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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天 4.20
聚溢融新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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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2020年7月7日

起点

1万起
历史参考年化收益率

%

悦享A款1个月

咨询热线：80712687 80731111
地址：宜兴市氵九滨南路106号环科园分路口（8路、20路、101路公交可到）
节假日正常销售，即到即买，售完即止。

宜兴支行
YIXING SUB BRANCH

4.13%

广告

开放期：2020年7月1日至7月7日

1万元起
期限49天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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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须谨慎

上期参考年化收益率

（参考期间：产品成立日2020年5月8日 到期日2020年6月24日）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均可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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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变局 开拓新局
——从“经济更加发展”品味我们的小康生活

导读

本报讯（记者倪 晶）7月4日，
市委书记、市委审计委员会主任沈
建主持召开市委审计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听取2020年上半年审计工
作情况，部署下阶段审计工作任
务。沈建要求，市委审计委员会和
市审计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按照上级相关会议部署要
求，切实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
导，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加快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
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更好服务
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沈建指出，上半年，市审计机
关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聚焦主责主业，优化组织方式，认
真履行财政资金绩效、惠企惠民服
务、生态环境保护、脱贫攻坚等方
面的审计监督职能，助力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并不断
提升审计工作效能，较好发挥了审
计在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为夺
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就做好下半年审计工作，沈
建强调，一要坚持目标导向，发挥
审计监督职能。聚焦中央和省市
重大政策措施落实，围绕新增财
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
利民，乡村振兴，减税降费，优化
营商环境等方面工作，加大政策

跟踪审计、民生领域审计力度，不
断提升审计质效；要加强领导干
部经济责任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推动权力规范运行，并深化
投资审计领域改革，促进政府投
资审计转型发展。二要坚持问题
导向，完善审计整改机制。进一步
完善和落实审计整改工作报告、审
计整改对账销号、审计整改督查、
审计整改追责问责四项机制，推动
审计整改闭环管理，确保问题整改
到位、工作规范到位。对审计发现
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要举一反
三、剖析原因、建章立制，加强对各
领域风险隐患的预警分析，提前采
取措施加以预防，切实筑牢审计监

督“防火墙”。三要坚持责任导向，
凝聚审计工作合力。市委审计委
员会要充分发挥把方向、管大局、
促改革、保落实作用，确保把党的
领导落实到审计全过程、各环节；
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要牵头抓
总，加强对重点工作、重大事项审
计的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
实；市委审计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要
带头接受审计监督，加强协作配
合，凝聚工作合力；市审计机关要
深入实施党建强审、改革强审、质
量强审、科技强审、人才强审“五
个强审”行动，全面加强审计人才
队伍建设，为宜兴高质量发展提
供更好监督保障。

市委审计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
去年7月，我市首次专题出台《关
于推动宜兴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出台了推动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一揽子”支持政
策。日前，相关政策已分两批兑
现资金 408.81 万元，全市有 26
家企业受益。

支持企业做优做强，才能源
源不断地提供增量。“新进入‘四
上’企业库的文化企业等一批潜
力股，是这次兑现的重头，共计获
得310万元奖补。”市委宣传部文
化产业办公室主任郭昀说。根据
政策，无锡旅橙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等16家新进入“四上”企业库
的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企
业，按照当年度应税销售额，给予
10 万元至 30 万元的一次性奖
励。除了奖补，为鼓励文化投融
资创新，本次对宜兴市东虹印刷
有限公司、宜兴市普天视电子有
限公司、江苏乐希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紫玉金砂茶艺有限公司等6
家获得无锡“文旅贷”等信保基金
专项贷款的企业，给予了共

44.31万元的“文旅贷”贷款贴息
支持。江苏紫玉金砂茶艺有限公
司总经理唐磊说，今年以来，他们
首次尝试直播，目前线上销售占
比已超60%。收到政府兑现的
9.9万元贷款贴息，让他们吃了一
颗“定心丸”。下阶段，他们将把
这笔资金用于线上销售，进一步
对接海外市场，助推中高端紫砂
壶“线上突围”。

加大产业招引力度，才能为
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去年，
我市吸引了不少文化服务业项目
（企业）入驻宜兴。其中，宜兴朋
美西部数字影院有限公司、宜兴
朋美龙珠数字影院有限公司和无
锡市众鑫聚影视文化传媒发展有
限公司3家新建影院分别获得了
20万、15万、15万的奖补。“虽然
疫情造成了一定损失，但政府给
予的支持还是给了我们信心。”宜
兴朋美数字影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景峰说。此外，为支持陶瓷特色
文化产业做大做强，本次还给予
了台宜陶瓷（宜兴）有限公司4.5
万元的奖补。

宜兴真金白银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全市已有26家企业受益

多措并举 严阵以待

城区防汛安全网
完成“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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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价格减半
“刷医保”可报销

全面全面小康小康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看陶都看陶都

□记者赵辉实习生俞婕

中考、高考即将来临，为了让考生有个良好的备考、考试环境，我市
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重点对夜间施工扰民、噪声扰民、燃气安
全等进行检查整治。

下图为7月3日，无锡市宜兴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正在工地测试噪
音分贝。6月中旬开始，该局开展了“为考生送安静”活动，采用每日例行
巡查和夜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城区各学校周围和居民区周边的工地及餐
饮娱乐场所进行重点监控。

