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赴外市开展劳务洽谈会邀请函
为更好地解决我市劳动力资源紧缺现状，充分满足 2019 年企业开工

对产业工人的大量需求，常州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决定赴陕西省安康市、
安徽省淮北市、亳州市开展劳务洽谈工作，具体工作内容通知如下：

一、对接时间
安徽省淮北市、 亳州市洽谈会： 正月十一至正月十三 （2 月 15-17

日），预计 3 天，具体行程另行告知。
安康市洽谈会： 正月十五左右（2 月 19 日左右），预计 4-5 天，具体

行程另行告知。
二、参加输入企业要求
报名参加对接用人单位，须我市的规模企业，一次性用工量在 30 人

以上，遵守《劳动合同法》，有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
三、参加企业提供材料
企业需填写《洽谈会报名回执》，准备好易拉宝，内容包括企业最新图

文简介、企业最新招聘计划（具备明细的岗位、人数、性别比例、薪资福利
待遇等）。

四、各区联系人及电话
彭先生（市区） 85588919 奚先生（溧阳市） 87269633
唐先生（武进区） 86529818 邹小姐（新北区） 88516930
陈先生（天宁区） 88110088 戴先生（钟楼区） 86636610
每个单位限 1 人，名额有限，报满止。

●第 A021 号席位：江苏普莱克红梅色母料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电气工程师、销售业务员、技术工程师、综合维修工、生
产储备干部
●第 A022 号席位：常州华龙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市场商务、销售经理、检验员、技术支持
●第 A025 号席位：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
诚聘：稽核人员、人事助理、零件采购担当、研发部设计人员、
研发部开发人员、研发储备人员、销服课教育培训人员、营销
人员、生产部储备干部、生产部企划人员
●第 A027 号席位：迪砂（常州）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质量检验员、装配工
●第 A028 号席位：常州市中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诚聘：资料员、维护人员
●第 A033 号席位：常州钢材现货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诚聘：钢材仓库主管、开平、纵剪车长、钢材开平、纵剪操作工
和辅助工
●第 A045 号席位：江苏美格地板有限公司
诚聘：办公室文员、网站程序员、内贸销售、财务会计、仓库管
理员、外贸销售、平面设计师
●第 A046 号席位：常州市高露达饮用水有限公司
诚聘：调度员、营销员、市场部客服、女工、男工等

●第 A048 号席位：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机加钳工、铺贴工、编织操作工、复合材料工程
师、树脂工程师
●第 A049 号席位：常州中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采购和安排发货、电路板测试员、软件开发按人
员、单片机开发人员、销售助理、装配工、安装服务人
员、发货员
●第 A050 号席位：江苏亚邦医药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诚聘：区域业务员、收款员、仓库发货员、寒假工、箱货
驾驶员
●第 A051 号席位：安费诺汽车连接系统（常州）公司
诚聘：机加工技术员、设备维修、组装技术员
●第 A055 号席位：常州朗韵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诚聘：技术员
●第 A056 号席位：江苏迈森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销售、文案、文员
●第 A069 号席位：江苏申牌万向轮有限公司
诚聘：模具工、模具工程师、物控主管、线路装配工、模
具车工、机修工、销售经理、操作工
●第 A070 号席位：腾普（常州）精机有限公司
诚聘：模具钳工、制造工程师、机床操作工、生产操作

工
●第 A071 号席位：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公司 *
诚聘：控制柜接线
●第 A074 号席位：江苏联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项目经理、设计、施工员、技术员
●第 A075 号席位：常州德平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诚聘：文员、ntn 招操作工、辅助工（瓦姆）、数控操作工（瓦姆）、喷漆工
（瓦姆）、质检（瓦姆）
●第 A076 号席位：汉得利（常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操作工、销售工程师、电子工程师、成品仓管员、创意策划设计
师、工业设计师、研发工程师
●第 A077 号席位：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江苏）有限公司
诚聘：项目管理员、行政专员、会计、销售经理
●第 A080 号席位：江苏泛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测试操作员
●第 A081 号席位：苏州骏丰频谱有限责任公司常州分公司
诚聘：服务专员、储备经理、经营部出纳、人事助理、市场助理、储备店
长、客服助理
●第 A201 号席位：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诚聘：客户经理
●第 A205 号席位：常州凯乐特种织物有限公司

