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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品未与任何中介机构合作，除正常贷款利息外绝无任何附加费用！
详询南京银行宜兴支行或陈经理80712685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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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4月30日，全渠道授信期内首次用款可享年利率5.58%

全线上无纸化 最高可贷30万 授信期限最长3年

（仅限用款期限在一年期及以内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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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心理援助公益热线
明日开通

客服电话：962077 营业部：87333321

理财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广告我行各乡镇网点均可办理

募集期2020年4月8日-2020年4月14日

63天
1万元起售

预期年化收益率

中低风险，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4.05%91天 4.35%

财溢融新客

87912287咨询热线： （工作日）或各营业网点
广告

期限

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理财非存款，投资须谨慎

募集期：2020年4月8日—2020年4月14日

起点

200万起
历史参考年化收益率

91天 4.35%
期限起点

100万起
历史参考年化收益率

财溢融提升

春暖花开春暖花开，，英雄归来英雄归来！！

致敬最美养老服务逆行者致敬最美养老服务逆行者

40名支援湖北武汉
养老服务人员昨返宜

摄影：记者翟霄帆 蒋 瑜 见习记者鲍祎珺

经过33天的艰苦奋战，昨天下
午，40名支援湖北武汉养老服务人
员带着他们在武汉战“疫”一线书写
的圆满答卷，平安回到宜兴。

为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
保卫战，2月中旬，民政部启动了养
老领域有史以来第一次跨省支援行
动。这批40名支援湖北武汉养老
服务人员，除了完成支援湖北两家
疫情最重的养老机构“必答题”外，
还做完了对武汉全市养老机构防控
指导的“附加题”，圆满完成了民政
部给予的支援任务。

警车开道。平安归来的路上，
他们动情地吟唱着《我和我的祖
国》，美好的音符在车内回荡。车
外，道路两边随处可见夹道欢迎的
市民，大家挥舞着红旗欢迎英雄平
安归来，许多市民用手机拍下了一
个个动人的瞬间，分享到微信朋友
圈和各种社交群，表达敬意，传递温
暖。宜兴用最高的礼遇、最真诚的
敬意迎接英雄平安归来。

下午3点10分，平安回家的车队
缓缓停靠在迎接仪式现场。车厢门打
开，勇士归来！队员们面带笑容，手持
五星红旗和“九如城集团”队旗，精神
抖擞地步出车厢门。“春暖花开，平安
归来”“欢迎回家”“你们辛苦了”“致敬
最美养老服务逆行者”……现场，一个
个横幅、标牌用最质朴的语言向新时
代最可爱的支援队员们致敬。

33天战“疫”之路不算长，但队

员们回家的心情十分迫切，也很不
舍。临行前，在武汉汉口火车站广
场，湖北省民政厅等单位和自发赶
来的武汉市民夹道欢送。民政部还
专门向江苏省政府致函，对全体队
员的辛勤工作、突出贡献和奉献精
神给予表扬。

战“疫”之路，更有收获。在表
达对家人浓浓思念之情的同时，队
员蒋萍说，艰苦的工作环境，更加磨
炼了团队精神，激发了他们对长者
更深的爱。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
要更好地为长者服务，用真心换真
心，用真情去对待每一位长者。

他们的家人按捺不住激动的心
情早早等候，有还在怀抱中的孩子，
有期待爱人归来的妻子、丈夫，有盼
望儿女平安回家的老人。“她是2月
20日去的，差不多两个月没见了。
比较想念，终于能见到了！”“我为你
骄傲，你是我们家的英雄！”……这
是英雄家属们最朴实的心里话！

“圆满完成任务，一个不少！我
们欣慰，在江苏前后方的全力支持
下，完成了任务；我们也自豪，武汉
保卫战，一起战斗过！”此次支援队
中年龄最长的队员、九如城集团负
责人谈义良感慨地说。一个多月
来，队员们把社会福利院当作自己
的家，把老人当作自己的亲人，坚决
守护好福利院老人们的生命安全和
健康平安，实现了感染病例“清零”
的目标。 （记者 赵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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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 胤）去时春寒
料峭，归来春色满园。昨天下午，
40名支援湖北武汉养老服务人员，
在隔离医学观察期满后，平安返回
宜兴（如图）。受无锡市委书记黄
钦、市长杜小刚委托，无锡市委副
书记徐劼、副市长陆志坚在宜迎
接，并向支援湖北武汉养老服务人
员致以崇高敬意。我市领导沈建、
张立军、周峰等参加迎接仪式。

在武汉疫情防控最为紧急的
关键时刻，无锡市民政局、宜兴市
民政局按照国家民政部、江苏省民
政厅统一部署，心系大局，主动担
当，启动了有史以来养老服务领域
的首次跨省驰援。九如城集团挺
身而出、主动请缨、逆行出征，第一
时间抽调集结40名专业人员，参

加全省首批养老服务支援队，对口
支援湖北武汉养老机构，承担护理
202名失能失智及半护理老人的
艰巨任务。历经30多天的艰苦奋
战，队员们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

在迎接仪式上，徐劼指出，无
锡支援服务队是全国民政系统响
应最早、行动最快、最先到达武汉
的一支队伍。在这场生与死的考
验、血与火的洗礼中，大家以高度
的家国情怀、强烈的使命担当、精湛
的专业素养、务实的工作作风，用最
快的时间实现了感染病例“清零”，
用最优的服务履行了繁重护理任
务，用丰富的经验为全国养老机构
疫情防控技术规范贡献了“无锡标
准”。大家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全
身投入、日夜奋战，以实际行动展现

