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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江苏省餐厨废弃物管
理办法》的监督管理实施主体是
哪些？

答：《江苏省餐厨废弃物管
理办法》第五条：省人民政府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省
餐厨废弃物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市
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餐厨废弃物的监督管
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
展改革、公安、环保、农业、商务、
卫生、工商、质监、价格、食品药
品监管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做好餐厨废弃物的监督管理
工作。

本报讯（记者沈维维 通讯员
沈婷）“大学快毕业了，是考研还是
找工作？好迷茫。”“想找一个专业
对口的工作，请各位企业主管帮忙
支着儿。”……近日，区人社部门联
合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
中心、区委组织部、区科技镇长团
举办了“江海人才行”直播招聘活
动。

据悉，此次直播主要针对本
科、研究生以上的高层次人才群
体，来自恒科新材料、江海电容器、

金太阳纺织、四方科技、创斯达的
五位企业人力资源主管化身主播，
走进直播间，通过“企业展示+直播
带岗”的方式开展招聘活动。

直播中，五位人事主管轮番
从薪酬待遇、发展前景、工作环
境、岗位要求等方面，向广大网
友进行全方位介绍，还提出技能
培训、岗位晋升、免费食宿、班
车接送、油费补贴、无息贷款等
一系列优厚资金补助政策。“这是
我第一次通过网络直播找工作，

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各大企业，
为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应届毕
业生小徐表示，她已投递简历，
希望能应聘成功。

本次直播还同步向 30所省内
外高校的17万应、往届毕业生精准
推送，求职者可网上投递简历，参
与线上交流。直播期间，现场主持
人和企业人事主管围绕求职者弹
幕发送的问题，热情解答。短短一
个半小时的直播，共为求职者提供
近 30个工种、270多个岗位，吸引

在线观看总数累计超 15.72万，人
气点赞数超2.33万。

“这种招聘方式打破了时间、
空间限制，受众范围更广，希望
能够解决企业招工难、人才回乡
难等现实问题。”区就业管理中心
主任王宇慧表示。据悉，我区

“江海人才行”高校毕业生秋季网
络招聘会将持续到12月底，通州人
力资源网和通州就业微信公众号
也将提供 24小时“不打烊”的就业
服务。

规模企业与超15万网友在线互动

直播带岗“云牵手”
足不出户“网英才”

本报讯 （记者徐静怡）12月
14日下午，区发改委组织学习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活动邀
请区委宣讲团成员、区委宣传部副
部长曹荣琪作专题宣讲。

宣讲以“一个主题”“两个确
立”“三个决议”“四个伟大飞跃”

“五个意义”“六个要求”为主线，对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
系统深入的解读。宣讲通俗易懂、
生动鲜活，既有深入浅出的理论阐
述，也有旁征博引的精彩分析，更
有对工作实践的深入思考，对区发
改委今后的工作有较强的指导
性。宣讲中，曹荣琪还以提问的方
式与听众进行交流互动，现场学习

氛围浓烈。
会议要求，全委上下要学明

白、讲清楚、干到位，深刻领会和准
确把握全会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核
心要义，把学习全会精神与我区

“建设硬核区、跑赢新赛程”目标定
位结合起来，与推进重点项目建
设、冲刺年度目标任务等重点工作
结合起来，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
体推进，用“说到做到”的实际行
动，真正把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通
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记者从无锡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获悉，经过十年创建，该市正式
被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中国软
件特色名城”称号，成为全国第十
四个获得该殊荣的城市。

工信部评价：无锡“在物联网
和平台型软件领域形成鲜明的特
色优势”。记者从无锡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了解到，今年1至10月，无
锡市软件产业实现业务收入
1261.5亿元，同比增长 21.7%，逐
步形成了以物联网和平台型软件
为代表的特色优势产业。2021
年，无锡市软件业务收入过亿元
的企业有 156家，境内外上市软
件企业16家，国家鼓励重点软件
企业 15家，朗新科技、华云数据

两家企业入围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
竞争力百强。在龙头企业引领的同
时，无锡物联网和平台型软件细分
行业领域骨干企业也纷纷涌现，感
知集团物联网金融科技产品排名全
国第一；远景能源智能风电系统解
决方案实现销售规模位居全国第
二、全球第五。

工业软件领域的领先优势成为
无锡获评的重要原因，也为无锡企
业筑起了抢占高端市场的相对优
势。无锡微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近
日完成了Pre-A+轮融资，客户覆盖
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装备制
造等领域，遍及航天科技、中航工
业、中国中车、长安汽车、江淮汽车
等全国 600 多家企业。微茗智能

CEO魏振南介绍，公司把生产管理
软件及互联网平台技术融合应用于
生产管理，通过设备联网、数据采集
构建生产现场综合数据信息系统，
并结合传感器、边缘计算、云计算等
技术帮助客户实现生产过程数字
化、信息化、智能化，“贴合了客户数
字化转型的需求”。

基础软件堪比芯片，需要长时
间的积累与沉淀以及大量的资本投
入，需要多行业多部门共同协作和
产学研协同打造。无锡市通过大力
实施2.0版“太湖人才计划”，在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领域引进了各层次
人才，为产业发展积蓄了新动能。据
了解，目前，全市共有软件从业人员
16.7万人，年均引进软件领域各类

