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上级市场监管部门的认真指
导下，全市市场监管人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围绕高质量发展目
标，主动作为、奋力拼搏，立足改革谋创新，立足服务促发展，立足民生守底
线，市场监管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年来，全局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表彰鼓励先进，进一
步推动市场监管工作取得新跨越，经研究，决定对2018年度先进党支部、优
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老干部，2018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2018年度行政执法先进集体、优秀案件主办人和优秀法制员予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发扬成绩，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全局干部职工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加快
完善现代市场监管体系，谱写丹阳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积极力量！

先进党支部：
机关第一党支部 机关第四党支部
老干部第二党支部
优秀党务工作者：
芮益萍 王 斐 束霖平 贡向前
陈须海 胡坤林
优秀共产党员：
一支部：周 祥 陆一芳 丁晓燕

二支部：蒋素芳 朱国林 谢 顺
三支部：张利玲 陈 英 殷 婕
四支部：钱立平 束红兵 蒋明生
民营经济协会支部：吉国如 彭湘华
优秀老干部：
吴友德 王瑞跃 朱国泉 陈海龙
束俊华 陈永龙 孙金鸥 陈良根
蒋金发 王家铸

20182018年度先进党支部年度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务工优秀党务工
作者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老干部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老干部

一、行政执法先进集体
稽查大队 珥陵分局
二、优秀案件主办人
蔡伟峰 盛 黎 储伟宏 张建平
郦 涛 潘国锋 朱猛昶 沈辉俊

三、优秀法制员
李梦霞

20182018年度行政执法先进集体年度行政执法先进集体、、
优秀案件主办人和优秀法制员优秀案件主办人和优秀法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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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进集体
先进分局（4个）
丹北分局 陵口分局
曲阿分局 珥陵分局
先进科室（6个）
市场规范管理科 行政许可科
机关党委 组织人事科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科
食品安全综合监督管理科
服务全市中心工作突出贡献先进集体（5个）
行政许可科 企业监督管理科
市场规范管理科 稽查大队
市场服务中心

二、先进个人(40名）
朱冠群 刘国强 李梦霞 姜 娟
赵榴林 李 冲 孙 安 马玲玲
彭 健 方 莹 束霖平 彭 翔
欧阳冬华 鲁凌云 林光良 贡向前
杨国兴 朱国林 张云青 步云峰
颜新跃 蒋红军 谢春荣 周 彦
张建平 吴 涛 何飞跃 陈 斌
朱婷婷 魏 婕 郦 涛 严 舒
李贝阳 朱 翔 吴露露 韦东明
冷黎峰 刘剑波 张建伟 尹海军

20182018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典型虚假违法广告案件
丹市管案〔2018〕00021号
二、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江苏省民营经济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表彰的全省民营经
济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先进集体 丹阳市民营经济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先进个人 蒋 铮
三、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表彰的2017年度江苏省优质产品生产示范区
丹阳眼镜产业集群
四、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江苏省工商业联合会、江苏省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办公室表
彰的首批江苏省诚信示范街区 丹阳国际眼镜城
五、中共江苏省对口支援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前方指挥部委员会表彰的2018年度援
疆工作先进个人 卢坚峰
六、中共镇江市委、镇江市人民政府命名表彰的2015-2017年度镇江市文明行业、文明单位
文明行业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系统
文明单位 皇塘分局 陵口分局 丹北分局
七、中共丹阳市委表彰的2017年度优质“效能服务标兵” 毛鸿雁
八、镇江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表彰的2017年度政务服务中心群众满意窗口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科窗口
九、镇江市证照联动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表彰的2018年度镇江市证照联动监管工作先
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先进单位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先进个人 孙 安
十、中共丹阳市委组织部、中共丹阳市委老干部局、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表彰
的全市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先进集体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老干部划片管理优秀片长 胡坤林
十一、丹阳市委组织部命名的2017-2018年度丹阳市级党员示范岗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规范管理科
十二、丹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表彰的2017年度食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先进集体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先进个人 鲁常明 丁 平 林光良 钱立平 彭 翔 魏光华 马 莉 糜 亮

