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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把手搭把手

线线视视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
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
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昨
天上午，在位于新街街道的无锡
地龙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会议
室，今年60岁的蒋志年站在鲜红
的党旗下，举起右手郑重地进行
入党宣誓。在今年“七一”建党节
这一特殊的日子里，老蒋终于圆了
入党梦。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蒋志
年多年来的心愿。蒋志年是无锡
地龙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无锡
市亿邦物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他出生于新街街道水北村的一个
普通农户家庭，初中毕业后，便离
开家乡外出闯荡，从木匠到做生
意，他不畏困难，白手起家，日子

越过越踏实。不过，在蒋志年的
心中，始终有个愿望：“我一直想
入党，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
会。”蒋志年表示，他小时候常听
村里的老人讲故事，这让他意识
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让
他对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向往之
情。18岁那年，在离开家乡准备
创业之际，蒋志年便写下了第一
封入党申请书，但由于多种原因，
他一直没能如愿以偿。

日历翻到了2014年，在外创
业赚得“第一桶金”的蒋志年回到
了家乡。“当时水北村正在进行土
地流转，我就参与进去，投资成立
了地龙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蒋
志年说，他一直想为家乡做点事，
而成立合作社，是希望能为村级

收入做贡献，并为部分村民提供
一些就业岗位。无锡地龙生态种
养专业合作社成立后，蒋志年发
现同事中有多名是党员，“大部分
都比我年轻，我心里就越发感到
遗憾，更想入党了。”蒋志年笑着
说。在上级党组织的关心支持
下，无锡地龙生态种养专业合作
社党支部成立。2018年，蒋志年
又将自己已经改了多稿的入党申
请书，郑重地交给无锡地龙生态
种养专业合作社党支部。

其实，早在第一次写入党申
请书的时候，蒋志年便一直以一
名党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尽
力帮助他人。水北村有一位潘姓
孤寡老人，生活困苦，是蒋志年多
年来的帮扶对象之一。每每提起

蒋志年，老潘都会激动地竖起大
拇指，说蒋志年是个热心人，不仅
在生活上照料自己，还将村里家里
条件不算好的失业人员，作为地龙
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首先考虑招
录的人员。此外，蒋志年创立的无
锡市亿邦物业有限公司，主要为宜
城、新街等地的部分安置小区提供
物业服务，其聘用的保洁、保安等
人员，也多为小区生活条件不算
好的居民。

初心永恒，时隔多年终圆
梦。昨天，入党宣誓结束后，蒋志
年抚摸着胸口闪亮的党徽，激动地
说：“作为一名年纪不小的‘新党
员’，从今以后，我会以更高的标
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多为社会作
贡献。”

本报讯（实习生俞 婕）日
前，为帮助我市部分果农缓解
水果滞销压力，中交地产有限
公司联合九如城集团苏南区域
公司，举办了“支农助农”公益
活动。

当下，正是本地时令水果的
采摘旺季，但偏偏天公不作美，撞
上梅雨季，再加上此前的疫情影
响，我市一些果农陷入水果滞销
困境。对此，中交地产有限公司

和九如城集团苏南区域公司的工
作人员纷纷自发捐资，总计捐款
8万元。随后，他们用8万元爱心
款向湖氵父镇部分存在滞销压力
的果园采购了约5000公斤的杨
梅和李子，并在城区蛟桥河步行
街、万达广场等地，将这些鲜果免
费派送给市民，在让市民品尝到
地产应时鲜果的同时，还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我市部分果农的水
果滞销压力。

市民邹女士：据了解，目前
产假一共 128 天。我想咨询，这
128 天是否包含法定节假日，比
如产假期间遇到中秋、国庆等法
定节假日，产假的天数是否能按
照法定节假日的天数顺延？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第四章第二十七条规定，自
2016年1月1日起，符合规定生

育子女的夫妻，女方在享受国家
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延长产假
30天，男方享受护理假 15天。
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产假为
128天。如果难产增加15天，每
多生产一个婴儿增加产假 15
天。产假的最后30天，如包含
国家法定节假日在内，应当顺延
法定节假日天数。

