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4月8日—2020年4月14日
各营业网点火热发售

金陶2013期理财产品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具体产品要素以我行发布的理财说明书为准
详询宜兴农商行网站：http://www.jsyxrcb.com

广告

起息日

2020-4-15

到期日

2020-5-20

2020-6-17

2020-7-15

2020-10-14

期 限
（天）

35

63

91

182

预期年化收益率

柜 面

2.50%

2.60%

2.65%

2.75%

网银/
手机银行

2.55%

2.65%

2.70%

2.80%

起售
金额
(元)

5万

5万

5万

5万

产品风险
等级

中低级

中低级

中低级

中低级

2020年4月8日 星期三

值班编委：徐娜姿 责任编辑：杜 晶 组版：谢渴望 视觉：谢渴望 校对：陈黎云 电话：（0510）81729625 Email：yxrbxmt@163.com
天下 5 版Yixing Daily

“解封”不代表“解防”打开城门不代表打开家门
封控 70 多天后，江城武汉即

将按下“重启键”。4 月 8 日零时
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
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作
为疫情防控主战场，武汉“解封”
之际，必须明确的是：“解封”不代
表“解防”，零增长不代表零风险，
打开城门不代表打开家门。

当前，以武汉市为主战场的
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
疫情防控已初步呈现形势持续向
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
势。在此背景下，武汉市有序恢
复对外交通，是加快建立同疫情
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
客观需要，这也对全国疫情防控
大局具有标志性意义。

为了有效阻断疫情的蔓延，
自1月23日起，武汉市暂时关闭离
汉通道，武汉人民作出了巨大的

奉献和牺牲。成绩来之不易，更
要倍加珍惜，并不断巩固和拓
展。管控措施的解除，绝不意味
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放松。

时下，国内外疫情形势仍然
复杂严峻，对这一点必须有清醒
认识。近期，武汉及国内许多地
区，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实现
零增长，但零增长并不代表零风
险。应该看到：湖北和武汉医疗
救治、社区防控和后续工作任务
依然艰巨繁重，其他地区人员流
动和聚集增加带来疫情反弹风险
依然存在；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复
阳患者等出现，同样给疫情防控
带来潜在风险。尤其是，国际疫
情快速蔓延，输入性风险压力增
加。

备豫不虞。越是在疫情防控
的关键时期，越不能有“歇歇脚”

“松松劲”的放松心理。加强疫情
防控必须慎终如始，对疫情的警
惕性不能降低，防控要求不能降
低。只有继续抓紧、抓实、抓细各
项防控工作，才能避免让来之不
易的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形势发生
逆转。

武汉打开城门，并不意味着
所有的警报解除，并不意味着疫
情防控措施的放松。打开城门之
际，更要看紧看好家门、公共场合
之门。一方面，社区的“四必”原
则要继续牢牢坚持：身份必问、体
温必测、信息必录、口罩必戴。另
一方面，也要继续严格社区防控，
统筹安排好常态化防控力量，同
时加强公共场所防控，将各项防
控措施落实、落细。在出入城市
人员增多之际，还要落实好联防
联控的要求，实现机场、铁路、交

通、商务、卫健等部门无缝衔接，
进一步夯实管控责任。

近日，湖北、武汉连续召开会
议，强调要以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慎终
如始抓好疫情防控，切实做好解除
离汉通道管控有关工作，做到“科学
精准、‘防’‘放’并举、安全有序、确
保稳定”。随着各项部署逐渐明确，
抓好落实尤为重要，也尤为关键。

“大流动”之际，还要统筹做
好“大防控”。武汉“解封”，对于
各人员流入地而言，相应的对接
工作也要及时做好部署安排——
既要一视同仁落实好相应的防控
要求，又要带着更多的真诚、善意
与敬意，“搭把手、拉一把”，为来
自武汉、湖北的返岗复工人员创
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新华社记者 梁建强）

畅通产业链畅通产业链
助力车企开拓海内外市场助力车企开拓海内外市场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渐
向好，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多
家车企有序复工复产，即墨区
积极帮助车企打通供应链和
产业链，加快推进商用车、专
用车、改装车企业开足马力赶
制海内外订单，确保销往国内
外的产品按期交付，最大程度
减少疫情带来的影响。

图为4月7日，在位于山
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汽车产业
新城的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
限公司焊接车间，工业机器人
在智能生产线上进行焊接作
业。 （新华社 梁孝鹏 摄）

最高检公安部发布指导意见
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记
者陈 菲）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近日共同制定并印发《关于加
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的指导意
见》，对进一步完善以证据为核心
的刑事指控体系，加强和规范补
充侦查工作，提高办案质效，确保
公正司法提出了明确要求。

