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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融媒体中心旗下媒体平台
●宜兴日报；
●宜兴新闻、紫砂、生活、影视四个电视
频道；
● FM96.1宜兴交通台；
● 宜兴发布、宜兴日报、阳羡茶馆微信
公众号；
●宜兴发布、i宜兴客户端；
●宜兴融媒——宜兴新闻、醉宜兴抖音
号；
●宜兴网、陶都传媒网；
●户外路名牌、阅报栏。

□记者 倪晶

““推进推进‘‘六稳六稳’‘’‘六保六保’’，，宜兴在行动宜兴在行动””系列报道系列报道④④

位于环科园的中辰电缆股份
有限公司，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企业经营曾面临重重阻碍与资金
压力。通过金融支持，日前，企业
顺利获得了政府融资平台发放的
贷款，还在全市范围内率先成功
向金融机构申请了一年期4.05%
的新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企业后续发展的资金池得以不断
充盈。

资金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
础。疫情之下，和中辰电缆一
样，我市不少企业亟须金融支
撑。在这一背景下，全市各级各
部门正扎实做好“稳金融”工作，
引导信贷投放、增强金融服务实
体能力……不断添注更多金融活
水，及时为实体经济发展“解渴”。

组合服务维护良好金融生态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良
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系统功
能充分发挥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条件。当前，宜兴各级
坚持把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作为推
动经济向好、建设产业强市的切
入点、强攻点，通过不断强化政府
服务，维护良好金融生态。

政策、会议的统筹部署，起着
关键引领作用。今年2月10日，
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
业共渡难关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
政策意见》，在“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方面，特别推出3条政策措施；
2月25日，宜兴在无锡地区率先
行动，召开了2020年无锡·宜兴政
银企恳谈会，会上共有28家银行
与174家企业签约，新增授信总额
超134亿元；3月10日，我市召开
2020年第一季度行长联席会议，引
导各银行进一步落实金融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各项举措，更好发挥
金融保障实体经济发展作用……
一项项政策、一场场会议，传递着
稳金融、强支撑的铿锵之音。

如何保证金融活水精准“渗
透”，打通发展“梗阻”，有效解决
企业发展遇到的资金难题？金融
供需精准匹配是关键。疫情期
间，我市不少线缆企业短期资金
需求增加，市地方金融监管局通

过积极对接板块、与企业进行点
对点协调、召集部分银行走进企
业现场对接等方式，开展融资需
求情况调研，帮助企业解决资金
缺口。3月29日，官林镇政银企
合作恳谈会暨官林镇与江苏资产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顺利举行。会
上，26家银行对接62家企业，新
增意向授信签约39.75亿元。此
外，我市还积极开展“一企一策”
精准服务，“百行进万企”升级扩
面活动等，持续优化金融生态。
据统计，今年1至6月，全市金融
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854.83亿
元，同比增长9.1%，比年初增加
154.23亿元。

聚力创新凸显支撑力量担当

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是扎根宜兴的本土银
行。今年以来，宜兴农商行更多
地将信贷资源瞄准我市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及“三农”等受疫
情影响较大的群体，创新推出了

“复工复产贷”“宜人兴业贷”“易
兴融”等信贷产品，帮助解决融资
需求。至6月末，该行各项存贷款
余额突破1000亿元，比年初新增
信贷投放超33亿元。

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强化多
方联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和宜兴农商行一样，我市各类金
融机构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工
商银行宜兴支行推出“抗疫贷”、
中国农业银行宜兴分行推出“复

工贷”、中国建设银行宜兴支行推
出“云义贷”……一大批专属融资
产品为我市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
提供着精准支持。如果说，银行
提供可靠资金支持，保险机构则
积极承担起防范、化解风险的重
任。今年初，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兴中心支公
司、中国人保财险宜兴支公司、中
国平安保险公司宜兴支公司等8
家财产保险机构组成共保体，为
我市天山水泥、远东电缆、红牛饮
料等 23 家企业提供了总保额
3700万元的保险，负责赔偿企业
因发生新冠肺炎等法定传染病导
致停工停产而产生的隔离费用、
工资费用、现场防控费用及停工
停业等损失。其中，宜兴市政府
补贴70%的保费，切实降低了企
业负担，消除了复工顾虑。