（马溪遥 整理）

昨天是“七一”建党节。这一天，新街街道的老蒋多
年愿望终于实现——

花甲老人喜圆入党梦
□见习记者史思涵

“支农助农”
缓解水果滞销压力

价值8万元约5000公斤鲜果免费送市民

产假是否包含法定节假日？

经批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以下资产拍卖拍

租，特此公告。

一、拍卖拍租标的：

1.中交地块、揽云谷项目已开采石料拍卖（江苏中

山，江苏和信）

2.民政局福彩大楼及慈善超市拍租（江苏弘盛拍

卖有限公司）

二、本次拍卖活动［报名参拍者必须全程戴好口罩，

扫码（锡康码）+测体温，填写途径地查询证明和疫情防

控期间进入公共资源交易现场人员承诺书］，中交地块、

揽云谷项目已开采石料拍卖保证金200万元，民政局福

彩大楼拍租保证金10万元，慈善超市拍租保证金5万

元，一份保证金只能交易一个标的物（报名前保证金必

须进入宜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保证金专户）：

名称：宜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账号：3202230621010000016308

开户行名称：江苏宜兴农商行南郊支行

三、拍卖时间：2020年7月30日上午9：00。

报名时间：报名截止至2020年7月29日下午4：30

（工作日，以银行进账单为准）。

报名地址：宜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大厅产

权交易窗口

详情请见宜兴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产权交易信息，

网址：http://www.yixing.gov.cn/yxztb/

拍卖公司：

江苏中山拍卖有限公司宜兴分公司 13961581216

江苏和信拍卖有限公司 13706158739

江苏弘盛拍卖有限公司 13901538085

江苏东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有成套精装住
宅241套，位于宜兴市新街街道新城路506号16—22
楼，现计划出售，故向社会招募销售代理人。

江苏东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诚邀资信优
秀、有足够经济实力的企业，注册资本不低于500万元、
能缴纳销售保证金1000万元，承诺能达到上述房屋销
售价格不低于9500元/㎡，销售价款回笼不超过半年指
标的中介机构报名。有意向者可现场查勘，与管理人详
细洽谈具体实施方案。

报名地点：宜兴市宜城街道东山西路88-2号金港
湾商务楼5楼510室

联系人：吴先生，电话：13812200200

江苏东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7月1日

徐坝村庄只、包家组拆迁地块各被拆迁户：
经研究决定，春雁花园安置房不动产初始登记证办理自

2020年7月6日开始受理（节假日除外），为确保办证有序进
行，本次办证按原选房号顺序办理，2020年7月6日办理（原
选房顺序号第1至10号）；7月7日（第11号至20号）；7月8
日（第21号至30号），以此类推。具体以电话通知为准。请
相互转告！

办证工作时间：上午8:30—11:00 下午2:00—4:30
拆迁公司联系电话：0510-87663532
地址：宜城街道龙潭东路201号四楼拆迁公司401综合科
开发公司联系电话：0510-87985502
地址：宜城街道龙潭东路201号三楼开发公司304综合科

宜兴市荆溪房屋拆迁有限公司
宜兴市荆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日

通 知江苏东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精装住宅销售代理人招募公告

国有资产拍卖拍租公告

本报讯（通讯员江周渊）近
年来，随着城市养狗人士增多，
狗咬人事件时有发生。日前，经
市人民法院法官耐心细致地调
解，我市一起持续了约5个月的
狗咬人纠纷被成功化解。

今年2月，张渚镇年近七旬
的老太朱某，在去探亲的路上，
突遭一只挣脱铁链的大型烈性
犬扑倒，致右手、左足背以及左
右小腿等多处皮肤被咬伤。事
后，朱某找到饲养烈性犬的主人
陈某，但双方未能就赔偿事宜达
成协议。于是，朱某向市人民法
院起诉，要求陈某赔偿其医疗费
等各项损失16000余元。

承办法官在了解情况后，立
即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承办法官动之以情、晓之以法，

指出饲养动物对他人造成伤害
的，主人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在
法官耐心细致地调解下，双方态
度渐渐缓解，最终达成和解协
议，由陈某一次性赔偿朱某
11000元，并向朱某表达歉意。