了无锡养老服务一贯的高水准、高
质量，书写了新时代养老服务企业
的使命担当，诠释了“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的崇高精神，为受援养老机
构筑起了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为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
战贡献了“无锡力量”。

徐劼希望，支援湖北武汉养老
服务人员好好调养休息，往后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
同时，他号召无锡市养老机构学习
他们冲锋火线的英勇担当，学习他
们爱老为老的深厚情怀，学习他们
扎实过硬的专业素养，共同推动无
锡养老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宜兴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立军
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吃劲
的关键阶段，九如城集团积极响应

党中央号召，闻令而动、主动请战，
义无反顾奔赴前线。在打好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大前方、主战场，支
援湖北武汉养老服务人员用仁心
博爱、专业精神和精湛技艺，用30
多个昼夜的坚持坚守、奋勇奋战，
为打赢武汉保卫战和全国养老机
构疫情防控贡献了力量，为无锡和
宜兴赢得了赞誉。这背后，凝聚着
40名逆行者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的
英雄气概，传递出九如城集团践行
孝道、化育人心、利益天下的企业
文化，彰显了宜兴崇文厚德、和谐
奋发的城市精神。他希望，大家继
续发挥“抗疫精神”，为推动养老事
业高质量发展、为无锡和宜兴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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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今起解除
离汉通道管控

①合影留念
②点赞鼓励
③礼遇逆行者

②②

①①

③③

本报讯（记者赵 辉）昨天，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从市农
业农村局获悉，自2016年镇级农
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全覆盖以
来，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已实现公
开“挂牌”交易项目3000余项，成
交金额近3.6亿元。

农村产权交易活动，包括农
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资源发包及流转，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属集体资
产所有权或使用权交易，农业生
产性设施设备所有权或使用权
交易等。为了管好、用好村集体
家底，2015年，我市在省农村产
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网站上搭
建了宜兴的交易网络平台，并选
择万石镇、新街街道进行试点，
建立镇（街道）农村产权交易服
务中心，负责辖区内农村产权交
易信息的收集、报送及产权交
易。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我市
进一步完善制度，规范交易流
程，拓展交易内容，于2016年实
现了镇级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

心全覆盖。
农村产权实现平台公开交

易，进一步完善了村干部权力监
督体制，有效杜绝了场外交易和
暗箱操作，农民个人利益和村集
体利益得到了保障。为督促各
地使用好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我
市每年还对各镇（街道）农办主
任、产权交易业务骨干和村干部
开展业务培训，年培训相关人员
500 人次，督促基层严格按照

“应进必进”原则，推动农村产权
进场交易。截至目前，全市农村
产权交易平台累计成交项目
3000 余项，成交金额近 3.6 亿
元。统计数据显示，市农村集体
产权交易平台的交易项目数、成
交金额及溢价率近年来均稳步
增长，农村集体资产进场交易起
到了较好的资源优化效果，有效
促进了农村集体资产的保值增
值。尤其是，今年以来累计成交
项目总数 362 个，成交总金额
2727.24万元，溢价总金额67.42
万元。

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累计成交近3.6亿元

近日，无锡市委宣传部发布
13位第二批无锡“最美战‘疫’先
锋”，我市宜城街道曲坊社区党
总支书记张祖军名列其中。

张祖军，出生于1966年，中
共党员，2008 年至今任宜城街
道曲坊社区党总支书记。2013
年，张祖军查出早期肝癌，于同
年9月接受手术。2014年，旧病
复发，于同年 7 月再次进行手
术。尽管如此，张祖军却从没把
自己当病人。从今年1月24日
开始，他一直坚守在社区疫情防
控的第一线，践行着党员的初心
和使命。

在社区战“疫”一线，随处可
见张祖军的身影。曲坊社区位
于宜城北大门，在册登记的外来
务工人员多达2785人。面对辖
区外来人口众多、本地居民防控
意识淡薄的情况，张祖军拿起

“小喇叭”，带着志愿者们奔波在
街头巷尾，反复向群众科普防疫
知识，动员群众做好自我隔离和
自我防护。尽管嗓子哑得发不
出声，但他仍牵挂着百姓，休息
几日后，就继续走进社区开展宣
传。全市企业逐渐复工复产后，
外地返宜人员越来越多，如何对
四通八达的农村区域进行管控
又成了一大难题。为此，张祖军

积极联络设立临时卡点，同时为
辖区各小区主要路段、卡口及居
民区等设置了41个高清监控摄
像头，及时掌控社区动态。

在社区战“疫”一线，张祖军
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社区居民
的冷暖。为了服务好辖区居家
隔离对象，张祖军建立了新市民
微信群，谁家缺少东西，他买了
送去；谁家遇上困难，他帮助解
决。张祖军还随身携带自费买来
的口罩，随时准备送给没有口罩
的居民。张祖军常说：“老百姓的
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只有从细
微处着手才能真正获得百姓的信
任，我们要做就要将事情做到百
姓的心坎里。”张祖军的善举，激
起社会各界的热情，众多企业、
义工站和社区居民踊跃参与，向
曲坊社区捐赠战“疫”物资。

此外，在张祖军的动员下，
曲坊社区组建了一支由120人组
成的“家园守门人”志愿者队
伍。张祖军带头安排轮岗值守，
对来往车辆、人员进行登记，发
放社区制定的临时通行证。同
时，组织机关单位志愿者、党员
志愿者、居民志愿者等对外来暂
住人员逐一进行电话联络，告知
疫情形势及注意事项，并在社区
进行轮番宣讲等。

把初心写在
社区战“疫”一线

——记第二批无锡“最美战‘疫’先锋”张祖军
□见习记者何沐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