十三、丹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表彰的2018年度12345服务热线
先进个人 温勇杰
十四、丹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表彰的2018年度丹阳市证照联动监管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
个人
先进单位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先进个人 赵艳君
十五、丹阳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表彰的2017年度依法行政工作成绩突出的
个人 李梦霞
十六、丹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表彰的2018年度安全生产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先进集体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先进个人 贡向前 窦朝霞
十七、共青团丹阳市委员会表彰的2017年度“丹阳市优秀共青团员”、“丹阳市优秀共青
团干部”、“丹阳市五四红旗团委”、“丹阳市五四红旗团支部（总支）”
丹阳市优秀共青团员 周倩芸
丹阳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孙 安 温勇杰
丹阳市五四红旗团委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团委
丹阳市五四红旗团支部（总支）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二团支部
十八、共青团丹阳市委员会表彰的2018年度丹阳市共青团工作
先进单位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团委
十九、丹阳市委组织部、丹阳市委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表彰的市级机关庆祝建党97周
年“我最喜爱的情景剧”大赛一等奖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今天不休息》
二十、丹阳市委宣传部表彰的“解放思想大家谈”演讲比赛二等奖 周倩芸
二十一、2018年度考核记三等功、嘉奖人员
记三等功人员
温勇杰 张 桦 胡伟仙 徐佩佩
嘉奖人员
周倩芸 陈 赟 夏国和 张芳芳 殷建华 赵艳君 王 斐 郦春霞 贡杰欣
沈玉芹 王爱玲 陈 波 马 莉 陈雅萍 戴鑫钰 钱元明 孙 丹 窦朝霞
包小星 储伟宏 陆 巍 刘祖钧 陈俊杰 徐立军 郦 罕 朱娟娟 鲁常明
丁 平 朱猛昶 黄莉红 周 婷 倪武杰 袁柱华 蒋悦悠 刘红进

受上级系统受上级系统、、县市以上党委县市以上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政府及有关部门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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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城市管理，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确保全
市人民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元宵佳节，根据《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丹阳市城市广场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通告如下：

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广场、公园等公共区域内燃放“孔明
灯”。

二、凡违反规定燃放“孔明灯”的单位和个人，将根据《江苏省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以警告、罚款；造成火灾事故
或构成犯罪的，将交由公安部门依法查处。

三、广大市民应自觉维护公共安全，不销售、不购买、不燃放“孔明
灯”，对违反规定“孔明灯”的行为，要积极予以劝阻，并及时向城管执
法部门举报。

四、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举报电话：86908711 86163939 88032600

丹阳市城市管理局
2019年2月15日

关于禁止燃放“孔明灯”的通告

连续多年，海昌隐形眼镜集
团都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光辉战
绩。在 2017 年出现销量下滑
后，海昌客观分析原因，在注重
自主研发的同时推进技改扩能，
用持续的蓄势发力迎来了销量
的“破冰回暖”。2018 年，海昌
以纳税总量超 1 亿元且亩均纳
税位居前 10 名的傲人成绩，回
归到常年的增长轨道。

“这一年，我们通过‘三大动
作’奠定发展主基调。”海昌隐
形眼镜集团品保研发处副总蔡
瑞钦表示，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
的源动力，要保持品牌的活力及
吸引力，就需要对“产品”不停地

创新，不停地注入新兴元素，使
其能够跟上市场的步伐，海昌每
年都会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
财力用于新产品研发。 2018
年，海昌就投入了 6000 万元购
买设备，用于彩色镜片新工艺的
开发，并且新增了三条生产线，
不仅能进一步满足既有的市场
需求，也为公司研发新产品、开
拓新市场提供了保障。