诚聘：注塑、外贸、统计、网络推广专员、采购员、外贸单证员、
生产技术员、厨师及厨工、操作工
●第 A221 号席位：江苏日昌汽配有限公司
诚聘：采购工程师、仓库主管、仓库管理员、成本会计、质量工
程师、文员、生产计划员、工艺员、技术工程师、生产部长
●第 A222 号席位：金桥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诚聘：物业经理、物业内勤客服、人事专员/助理、招商主管、商
场楼层管理员、主办会计、行政专员、物业保洁、物业保安、物
业主任、副主任
●第 A223 号席位：常州凯尔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诚聘：立车工、加工中心操作工、数控车工、三坐标检验员、检
验员、加工中心编程、维修电工、机械工艺员、金工车间主任、
生产经理
●第 A226 号席位：常州高特美新机械有限公司
诚聘：钣金结构工艺工程师、机械装配钳工、机械设计师或制
图员、安装接线电工、 油漆工
●第 A227 号席位：常州太平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操作工、电焊工、打磨工、数控设备操作员工、理化分析
员、仓库收货员、检验员、超市收银员（代招）
●第 A241 号席位：常州市君凰商贸有限公司
诚聘：五粮液团购经理、五粮液销售代表

●第 A242 号席位：伟通工业设备（江苏）有限公司
诚聘：食堂厨师、电气工程师、油漆工、电工、电焊工、机械工程
师、仓管、车工、钳工
●第 A243 号席位：爱森水暖制造（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技术部经理、机械工程师、设备主管、国内市场营销主
管、外贸专员、档案管理员/前台、技术员、生产一部副经理、安
环主管、质量管理
●第 A244 号席位：瑞声光电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诚聘：质量技术员、调试技术员、技工
●第 A245 号席位：安跨（常州）泵业有限公司
诚聘：生产员、英语销售助理

详细信息请登录常州人力资源市场网
www.czzjob.com.cn
或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
官方微信公众号查看。

●1月 12日（周六）“英才零距离”--综合型人力资源招聘会（A馆）
●1月 19日（周六）“职为您来”--综合型人力资源招聘会（B馆）
●1月 26日（周六）“相约成功”--综合型人力资源招聘会（B馆）
●2月 2、9 日（周六） 因“春节”放假招聘会暂停
●2月 15日（周五） 综合型人力资源招聘会（A馆）
●2月 16日（周六）“金色职场 喜迎新春”--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A馆）
●2月 16日（周六）“名企优才”--人才交流会（B馆）

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近期招聘会预告

注：以上安排如有变动，以当周《常州日报》、《常州晚报》“人力资源周刊”公告为准，详情请点击常州人力资源市场网、常州人才网、常州·公共就业招聘服务网。

▲2018 年 1 月 3 日起，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网站升级后新网址为：www.czzjob.com.cn，有招聘需求的用人单位需要在 www.
czzjob.com.cn 上注册、提交单位基本信息、招聘需求信息；原已注册企业用户名、密码仍可继续使用，无需重新注册。

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新北区珠江中路科技园 5 号（原国际展览中心，市内公交 B1、B13、Y2、11、18、19、27、33 路可达）
电话：0519-86611716、86600691、86679073 联系人：步小姐、韩小姐、戴先生

参 会
须知

时间：8:15-12：00������地点：新北区珠江中路科技园 5 号(原国际展览中心）,详细信息请点击常州市人力资源市场网或关注常州人力资源市场官方微信。

“英才零距离”
--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

1月 12日(本周六）A馆部分单位参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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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
会上的讲话《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
同奋斗》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
书店发行。

习近平《为实现民族伟大
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而共同奋斗》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天津1月9日电（记者
毛振华） 9日12时30分，经过近3
个月的挖泥、挖岩试验，由中交天津
航道局投资建造的亚洲最大重型自

航绞吸船“天鲲号”顺利返航回到
船厂，标志着“天鲲号”完成全部
测试，正式具备投产能力。

“天鲲号”全船长140米，宽

27.8米，最大挖深35米，总装机功
率 25843 千瓦，设计每小时挖泥
6000立方米，绞刀额定功率6600
千瓦。其挖泥能力超过了同样由中

交天津航道局投资的现役亚洲
最大的绞吸挖泥船“天鲸号”。

“天鲲号”于2018年10月
2日赴江苏启东开展挖泥试

验。经过近1个月调试，其挖泥最高
生产率达每小时7501立方米，远超每
小时6000立方米的设计标准，同时验
证了该船15公里超长排距的挖掘输
送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挖泥试验过程
中，“天鲲号”智能挖泥控制系统调试获
成功。这是绞吸船自动挖泥技术在我
国的首次应用，由中交天津航道局历经
5年攻坚研发，是我国疏浚技术的又一
突破。有了这个“大脑”，“天鲲号”就能
实现无人操控自动挖泥，并能根据施工
区域实际情况自动调节动作，确保生产
效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标准。