法官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八条明确规
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
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
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
任。”他建议饲养动物尤其是饲养
犬类的人士，应严格按照有关管
理规定进行宠物免疫及登记，出
门牵绳、文明饲养，尽量避免因饲
养宠物伤人引发侵权纠纷，共同
维护好社会公共秩序。

一老太被狗咬伤
法官调解化纠纷

受疫情影响，今年暑假推
迟。最近，官林镇政府向国网
宜兴市供电公司提出高压增
容申请，为部分学校新装的空
调接电。对此，国网宜兴市供
电公司官林供电所立即将其
纳入“学校用电项目办理绿色
通道”名单，积极与校方沟通，
根据学校用电需求详细研究
制定供电方案，并以“特事特
办”的原则，加快业务办理进
度。目前，该镇8所学校安装
的201套空调已通电开机，为
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凉爽舒适
的学习环境。

图为国网宜兴市供电公
司官林供电所工作人员正在
为安装空调进行电力改造。

（通讯员 蒋 逸 摄）

为学生送清凉为学生送清凉

老酒收藏走进宜兴老酒收藏走进宜兴

全品相 53度茅台酒价格（全品相指酒满、
无破损、包装齐全、日期清晰）。

活动时间：2020年7月2日（周四）至7月8日（周三）（中午不休）

活动地址:宜兴人民中路132号陶都大饭店三楼320室 收购热线：15952830912(张先生) 此号码长期有效

年份
2018年茅台酒
2017年茅台酒
2016年茅台酒
2015年茅台酒
2014年茅台酒
2013年茅台酒
2012年茅台酒
2011年茅台酒
2010年茅台酒
2009年茅台酒
2008年茅台酒
2007年茅台酒

年份
2006年茅台酒
2005年茅台酒
2004年茅台酒
2003年茅台酒
2002年茅台酒
2001年茅台酒
2000年茅台酒
1999年茅台酒
1998年茅台酒
1997年茅台酒
1996年茅台酒
1995年茅台酒

年份
1994年茅台酒
1993年茅台酒
1992年茅台酒
1991年茅台酒
1990年茅台酒
1989年茅台酒
1988年茅台酒
1987年茅台酒
1986年茅台酒
1985年茅台酒
1984年茅台酒
1983年茅台酒

年份
1982年茅台酒
1981年茅台酒
1980年茅台酒
1979年茅台酒
1978年茅台酒
1977年茅台酒
1976年茅台酒
1975年茅台酒
1974年茅台酒
1970—1973年茅台酒
其它年份茅台酒

有不便者可上门服务收购，现场免费鉴定，现场变现！

贵州茅台老酒收藏馆来我市征集1953年至
2019年期间的高度茅台酒、五粮液，以及2000年
以前的剑南春、泸州老窖特曲、汾酒、西凤酒、董
酒、古井贡酒等全国各地名优陈年老酒。

650—700元

广告

整箱价格更高！

价格
1900元/瓶
2000元/瓶
2100元/瓶
2200元/瓶
2300元/瓶
2400元/瓶
2500元/瓶
2600元/瓶
2700元/瓶
3000元/瓶
3200元/瓶
3400元/瓶

价格
3600元/瓶
3800元/瓶
4000元/瓶
4200元/瓶
4400元/瓶
4600元/瓶
5500元/瓶
5800元/瓶
6000元/瓶
6200元/瓶
6800元/瓶
1.2万元/瓶

价格
1.22万元/瓶
1.24万元/瓶
1.26万元/瓶
1.28万元/瓶
1.35万元/瓶
1.45万元/瓶
1.5万元/瓶
1.55万元/瓶
1.7万元/瓶
1.8万元/瓶
1.9万元/瓶
2万元/瓶

价格
2.1万元/瓶
2.2万元/瓶
2.3万元/瓶
2.6万元/瓶
2.8万元/瓶
3万元/瓶
3.2万元/瓶
3.5万元/瓶
4万元/瓶
8万元-15万元/瓶
面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