意见就强化检察机关与公安
机关的沟通、配合提出了要求。
比如，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补
充侦查之前和补充侦查过程中，
应当就案件事实、证据、定性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和补充侦查的相关
情况，加强当面沟通、协作配合，
共同确保案件质量。案件退回补
充侦查后，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
关的办案人员应当加强沟通，及
时就取证方向、落实补证要求等
达成一致意见。人民检察院、公
安机关在自行侦查、补充侦查工
作中，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出协
作要求或者意见、建议，加强沟通
协调。

意见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
查起诉过程中，自行补充侦查更
为适宜的，可以依法自行开展侦
查工作。包括“影响定罪量刑的
关键证据存在灭失风险，需要及
时收集和固定证据，人民检察院
有条件自行侦查的”“经退回补充
侦查未达到要求，自行侦查具有

可行性的”等四种情形。
意见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提

出明确要求，规定人民检察院在
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可能
存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以非法方
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可以要求公
安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
书面说明或者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必要时可以自行调查核实。
公安机关以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
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
言等证据材料，人民检察院应当
依法排除并提出纠正意见，同时
可以建议公安机关另行指派侦查
人员重新调查取证，必要时人民
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

意见对调取有关证据材料
作出明确规定。具有“证据存在
书写不规范、漏填、错填等瑕疵”

“缺少前科材料、释放证明、抓获
经过等材料”等六种情形之一
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发出《调取
证据材料通知书》，通知公安机
关直接补充相关证据并移送，以
提高办案效率。

意见还明确了退回补充侦查
的有关情形，规定了一般不退回
补充侦查的六种情形，并就案件
补充侦查期限届满、原认定的犯
罪事实有重大变化如何处理，建
立联席会议、情况通报会工作机
制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英国首相被转入重症监护室
西意新冠疫情有所缓和

新华社布达佩斯 4月 6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欧洲地区记者报
道：6 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数
据显示，欧洲疫情整体形势依然
严峻，英国首相约翰逊 6 日晚因
病情恶化，被转入重症监护室治
疗；法国过去24小时新增死亡病
例 833 例，是自疫情暴发以来新
增死亡病例最多的一天。西班牙
和意大利疫情则有所缓和，西班
牙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为3月25
日以来最低，意大利重症病例连
续3天下降。

英国卫生部6日发布的数字显
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数 51608
例，比前一天新增3802例，死亡病
例5373例。约翰逊6日晚因病情
恶化，被转入重症监护室治疗。首
相府发言人说，目前约翰逊意识清
晰，将他转移到重症监护室只是预
防性措施。发言人说，约翰逊被转
移到重症监护室前已安排外交大
臣拉布代表他处理有关事务。

法国卫生部长韦朗6日晚在新
闻发布会上说，法国目前有29722
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7072
人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法国
自3月 17日起实施“禁足令”，要
求民众留在家中，最大限度减少出
行并避免与外界接触。对此，韦朗
表示，法国疫情“上升趋势还没有
结束，我们必须动员民众继续待在

家里”。
西班牙卫生部6日发布的新冠

疫情最新数据显示，西班牙单日新
增死亡病例637例，为3月25日以
来的最低单日死亡病例数。西班
牙卫生部应急与预警协调中心副
主任玛利亚·何塞·谢拉在当天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疫情继
续缓和，几乎所有地区的病例增加
速度都在下降。

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负责人、
新冠病毒应急委员会专员博雷利6
日在例行发布会上说，截至当天18
时，意大利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增至
132547例，比上一日增加3599例，
连续两天下降；重症病例降至3898
例，连续3天下降。

意大利卫生部技术和科学委
员会成员、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肺
科主任里切尔迪在发布会上说，6
日的数据证实管控措施在遏制病
毒蔓延方面收到了成效。当天的
死亡病例比一周前（3月30日）降
低了20％以上。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
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
间 6 日零时，德国累计确诊病例
95391例，较前一日增加3677例，
累计死亡1434例。德国联邦政府
6日建议，从本月10日起加强实施
入境管制措施，以减少新的外来输
入风险。新措施包括：无合理原因

旅行将不被允许入境德国；入境人
士需接受14天强制隔离等。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
究所6日发布公报说，过去24小时
荷兰新增确诊病例952例，累计确
诊18803例；新增死亡病例101例，
累计死亡1867例。荷兰鹿特丹伊
拉斯姆斯大学重症监护医学教授
迪德里克·戈默斯表示，由于荷兰
重症监护病房数量紧缺，荷兰将考
虑执行“战时”行医准则，这意味着
未来将提高患者进入重症病房的
门槛。

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6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瑞士及列支敦士
登累计确诊病例升至21652例，较
前一天增加552例。两国新增确诊
病例连续4天下降。

罗马尼亚自3月16日进入为
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罗总统约
翰尼斯6日召集政府主要内阁成员
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延长紧急状态
一个月。约翰尼斯要求市民继续
严格遵守当局出台的限制措施。
他说，“我们丝毫不能松懈”，因为
峰值尚未到来。