2018年11月23日，“天鲲号”又
开赴大连开展挖岩试验。试验围绕
着高产量、低能耗的要求开展，共进
行了绞刀在岩床上的挖掘姿态试验、
不同性能的刀齿试验、绞刀转速试
验、极限横移拉力试验、正反刀挖掘
试验共5个方面的试验。最终，“天
鲲号”成功完成挖掘60兆帕岩石强
度的试验，超过挖掘岩石硬度50兆
帕的设计标准。

据“天鲲号”总工程师王健介绍，试
验期间，“天鲲号”的挖掘系统、输送系
统和智能挖泥系统等施工关键设备性
能均成功通过了实际施工的考验，各项
测试技术指标均达到或超过设计标准。

王健透露，下一步，“天鲲号”将在
船厂做最后坞检，坞检结束后将正式
投产。

正式具备投产能力

亚洲最大重型自航绞吸船——

疏浚重器“天鲲号”完成测试

新华社天津1月9日电（记者宋瑞）记者9日从天津市
市场监管委了解到，天津市持续开展打击清理整顿保健品
乱象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出动执法人员11568人次，对92
家保健品经营单位立案查处。

为进一步规范保健品市场经营秩序，治理保健品乱象，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天津市自今年1月2日至3月31日
在全市开展打击清理整顿保健品乱象专项整治行动。

截至目前，全市出动执法人员11568人次，检查保健品
生产经营企业（场所）11195家，开展宣传场次636场，张贴
宣传海报12983张，发布宣传信息8192条，查办违法经营
单位（场所）107家，对涉嫌会销及虚假宣传的92家保健品
经营单位立案查处，移送公安2件，取缔欺诈虚假宣传保健
品经营户14家，现场责令整改35家，查扣违法保健品数量
286310件（盒、台、袋）。

天津对92家保健品
经营单位立案查处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高敬）记者9日从中央气
象台获悉，南方地区眼下的这次大范围降水过程还将持续，
预计15日至16日，阴雨天气才会暂时告一段落。但北方
尤其是华北地区依然干燥，短期内难有雨雪过程。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翀介绍，这次南方地区的阴
雨天气整体影响范围比较大，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但降水
过程时有间歇。14日，降水又将再度加强。随着15日至
16日一股明显冷空气南下，南方地区的阴雨天气才会暂时
告一段落。

对于公众担心的是否会出现雨雪冰冻灾害，他认为目
前看形成大范围雨雪冰冻灾害的可能性不大。在南方地区
的持续阴雨天气过程中，暂时没有出现明显的温度偏低现
象，而且全国大部气温正常或略偏高，出现冻雨天气的可能
性较低。仅有个别地区例如贵州、安徽等地的山区可能会
出现冻雨，但总体范围不大、强度不强。

中央气象台：

南方大范围降水
预计还将持续一周

新华社杭州1月9日电（记者
朱涵）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徐世
烺教授团队研发出一种高韧性纤维
混凝土材料，具有高韧、控裂、耐久
的特性，拉伸变形能力可高达普通

混凝土的800倍。这项成果于8日
获2018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脆性大、易开裂是普通混凝
土的天然属性。”徐世烺说，混凝土
广泛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

用量更是高居世界前列，混凝土裂
缝会降低大型工程寿命，造成大量
经济损失，甚至引发重大安全事
故。

“我们的发明从材料性能方面

彻底解决了混凝土强而不韧、脆
性易裂的根本缺陷。”徐世烺介
绍，高韧性混凝土极限抗拉应变
最高可达8.4％，这个数值比普通
混凝土高出 800 倍。与普通砂
浆、混凝土容易脆性断裂的特性
不同，高韧性混凝土最大裂缝宽
度远小于0.1mm，满足严酷条件
下的耐腐蚀耐久性要求。

科研团队还对包括材料力学
性能、耐久性能和结构性能在内
的指标进行大规模系统性测试。

结果显示，高韧性混凝土变形能力
和强度综合性指标比国际上最好
的数据分别超出70％和60％。

目前，高韧性混凝土已经实现
规模化工业化生产，并在浙江新岭
隧道、常山港特大桥等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上得到应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
授缪昌文说，提高混凝土的抗裂能
力和使用性能，能够进一步延长混
凝土建筑物，尤其是重大工程的使
用寿命。

浙江大学一团队研发出——

可弯曲拉伸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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