。为避
免修缮工程施工期间施工人员、
设备设施与游人交叉造成安全隐
患，结合施工计划安排，6月15日
起天安门城楼停止对外开放。

据文物专家介绍，明清时期，
天安门城楼曾进行过两次重大修
建；新中国成立后，1970年对天安
门城楼进行了翻建，翻建后的天安
门城楼具有较强的抗震能力，同时
增添了广播电视转播等设施。

近年来，经专业机构检测，天
安门城楼及城台总体处于安全状

态，但也出现了城台渗水、墙体
抹灰局部空鼓，城楼彩画开裂，
部分设备设施老化等问题，影响
了天安门城楼的日常开放和重大
活动使用需求。

本次主要针对上述问题进行
修缮，预计明年4月底恢复对外
开放，5月底全部完工。

天安门本周五启动修缮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近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赴
俄中国游客数量达21.6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18％。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赴
俄外国游客数量总计 430 万人
次，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中国
是赴俄游客数量最多的三个国
家。中国赴俄游客数量在亚太
地区排名第一。

近年来，俄罗斯逐渐成为中

国游客出境游热门目的地，除莫
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外，其
他不少城市也吸引了大批中国
游客。

此外，俄罗斯远东地区滨海
边疆区也受到越来越多中国游
客的青睐。俄滨海边疆区自
2017 年 8 月起实行电子签证制
度，中国游客可凭借电子签证在
滨海边疆区最多停留8天。

今年第一季度赴俄
中国游客数量大幅增长

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 就业之窗就业之窗

正耀精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分别座落于
昆山市张浦镇，占地面积为10000平方米；盐城东台
市，占地面积40亩，为连接器整合设计与制造服务的
专业生产厂商。公司主要提供电脑及周边设备、汽

车、新能源、医疗、通讯设备等方面连接器的基础零
件模具开发、五金和塑胶零件生产、锌合金产品压
铸、车制零件加工和连接器自动化组装一条龙的生产
和销售服务。

东台正耀精密有限公司
招聘启事

联 系 方 式
公司地址：江苏省东台市经济开发区纬六路2-8号
联 系 人：杨军 联系电话：18962436920 电子邮箱：cw@sz-econn.com

招 聘 职 位

科森集团是一家专业从事精密金属制造的高
新技术企业，成立于2003年，于2017年在沪交所
主板上市，主营手机、电脑、数字视听、医疗器械、
汽车、新能源等领域，在产品研发、模具开发、工
艺流程设计、产品制造、品质管控等方面具有领
先优势和丰富经验，拥有多项核心技术自主知识
产权，各项技术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集团在昆山、盐城（东台）共设有四个生产基地，
拥有1000亩的 3C产业制造园。十余年里，公司
风雨兼程，开拓进取、不断创新，已经积累众多国

内外知名品牌客户，拥有稳定的客户资源和优良
的口碑。

现因业务急增，科森科技需招聘男女普工，年
龄 18-45 周 岁 ，初 中 以 上 学 历 。 综 合 薪 资
4500-6000元/月，享有五险一金、年终奖。

面试时间：周一、周三、周五上午10点（携身
份证）

面试地址：东台经济开发区纬六路5号
联系电话：0515-85399850（易女士）

科森科技东台有限公司
招聘启事

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人力资源市场常年对外开放，每周六上午举
办人才集市，欢迎广大求职者和用人单位踊跃报名参加!

联系电话：18066159050 1329125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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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职位或工种

生管助理

生管课长

IPQC

体系工程师

冲压中级工程师

调机初级工程师

生技工程师

助理工程师

PE工程师

生产助理

招聘条件

1.有连接器行业经验；2.有ERP系统操作经验；3.有统筹规划及沟通协调能力。

1.男女不限，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2.有ERP系统操作经验；3.有统筹规划及沟通协
调能力。4.现场物料的跟踪、物料的跟进、生产计划交期的回复。

1.有车加工品管工作经验；2.有连接器品质管理经验；3.能看懂机械图纸，能使用量
测仪器。

1.执行管理体系的策划、推行、维护、改进及其过程中的监督工作；2.负责监督、维护
各管理体系的正常运行，上传管理体系相关的文件&资料至E6系统；3.公司各部门
体系文件&运行的状况；4.依公司组织实施公司内部体系、过程、产品审核工作；5.编
制年度及不定期内审计划，按计划组织内部审核及审核跟踪；6.负责外部二、三审核
不符合项的追踪；7.负责公司有害物质过程管理；8.负责组织质量体系文件的控制
及编制&修订的培训；9.了解IATF16949标准、APQP、PPAP、SPC、FMEA、MSA等质量工
具。

1.男，身体健康，年龄40岁以下；2.有丰富连续冲压模工作经验与管理能力；3.具备

高速冲压模具设计与修模能力。

1.上下模具、生产调机；2.机台的维护与保养，生产排程跟进；3.现场6S维护；能适
应白夜班。

1.男，机械电子专业优先；2.有电子连接器调机经验；3.能配合生产车间加班；4.懂
绘图者优先。

1.男，有1年以上的连接器行业经验；2.能熟练使用1-3种绘图软件；3.抗压学习能
力强，领悟能力强。

1.男，3年以上工程人员工作经验；2.有连接器行业经验；3.有新产品开发经验。

1.女，身体健康，视力良好；2.有生产文员工作经验优先；3.能熟练操作办公电脑及
办公软件；4.熟悉ERP系统操作者优先；5.责任心与沟通能力强，能配合生产部门加

班需求；6.2018年底可随同公司搬迁至盐城东台者优先。

人数

1

1

3

1

1

1

1

4

1

1

薪资待遇
（元/月）

4000-5000

6500-7000

4000-5000

5000-6000

7500-8500

4000-6000

5000-6000

4000-5000

4000-6000

4000-5000

为了纪念3月逝世的物理学
家霍金，英国政府6月11日宣布
设立“霍金奖学金”，在数学和物
理研究领域表现杰出的学生可
以申请。

1985年，霍金因肺炎逐渐丧
失说话能力。他只能靠右眼的
肌肉移动特制眼镜的按钮，操作
发声器“讲话”。

据悉，在未来5年内，每年都
有 10 个奖学金名额，英国政府
将资助完成数学、物理学和计算
机科学博士研究的申请人。

这 50名受赠者将获得财务
援助，让他们能在英国任何机构
内继续研究长达3年。

英国科学大臣吉马说，成立

“史蒂芬·霍金奖学金”前，已和
霍金的家人讨论过。

霍金的子女指出，他们对成
立这个奖学金感到“兴奋不已”，
因为他们的父亲“知道奖学金对
促进研究的价值”。

今年3月14日，英国著名物
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英国剑桥
的家中去世，享年76岁。

“我们非常伤心，我们敬爱
的父亲今天去世了，”霍金的子
女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他是
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一位杰出的
人，他的工作和遗产将继续流传
于世……他的勇气与坚持，才华
和幽默，激励了全世界的人。”

英国政府成立“霍金奖学金”
援助申请人进行研究

为方便读者借阅图书，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日前引进了 30 多台
“信用智能借书机”，安置在市民服务中心、图书馆、部分社区等公共场
所，每台机器内放置图书 200 册，读者可通过扫描二维码免费借阅图
书。

6 月 11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
蜀山区井岗镇井岗园区，春皖
幼儿园开展“点雄黄挂香囊健
康过端午”活动，身着美丽汉服
的老师，为小朋友们点雄黄、挂
香囊，让小朋友了解传统民俗，
迎接端午节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