人才2.72万人。
强化应用牵引，开放应用场景

也为国产软件自主创新发展提供了
丰沃土壤，卓胜微研发的射频芯片
技术产品广泛应用于华为、小米等
国内主流移动智能终端厂商；帆软
BI软件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永中
软件成为国产办公基础软件产品核
心代表之一；奥蓝托的工业CAE国
产化核心技术产品，参与“蛟龙”号
和“奋斗者”号载人深潜等国家重大
工程。 （来源：无锡日报）

无锡市被授予“中国软件特色名城”称号

区发改委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包宏龙）12月
14日，随着挖掘机将两侧边跨桥墩
拆除，位于南通市江海河通州段

“中新苏通”码头南侧500米左右的
江海桥被全部拆除（见左图，纪进
摄）。拆桥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纪
进说，该桥的顺利拆除，多亏了南
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和通州区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联手加强该水域航道管制。

据了解，江海桥建于 20世纪
70年代，为三跨拱桥，单跨 40米，
全长 120米，桥宽 6.8米。由于当时
建设标准低，年代久远，加之使用
率逐年增高，大桥破损严重，经技
术检测部门检测被确定为危桥。随
着北侧1公里左右南兴大桥和南侧
1500米左右新江海河桥的建设，该
桥已废弃多年。“作为通江达海的
主要干线航道，江海河的五级航道

将规划提升为三级航道，以实现江
海联动，保障1000吨级大型船舶的
正常航行。因此，江海桥必须拆
除。”南通交通执法支队党委委员、
副支队长刘克春介绍。

为保障大桥顺利拆除，南通市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通
州区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与业主单位、施工单位多次到现
场勘察，精心制订了施工方案和交
通管制措施，并提前向社会发出通
告，执法人员和执法艇连续几天全
天候在大桥上游 150米和下游 150
米处值班执勤，加强对过往船舶的
宣传和疏导，禁止船舶进入施工水
域等。

据悉，拆桥施工从 11日开始，
采取由上往下、由两侧到中间的方
式进行，预计17日全面完成拆桥任
务。

市区两级交运部门联手管制拆桥施工水域

江海桥顺利拆除

切实加强源头管控切实加强源头管控，，严禁制造严禁制造、、销售禁用渔具销售禁用渔具。。

近年来，我区创新发展学校红
十字事业，在青少年中大力传播红
十字精神。目前，全区有全国红十
字模范学校1所、江苏省红十字示
范学校23所、南通市红十字达标学
校 42 所，数量位居南通各县（市、
区）首位。图为近日，正在创建“江
苏省红十字示范校”的育才中学红
十字会对运盐河校区学生进行应
急救护培训。 卑多敏 摄

创新发展创新发展
学校红十字事业学校红十字事业

本报讯 （记者李天舒）12月
15日上午，区委政法委集中举行
2021年度通州区政法干警光荣退
休仪式，进一步增强政法干警职业
归属感、荣誉感，进一步提升政法
队伍凝聚力、战斗力。

近年来，全区政法系统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统
一部署，扎实推进平安通州、法治
通州、过硬政法队伍和区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建设，我区先后荣获“全
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全国、全省法治县（市、区）创建活
动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这其中
凝聚了全体政法人的尽忠职守与
无私奉献。

今年以来，全区政法系统共有

26名干警光荣退休。区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佘德华向他们致以亲
切问候和崇高敬意，希望退休干警
永葆政法干警的风范和气节，当好

“示范者”“监督员”“传承者”“宣传
员”，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政法
工作，讲好通州政法故事，传播通
州政法声音，为党的事业和政法工
作增添正能量。同时要求全区政
法系统在职干警向退休老同志学
习，孜孜不倦做好本职工作，坚定
不渝提升素养、廉洁自律，不断锤
炼基本功，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
和敬业奉献精神，拿好接力棒，跑
好下一程，为通州政法事业薪火相
传作出应有贡献。

副区长、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包
海宁参加活动。

我区举行2021年度
政法干警光荣退休仪式

本报讯 （记者曾银霞）12月
15日下午，“宣传部·青年说”第九
期——“一案一析”演讲活动在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络时
代要更好地发挥网络的正向引导
作用，尤其需要党员干部当好网络
阵地的‘守护者’……”现场，来自
区委宣传部、五接镇、兴东街道、二
甲镇、西亭镇的5名宣传系统青年
干部紧扣主题，从不同舆情案例入
手，进行深入浅出的解析，赢得现
场观众阵阵掌声。全国基层理论
宣讲先进个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曹荣琪，区社科联副主席陈泉江对
演讲者思路清晰、仪态自然、富有

逻辑性和感染力的演说表示充分
肯定。

“宣传部·青年说”是由区委宣
传部组织开展的系列活动，活动
采用常态化学习论坛模式，让全
区广大青年干部思想在交流分享
中碰撞、升华，能力在互学互比
中锤炼、提升。“我们青年干部要
坚决摒弃‘躺平’心态，以‘躺
不下’的使命感、‘躺不惯’的责任
感、‘躺不稳’的紧迫感，勇敢面对
各种困难挑战，争当党和人民事业
的合格接班人。”五接镇宣传干事
高陈倩表示。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樊小燕
参加活动。

“宣传部·青年说”
第九期演讲活动举行

江苏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进驻南通市开展

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四次党代
会精神，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省
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
南通市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进驻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
话：0513-68070571，专门邮政
信箱：南通市 A013邮政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 12
月 4 日～12 月 30 日 8:00～20:
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