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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陶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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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5-20

到期日

2020-6-24

2020-7-22

2020-8-19

2020-11-18

期限
（天）

35

63

91

182

预期年化收益率

柜面

2.50%

2.60%

2.65%

2.65%

网银/
手机银行

2.55%

2.65%

2.7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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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昨
天，市卫生健康系统“5·12”国际护
士节纪念活动暨市道德讲堂总堂
第十七期在市融媒体中心举行。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沈晓红，副
市长储红飙出席活动。

本次活动分出征、战疫、两地、
致敬4个篇章，既讲述了我市医务
人员支援湖北、守护家乡的抗疫故
事，也朗读了反映同事情、夫妻情
和母子情的书信，感人至深。今年
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我市广大医务工作者不顾自身
安危，始终战斗在抗疫最前线，涌
现出了许多先进典型。活动中，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对“最美逆行者”

“最美抗疫先锋”以及从事护理工
作30年的护士代表进行了表彰。
市文联和宜兴新华书店向我市25
位支援湖北的医务工作者赠送了
书画陶艺作品、助学读物等，表达
对他们的敬意。

沈晓红向全市卫生健康系统
尤其是广大护士致以节日的问候
与美好的祝愿。她要求，宣传文化
单位要加大对卫生健康系统各类
道德典型的发掘、选树、培育力度，
加强宣传报道和文艺创作；卫生健
康系统要继续发扬战疫精神，始终
牢记责任使命，努力提高业务技能
和职业素养，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
业的新发展。

向“白衣战士”致敬

我市举办国际护士节纪念活动

江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宜兴分园成立

服务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在宜发展

本报讯（记者韩良华）经过半
年多时间的成功试运行，5月8日，
官林镇东尧村村民争议仲裁组正
式成立。自去年11月该村党总支
尝试设立村民争议仲裁组以来，
村民间的争议由该仲裁组作出裁
决后，基本不出村就可化解。此
举打破了长期以来解决村民间争
议纠纷主要依靠调解的局面，成
为东尧村创新村级治理、加强村
民自治的一剂“良方”。

东尧村全村有户籍村民和外
来人口共3800多人，分布在15个
自然村，村域面积较大。如何动
员村民积极参与村级治理，更好
地化解村民间的争议、维护全村
和谐稳定，是近年来东尧村党总
支致力探索的一个问题。

去年11月起，在官林镇党委

的指导下，东尧村党总支尝试设
立村民争议仲裁组，专门受理村
民间的争议，包括邻里关系、婚
姻、继承、财产权益、合同等容易
发生的民事纠纷。仲裁组仲裁员
从村里的退休法官、律师、老干
部、退休教师以及具有较高威信
的村民中产生，他们不拿任何报
酬，自愿提供公益服务。

仲裁组下设 3个仲裁小组，
共10名仲裁员，根据受理纠纷的
性质，设立临时首席仲裁员，加
上其他两名仲裁员，组成仲裁
庭。在裁决之前先进入听证程
序，听证过程中，争议双方可以
达成调解协议，由村民争议仲裁
组制作调解协议书，双方按调解
协议自觉履行。如果调解不成，
则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及

时作出裁决。裁决不具有法律
强制执行力，全凭村民自觉履
行。“因为带有第三方公正裁决
的性质，裁决结果不需要争议双
方都同意。裁决过程中，可由村
民代表参与旁听，监督裁决过
程。争议双方如果对裁决结果
有异议，随时可以向法院起诉或
向行政执法机关申请调查处
理。”东尧村村民争议仲裁组组
长、律师储云南说。

今年4月28日晚，东尧村河
东组村民徐某某骑着电瓶车到
好友家串门，途中被几根绿化带
边的树枝绊倒，导致膝盖和额头
受伤。徐某某向绿化管护单位
索赔无果，便向村民争议仲裁组
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绿化管护负
责人林某某向她赔偿医疗费700

元以及一周的误工费。但林某
某认为，徐某某手脚都未受伤，
仅在家休息了两天，基本不影响
正常工作，无须休息一周时间。
河东仲裁小组首席仲裁员、退休
干部陆杏珍，立即会同组内其他
两名仲裁员对相关事实进行调
查，发现林某某虽对修剪的树枝
进行了清扫，但路边仍有少量残
留，并因此绊倒了徐某某，负有
一定责任。徐某某夜间驾驶电
瓶车，车灯有故障，加上未注意
观察路面状况，自己也要承担责
任。据此，河东仲裁小组作出裁
决结论：误工费按两天计费为
300 元，包括医疗费，共计 1000
元，由徐某某和林某某各半承
担。对此，双方欣然接受，均在
裁决书上签了字。