据塞浦路斯国家电视台6日报
道，该国卫生部将宣布延长禁止外
出和宵禁等措施至4月底。这一决
定是在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主持
的部长和专家会议上做出的，将在
8日的内阁会议批准后宣布。

民政部：

有序恢复养老机构服务秩序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记

者孙少龙）记者7日从民政部获
悉，民政部近日对各地提出指导
意见，要求各地及时调整完善疫
情防控策略，有序恢复养老服务
秩序。

根据意见要求，低风险地区
要恢复养老服务秩序，养老机构
接收本区域内老年人和工作人
员的，可不再要求14天医学隔离
观察，但要采取“先预约，再入
住”、加强健康和旅行信息排查
等管理措施。

同时，中、高风险地区符合
条件的养老机构接收本区域内
老年人和工作人员的，老年人和
工作人员应经14天医学隔离观
察和相关医学检查正常后方可
进入；点对点接收低风险地区老

年人和工作人员的，可不要求14
天医学隔离观察。

意见明确，各地要坚守底
线，继续严防外部感染源输入。
老年人或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禁止进入养老机构：15
天内曾接触入境回国人员的；
与已确诊或疑似病例有密切接
触的；有发热、咳嗽、流涕、腹泻
等疑似症状的；属于无症状感
染者或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
触者的。

此外，意见还要求各地加大
对无症状感染者管理工作力度，
做好对返院、新入住老年人以及
复工人员核酸检测，对发现的无
症状感染者，要及时采取集中隔
离措施，配合卫生疾控部门开展
流行病学调查。

在建川藏铁路
拉萨至林芝段
全线47座隧道

全部贯通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7日电

（记者樊 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日，在建
的川藏铁路拉萨至林芝段重点
控制性工程——米林隧道成功
贯通，藏嘎隧道同日贯通，至此，
川藏铁路拉林段全线47座216.5
公里隧道全部贯通，为该段线路
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米林隧道位于西藏自治区林
芝市米林县境内，是全线施工难度
最大的6座万米长隧道之一，平均
海拔3100米，全长11560米，最大
埋深约1200米，被铁路建设者称
为最难啃的“硬骨头”、最凶险的

“拦路虎”。
自2014年12月开工建设以

来，2万名铁路建设者不畏艰险，
日夜奋战，克服高原缺氧、气候恶
劣、环境艰苦等不利因素，加强工
程质量安全管理，优化施工组织，
强化科技创新，优质高效推进工
程建设。

截至目前，川藏铁路拉林段
全线47座隧道已全部贯通，120
座桥梁已建成119座，线路铺轨
完成115.11公里，预计2020年
底全线铺轨完成，2021年开通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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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北京市东城区在龙潭中湖公园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包括医护、社工、环卫、民警等各界代表共计150余人参加，栽植树木
180余株。图为当日，北京市东城区医护人员代表在龙潭中湖公园为
新种植的树木培土浇水。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新华社武汉4月7日电（记者
冯国栋）4月 8日武汉解除离汉
通道管控。武汉交警大数据预
测，8日当天，高速公路将迎出城
车辆高峰，一直持续至15日左右
回落。

武汉交警对近期交通大数据
进行分析。随着复工复产企业增
加，近半个月武汉在途车辆数增
加近40万辆，最高峰达到124万
辆，已恢复至关闭离汉通道前的

50％左右，预计4月 8日后将达
180万辆，届时进、出城高速通道
交通流量可能出现大幅增长。

出城车流预计在8日当天达
到最高峰，15日左右逐渐缓解。
其中京港澳高速武汉北收费站、
武鄂高速龚家岭收费站、青郑高
速武昌收费站、汉蔡高速琴台收
费站的进出城车流量较大。

根据湖北省、武汉市两级防
疫指挥部统一部署，自4月8日零

时起，武汉市将撤除75个离汉通
道管控卡点。同时，恢复15个主
要治安（交通）检查站常态功能，
针对可能影响疫情防控工作、治
安交通秩序的车辆、人员，相关人
员将进行检查抽查。

目前，武汉交警已对进出城
通道及周边道路交通标志标线、
交通信号灯、交通监控等设施进
行全面清理维护，并对信号灯配
时进行优化，设置交通指示标志

标牌，做好车辆指引、分流。
武汉交警提示，为防止进出

城通道发生排队滞留，将在远端
设置“候驶区”，安排车辆有序停
放，同时组织备勤力量进行管控
疏导，以确保出城通道秩序良好。

同时交警将通过电台、微
信、微博，以及高德、百度等出行
平台，实时发布进出城通道交通
路况预警，提醒驾驶员留意路况
信息。

武汉今起解除离汉通道管控
高速公路将迎出城高峰

■■新华时评新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