“普通隐形眼镜水润、高清
晰、采用先进的边缘过渡设计，
使镜片更贴合国人眼球，配戴舒
适仿若无物，连初戴者也能很快
适应。彩色隐形眼镜采用色彩
分子立体包覆技术，色彩分子自
然融合于镜片中，不直接接触角
膜，舒适安心且分子立体，质感
透明，经光线折射色彩表现生动
且透氧。”彩色镜片在海昌从无
到有以来，目前已趋于成熟，已
占到总营业额的四分之一。为

何还要继续研发新工艺？对此，
蔡瑞钦说，企业要不断精益求
精、推陈出新，才能长期在市场
上保持龙头地位。“隐形眼镜是
一种直接与眼睛接触的三类医疗
器械，对于生产技术与环境有着
苛刻的要求，海昌作为第一个将
软性隐形眼镜核心技术带入内地
的生产公司，成立之初就定位于
打造国内乃至世界顶尖隐形眼镜
生产基地这一目标，把产品质量
放在第一位，在诚信经营、科技研
发、品牌建设等方面下功夫。”据
了解，这三条生产线预计今年 3
月投产，今后，海昌还将进一步扩
建生产线至20条。

产能提升、市场开拓有了清
晰的脉络图，海昌对于发展的关
键环节——创新也丝毫不放
松。“用于隐形眼镜及护理液技
术支持的新实验大楼已于去年
4月正式投入使用，并且通过了

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认证。对海昌而言，新实验大楼
将进一步保障新产品的研究开
发及质量提升，减少过去委外实
验的成本。”据蔡瑞钦介绍，目
前，海昌正在对隐形眼镜护理液
进行配方优化、包装更新，并于
去年年初推出了新产品。同时，
为了适应时代需求，海昌也涉足
电商领域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据悉，经过几年的尝试发展，海
昌网络销售从无到有，目前网销
份额已占到销售总量的三分之
一。

“现在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几
个月之后，我们正在扩建约
8000平方米的厂房，预计今年 4
月竣工投产后，可以满足未来三
年的发展需求。”蔡瑞钦表示，
2019年，海昌已蓄势待发，将持
续扩大市场，以阶梯式的步伐向
更高目标奋进。

本报讯 （记者 旦平 通讯
员 张芸 徐晶） 16日上午，市
领导黄春年、黄万荣、李忠法、
陈俊、钱留梅来到 2019 年“春
风行动”全市联动大型招聘会现
场，视察招聘工作。

“有哪些岗位？待遇怎么
样？”“2018 年销售额是多少？
线上线下效益还好吗？”在现
场，黄春年一行来到江苏华燕船
舶装备有限公司、江苏舒洁眼镜
有限公司、江苏沃得家俬有限公
司等展位前，关心企业发展状
况、用工条件、工资待遇、招工
情况以及求职者的求职需求、就
业愿望等，动员企业留住优秀人
才，鼓励求职者在丹阳就业。

据悉，新春过后是求职高峰
期，为集中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和返乡创业，满足企业和各
类单位用人需求，在企业和求职
者之间搭建快速有效的交流平
台，市人社局、扶贫办、总工
会、妇联联合开展 2019 年“春

风行动”，1月至3月在全市范围
内集中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和返乡创业。16 日举办的全市
联动大型招聘会，是新春佳节过
后连续开展的第六场大型现场招
聘会。

一线技术操作工需求
最大，缺口也最多

“来我们公司看看吧，我们
公司是上市企业。”“可以留个联
系方式吗？”“可以先看看我们的
宣 传 单 ， 合 适 我 们 再 继 续
谈”……16 日上午 9 时许，在
2019 年“春风行动”全市联动
大型招聘会现场，求职者还未进
门就被招聘人员用各种福利吸引
了目光。