村民间争议化解有了新平台

东尧村村民
自建仲裁组裁决“尴难事”

本报讯（记者赵 辉）为深入
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着力营
造廉荣贪耻的良好氛围，按照市
委、市纪委的统一部署要求，5月
11日上午，宜兴市融媒体中心召
开2020年党风廉政建设会议并启
动“5·10”思廉月系列活动，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学廉、

思廉、践廉，维护风清气正的良好
政治生态。

会议传达了中共宜兴市第十
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精神以及市委书记沈建讲话精
神，并结合高质量推进融媒体中
心建设，提出了深入实施“主业主
责”“移动优先”“融媒精品”“党媒

放心”“质效提升”“头雁带头”六
大工程，要求中心广大干部职工
要一以贯之深化全面从严治党，
做忠诚、干净、担当的融媒体人，
为宜兴加快打造宁杭生态经济带
新兴中心城市、苏浙皖交界区域
性中心城市，真正成为无锡“一体
两翼”更为坚强一翼提供有力思

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当天，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

警示教育片《蜕变的初心》。会议
还发放了《2020年宜兴市融媒体
中心党建、精神文明建设和纪检
监察工作意见》《党组织书记抓党
建工作责任清单》《关于组织开展

“5·10”思廉月活动的通知》。

市融媒体中心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会议

时下正值百合管护
关键期。连日来，位于湖
氵父镇的江苏雅达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60亩宜兴百
合标准化有机种植园内，
工人们正抢抓农时，对百
合进行打顶。据了解，该
基地不仅采用生态有机种
植技术，还通过“基地+村
民”的模式，在播种、管护、
收获时节吸纳周边村民就
业，帮助他们从传统农民
逐步转型为农业工人，实
现增收。图为近日，工人
们正在给百合打顶。

（见习记者 鲍祎珺 摄）

百合管护忙

本报讯（见习记者孙斐斐）昨
天，湖氵父镇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视察了该镇重点项目和2020年民
生实事工程建设情况。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徐志军、市政协副主席
洪雅等参加视察。

湖氵父镇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先后实地察看了新建的派出所大
楼内部装修及智能化项目、茶圣家
园项目、小镇客厅智能化建设项
目、揽云谷休闲度假项目等建设现
场，并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 。
2020年，湖氵父镇共有民生实事项
目9只，在建重点项目9只，在批项
目3只。目前，新建的派出所大楼
内部装修及智能化工程的施工单
位已进场施工；小镇客厅智能化建
设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5%，计
划在5月底前完成。同时，该镇还

将围绕旅游区基础设施配套、市容
市貌提升等方面实施民生实事工
程，并继续推进雅达·阳羡溪山、揽
云谷等重大在建项目。

视察中，湖氵父镇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对该镇重点项目和2020
年民生实事工程项目的建设情况
表示了肯定，并就进一步抓好项
目建设，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和
建议。市领导希望，无论是民生
实事工程还是重点项目，湖氵父镇
党委政府都要确保工程质量，在
安全建设的同时，充分挖掘本土
文化资源，增加项目文化内涵，建
设精品工程；要进一步整合信息，
促进资源共享，提升智能化服务
水平。同时，与会人员要积极建
言献策，为湖氵父镇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湖氵父镇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
该镇重点项目和民生实事工程建设情况

本报讯（记者倪 晶）昨天，江
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宜兴分园
成立仪式暨宜兴食品科技产业论
坛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
晓进出席活动。

长期以来，我市与江南大学
保持着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江
南大学宜兴校区、江南大学宜兴
研究院等正有序建设、推进。本
次成立的江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
园宜兴分园（以下简称“宜兴分
园”），将围绕宜兴的节能环保、新
材料、健康食品等重点产业，依托
本地产业培育资源，并借力江南
大学宜兴校区建成后带来的人
才、科研等创新资源，为包括江南
大学在内的、全球引进的高层次

创新创业人才在宜发展，提供最
优质的发展载体和全方位的服务
保障。宜兴分园将致力建成“众创
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技企业
孵化链条，支撑新庄街道打造食品
科技园、争创省级众创社区，并计
划通过3年时间，集聚各类中小型
创新创业企业30至50家，引进一
批“陶都英才”及以上的高层次创
新创业人才。

当天，江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
园宜兴市招才引智工作站、宜兴市
科技镇长团创新创业基地揭牌，将
与宜兴分园形成联动，共同助推我
市育才创业。同时，江南大学国家
大学科技园总经理殷宝良获聘“宜
兴市引才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