右图为7月2日，宜兴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对市第二高级
中学的燃气管道、设施进行检查。为确保各考点燃气安全，该公司组织
工作人员于7月3日前完成了对我市中考、高考考点的燃气安全专项检
查，督促学校及时整改发现的燃气安全隐患。此外，该公司还成立了中
考、高考应急抢修队，制定了燃气事故应急抢修预案，确保中高考期间各
考点安全稳定用气。 （记者 蒋 瑜 见习记者 鲍祎珺 摄）

为
中
高
考
保
驾
护
航

本报讯（记者史思涵）近日，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获悉，为
确保安全度汛，入汛以来，市公
用事业管理局和市公用产业集
团通过健全各级防汛机构、完善
防汛预案、储备防汛物资、开展
排查整治工作等方式，全力做好

“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各项
准备工作，城区防汛安全网已全
面完成“体检”。

为做好我市城区洪水、暴
雨、渍涝等灾害事件的防范与处
置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
失，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和市公用
产业集团相互积极配合，成立防
汛指挥部，坚持汛期24小时值
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加强汛情监
测预警，落实险工险段应急值守
人员，随时防范可能出现的汛情
险情。

在今年汛期来临之前，城区
排水设施还接受了全面检查和
维护保养，截至5月底，城区21
条河道沿河141只拍门的起闭检

查、57座防汛泵站的第二轮检修
维护工作已全面完成，防汛泵18
台、启闭器18台已维修到位，50
台防汛泵保养到位。此外，相关
部门还对城区各类防汛设施及
各类雨水井、沟头井按照计划逐
个检修清理，及早消除排水隐
患。截至目前，城区所有防汛设
施均已检修到位，部分存在问题
的也已维修到位。

同时，备用水泵和汽油泵的
发电机、电缆线、配电箱、移动防
洪墙、蛇皮袋、水带等防汛物资
已采购到位。城区约30平方公
里的防汛区域已细化划分防汛
责任区域，并进一步建立完善了
城区防汛应急预案，确定了一至
四级汛情应急措施，提高应对极
端天气等事件的抗灾能力。下
阶段，相关部门将常态化召开防
汛工作例会，加强协调配合沟
通，及时会商研判，从技术、管理
等方面全面抓好防汛工作的落
实，确保安全度汛。

近日，在高塍镇徐家桥村，在
各镇（街道）农服中心土肥员、部分
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种植大户、肥
料企业代表的见证下 ，一项全新的
施肥技术正在水稻田里上演。

稻田里，插秧机蓄势待发。“请
注意，我们的水稻机插秧侧深施肥
新技术演示马上开始！”随着现场
主持人、市农业农村局土肥站站长
潘云枫抬起喇叭一声喊，大家都围
在田埂上静静守候。

“突突突……”伴随着发动机
的轰鸣声，装满绿油油秧苗的插秧
机跑动起来。与以往不同，这种插
秧机中间还“挺着大肚子”，里面灌

满了精心配制的专用肥料。在机
械走动过程中，肥料顺着“漏斗”往
下，位置不偏不倚，正好埋在每棵
秧苗根部附近的土壤中。

“太牛了，施肥插秧一体完成，
速度快，效率还很高。过去施肥靠
人工，手一挥肥料满天飞，浪费气
力浪费钱；如今这个技术好，省力
又省钱。”种田大户杜新明稳稳地
操作插秧机。完成演示后，站在田
头，他激动地说：“以后种田可以更
轻松高效了。近两年，水稻侧深施
肥技术实现了施肥插秧一步到位，
水稻从插秧到收获，只要施1到2
次肥料，节省了不少人力。”

“如果按照传统的方法，水稻
整个生育期需要施3—4次肥料，且
存在表施、撒施现象，既费工时，肥
料利用率相对偏低，也容易使化肥
流失。”潘云枫说，改用侧深施肥技
术后，插秧与施肥同步，改表施为
深施，减少了用肥次数，实现了精
准施肥，提高了肥料利用率。而
且，实践证明，与常规施肥比较，机
插秧侧深施肥区产量稳定、病虫害
发生总体偏轻，氨挥发、径流排放
减排效果明显。

潘云枫说，水稻侧深施肥是施
肥技术的一项重大革新。从2017
年起，我市就逐步设立示范基地来
推进对该技术的示范应用，并定期
召开现场观摩会，邀请种田大户前
来观摩。通过两年多的试验示范
及推广，该项技术已经逐渐成熟。
去年，省耕地质量与农业环境保护
站组织相关专家来宜观摩评价时，

一致认为我市技术集成研究应用
已经达到了省内领先水平。

据了解，目前，我市共种植水
稻38万余亩，但在传统种植模式
中，一直存在着施肥量偏大、利用
率偏低的现象，农民对节本增效
的需求也很迫切。据两年来的试
验示范结果，侧深施肥集成技术较
常规施肥方式可减少30%左右的
氮肥用量，农户每亩省工节本增产
增效达100元以上。今年，市农业
农村局土肥站将继续联合中科院
南京土壤所施卫明科研团队，在高
塍镇等地实施水稻侧深施肥技术
试验示范基地建设，进一步探索
和提炼水稻绿色高效节肥减排的
宜兴模式。该技术的进一步成熟
和推广应用，将有效助推我市农
业绿色优质发展和农业生态环境
的持续改善，促进我市农业高质
量发展。

过去“手一挥”肥料满天飞 如今“点对点”省力又省钱

水稻侧深施肥助力农业生产节肥减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