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袁由南京大学尧南京财经
大学尧 南京审计大学等院校著名
专家学者发起设立的江苏紫金产
业金融发展研究院在昆山高新区
成立遥今后袁将进一步发挥智库在
金融创新尧产业发展尧产融结合等
多领域的科学研究尧人才培养尧项
目咨询等方面的优势袁 为昆山区
域产业与金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遥
金融活则产业兴袁 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离不开金融的强有力支
撑遥作为省社科联主管尧省民政厅
批准设立的江苏省级智库要要要江
苏紫金产业金融发展研究院现有
研究人员 20余人袁 下设产业金
融尧科技金融尧区域金融尧金融风
险和基金投资等五个研究中心遥

据介绍袁研究院成立后袁将进一步
发挥智库在金融创新尧产业发展尧
产融结合等多领域的科学研究尧
人才培养尧 项目咨询等方面的优
势袁 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尧 管理创
新尧渠道创新和服务创新袁为昆山
区域产业与金融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遥

叶昆山日报曳

昆山院省级智库助力高质量发展

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袁截至今年 6月底袁我国光伏发
电装机容量达到 15451万千瓦遥 新华网

日前袁记者从常熟市人社局
了解到袁常熟将全面推开交通建
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作袁以更
好地维护建筑业从业人员的工
伤保障权益遥

根据要求袁包括公路尧航道尧
港口码头在内的交通运输等行
业工程建设项目袁应当依法参加
工伤保险遥交通工程建设项目施
工合同应当有对应的工伤保险
参保证明袁未参保人员不得参与
交通工程建设活动遥工伤保险参

保证明应当与施工合同同步在
叶江苏省公路水路建设市场信用
信息服务系统曳备案袁确保建设
项目野先参保袁后开工冶遥

在整个施工期间内渊含缺陷
责任期冤袁 执行施工合同的工作
人员 渊除已参加企业工伤保险
的冤 均视为参保职工遥 施工单
位应当在开工前向人社部门申
报首期参保职工花名册袁 花名
册每月及时更新曰 花名册外临
时增加或调用的农民工在事故

发生 24小时内袁 由施工单位向
人社部门报告备案袁 需经人社
部门核实确认袁 方可视为有效
参保人员遥 根据规定袁 施工单
位根据施工合同约定袁 凭有效
工伤保险参保证明袁 按实际发
生额向建设单位申请工伤保险
费的计量与支付袁 不得向分包
单位尧 劳务合作单位等合作单
位计提工伤保险费袁 不得向职
工个人摊派工伤保险费遥

叶常熟日报曳

常熟院交通工程先参保后开工

根据住建部尧 省住建厅的
相关要求袁从 7月开始袁无锡市
着手开展房地产领域专项治
理行动袁打击各类侵害群众利
益的违法违规行为遥

近日袁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叶关于
在部分城市先行开展打击侵
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治
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
的通知曳袁 按照七部委通知要
求和我市专项整治工作实施
方案袁 自 2018年 7月起至 12
月底袁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行
动将分解成三步在无锡市范
围铺开院1.专项检查遥相关职能
部门将对全市大型连锁房地

产中介尧重点房地产企业等开
展检查遥2.加强指导遥指导各区
(县) 市场监管局切实履行责
任袁全面排查尧精准打击袁净化
房地产市场消费环境袁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遥3.联合查处遥在
整治期间袁针对群众反映强烈尧
问题突出的典型案例建立联合
查处机制袁发挥部门合力袁及时
公布查处结果袁回应社会关切袁
着力构建房地产市场共治共管
的局面遥 另外袁 相关职能部门
会同其他部门联合执法袁对房
地产违法广告尧合同欺诈尧其他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重
拳出击袁保障购房者权益遥

叶无锡日报曳

无锡:

整治房地产市场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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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泰兴市建立招商引资
项目信息初审机制袁从制度上保
障项目科学引进袁进一步提高招
商引资工作效率和项目质量袁增
强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袁
筑牢项目准入门槛遥 据悉袁该项
改革在泰州地区尚属首次遥

泰兴市招商引资项目信息
初审领导小组由市重大项目办
公室负责人任组长袁 市发改委尧

商务局尧经信委尧科技局尧国土局
等部门分管负责人为成员袁负责
对落户重大项目进行信息初审袁
上会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尧 省尧市
产业政策和安全环保要求遥信息
初审内容为产业政策尧投资主体
实力尧投入产出尧安全环保尧核心
竞争力等要素袁综合评估项目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袁并提出初审意
见及下一步推进措施遥初审主要

程序为院由市重大项目办公室牵
头袁拟订项目信息初审工作会议
方案袁筛选摸排上会项目袁报初
审领导小组组长审定曰初审会参
加人员集体研究尧决策曰项目信
息初审明确后袁由各责任单位按
照要求进行推进落实袁市重大项
目办公室负责对推进情况进行
督查尧检查并上报遥

叶泰兴日报曳

泰兴院建立项目信息初审机制

为了推进苏州丝绸产业振
兴袁加快实施质量品牌提升工
程袁苏州丝绸正式开启野产品
认证新模式冶遥 日前袁国家丝绸
及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尧苏州丝绸行业协会尧中纺
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野考
官冶 们走进现场认证工作的
野首站冶要要要苏州太湖雪丝绸
股份有限公司袁进行质量管理
体系核查袁 以及产品抽样检
验袁以确定相关产品是否符合
特定标准遥

据介绍袁 目前苏州从事丝

绸相关行业的企业有 3000 多
家袁 产品品质参差不齐遥 为了
进一步提升苏州丝绸品牌形
象和苏州丝绸产品质量袁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袁在市文广新局尧
市质监局的指导下袁国家丝绸
及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尧苏州丝绸行业协会尧中纺标
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于今年
4月起袁联合针对真丝绸面料尧
丝绸服装尧丝绸围巾尧蚕丝被袁
以及宋锦尧缂丝尧绞罗等苏州地
方特色丝绸产品开展品质认证
工作遥 叶苏州日报曳

苏州院丝绸将有品质野身份证冶

暑假期间袁 许多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来到扬州科技馆袁
通过体验多项科技展品及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袁 学习科普知
识袁享受科技知识带来的快乐袁丰富暑期生活遥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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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记者在扬州一家能源
科技企业采访获悉袁该公司与湖
南大学合作研发出石墨烯铅炭
储能电池袁无论是续航能力还是
综合指标袁都远远超过传统的铅
酸电池袁这一超级电池已进入试
用阶段袁 今后运用到电动汽车
中袁 有望将其续航里程提升一
倍袁达到 600多公里遥

目前袁该公司正在申报相关
专利袁其参与起草的石墨烯铅炭
储能电池国家标准已递交相关
部委审定遥 一旦获得批准袁扬州
制造的超级电池将全面量产上
市遥 根据理论测算袁相比普通铅
酸电池袁石墨烯铅炭储能电池的
循环寿命提高了 6倍尧充电速度
提高了 8倍尧 放电功率提高了 3

倍袁同时最关键的袁它还具有成
本低等优势遥目前市面上的电动
汽车铅酸电池组占了很大比例袁
这种电动汽车续航里程普遍在
300公里左右袁 而用石墨烯铅炭
储能电池取代铅酸电池后袁电动
汽车续航里程可达 600多公里袁
甚至更远遥

叶扬州日报曳

扬州：石墨烯超级电池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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