据统计，本次招聘会共有
174家用人单位携6283个岗位进
场招聘，进场人数达 5102 人
次，初步达成意向1537人。

从产业需求来看，岗位需求
人数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共需求 5445 人；从行业
需求看，制造业、建筑业和批发
零售业占需求行业的前三位，需
求人数所占比重分别为 33%、
18%、15%；从岗位需求来看，
主要集中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
工，该工种需求最大，占需求总
量的45%，同时面向该工种的求
职者也是最多。眼镜生产操作
工、制鞋工、缝纫工是我市需求
缺口较大的工种。从企业类型
看，内资企业仍是需求的主体，
需求 4675 人，占比 85%；港澳
台商投资企业需求 332人；外商
投资企业需求498人。

“我们这次计划招聘 20 多
人，基本都是一线生产操作工
人。”江苏长丰纸业有限公司人
事部负责人姜萍告诉记者，招聘
会现场，有些求职者对他们提供
的工作很感兴趣并登记了信息，
但由于地理位置较远，部分求职
者还处在观望状态。今年 23 岁
的求职者温海川向姜萍详细询问

一线生产工作内容，虽然待遇还
不错，但由于距离原因，他表示
要再考虑一下。

薪资待遇较去年普遍
提高

记者在现场发现，为招到合
适的人才，大部分用人单位在薪
资上均作了一定提高。从具体招
聘信息来看，各用人单位给出的
薪资较往年普遍提升，比如江苏
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每个职
位薪资比上年提高了 500~600
元。同时，月薪过万的岗位也不
少见，如江苏富联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招聘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工程
师、APP 开发工程师月薪都在
15000~20000 元。此外，为招到
并留住合适的人才，各用人单位
更是抛出各种人性化福利，利用
食宿条件优越、文化生活丰富、
晋升空间大等吸引人才。

“工资待遇是比去年要好
一些。”前往应聘机修工的刘洋

告诉记者，他咨询了几家公司，
待遇有些都超过了他的期望。

又讯 （记者 菀滢 通讯员
丹北宣）昨日上午，丹北镇举办
2019“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70
家企业携带两千余个工作岗位参
加了招聘活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招聘会上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入场招聘企
业展位前挤满了前来求职的应聘
者，他们认真了解企业情况，选择
适合自己的岗位。

据统计，此次招聘活动涉及
多个行业和工种，既包括生产经
理、项目工程师等中高级管理岗
位，又涵盖了财务会计、机械设计
等专业技术岗位和行政文员、质
检仓管、操作工等普通岗位，较好
地满足了求职者的不同需求。

与此同时，为解决以往节后
常常出现的用人难题，许多企业
的工资待遇有所提升。据了解，
今年“求职难”和“用工荒”现
象依然并存。

我市举办2019年“春风行动”全市联动大型招聘会

174家用人单位提供6000余岗位
一线技术操作工需求最多，薪资待遇普遍提高

纳税总量超亿且亩均纳税位居前10

海昌蓄势而发回归增长“轨道”
本报记者 蒋玉

优秀纳税企业优秀纳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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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男子冒充民警
招摇撞骗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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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临近，连日
来，我市城乡各地开展
丰 富 多 彩 的 庆 元 宵 活
动，弘扬传统文化，展
示民间艺术。图为珥陵
镇中仙村村民组成的民
间艺术表演队走村串户
表演。(记者 萧也平 通
讯员 王丽萍 摄)

民间文艺队
走村串户表演

“网贷”变“网骗”
P2P频频“爆雷”

一度迅猛发展的P2P网贷平

台相继“爆雷”，大批投资者深陷

非法集资陷阱。仅广东2018年

前10月就对总部在省内的67家

P2P网贷平台立案，抓获130名犯

罪嫌疑人，涉及资金总额高达

469 亿元，156 万投资人卷入其

中。

号称“收益高、门槛低、操作

易”的“网贷”，为何会变成“网

骗”？追逃挽损工作进展如何？

记者近日在广州、深圳、佛山等地

追踪采访了多起典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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