疫情防控下，“非接触式”金
融服务也成为常态。4月23日，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携手市税务
局、各合作银行，联合举办了“税银
贷‘云推介’聚焦复工复产”活动。
这场活动对我市资金周转困难的3
家防疫物资生产企业、70余家有信
贷需求的小微企业和29家金融机
构进行了在线联播。通过创新宣
传，“税银贷”知晓度进一步提
升。截至目前，“税银贷”已累计
为1176家企业授信12.8亿元。

尽享红利为高质量发展蓄能

眼下，位于周铁镇工业区内
的江苏力维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内，生产热火朝天。时间拨回今
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
业无法开工，货物无法交付，而去
年年底投入大量资金的研发项
目也不得不中断，资金的短缺一
度让企业陷入困境。企业负责
人杨万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
市企业财务信用平台申请了贷
款，没想到的是，短短3天后，企
业就得到了银行的授信，300万
元贷款很快到账，缓解了企业的
资金压力。目前，依靠这笔贷
款，杨万国带领企业回到了正常
生产轨道。

企业享受着金融红利，也坚
定着高质量发展的信心与勇气。
位于官林镇的一家专业纸制品制
造生产企业，正处于发展建设
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
业科学制定项目建设规划，积极
对接宜兴农商行，通过银企互动，
合理测算项目建设所需现金流，
成功获得了4000万元授信，确保
了项目有序推进。据测算，该项
目投产后，预计企业每年可实现
销售收入2.4亿元，为地方政府贡
献3000万元税收，实现“企业、银
行、政府”三方共赢。

随着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
像这样稳健发展、期待逆势突围
的企业不断涌现，我市整体发展
氛围持续向好，市场投资逐渐回
暖。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
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95.81
亿元，同比增长6.7%，呈现良好
态势。

添注金融活水
为实体经济发展“解渴”

互促并进 良性循环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

两者共生共荣。保持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金
融支持与服务。在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下，经济市场大环境遇
冷，企业陷入资金困境、发展受
阻的情况普遍存在。越是艰
难，市场对金融体系逆势而上
做好服务的需求越是强烈，越
需要金融为实体经济筑强资金

“补给线”，助力各类市场主体
乘风破浪。

面对现实需求，我市各级各
挂钩部门要坚持把促进银企互
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主要
方向，既要为疫情防控和金融市
场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
融环境，又要引导资金更多投向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推动银行
经营与企业发展互促并进。各

类金融机构也要持续强化风险
防控、扩大信贷投放、有效加强
金融创新，致力提升金融服务发
展水平。企业作为发展主体，更
要用好用足政策、科学合理规划
融资资金运用，在创新转型、智
能制造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谋
求高质量发展，推动实现实体经
济与金融的良性互动、良性循
环。 （季 静）

“河长制”信息平台公众版APP即将上线

宜兴将开启全民“掌上治水”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倪 晶）经过2天
考试，2020年宜兴市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俗称中考）于7月13日落下
帷幕。据市招办消息，眼下，中考
阅卷工作已全面展开，预计7月22

日下午，考生即可查询中考成绩。
今年中考文化科目继续考查

考生语文、数学、英语、物理与化学
科目的知识储备。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今年中考延期举行，后续成绩

查询、志愿填报等时间安排也相应
作了调整。据市招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中考成绩有望继续实行网
上查询，具体查询方式将待确定
后，另行公布。根据招生工作流

程，7月23日，各校可领取中考成绩
单及成绩册，公布普通高中最低控
制分数线、五年制高职填报志愿最
低控制分数线；7月23日至26日，考
生填报志愿；7月28日将公布第一
批次录取分数线。在此期间，考生
需妥善保管准考证等有效证件，方
便后续成绩查询、志愿填报等。

中考成绩预计7月22日下午可查询

本报讯（记者赵 辉）昨天，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从市水
利局获悉，为提高全民治水、管
水、护水理念，我市开发建设的

“河长制”信息平台公众版APP
已完成测试，即将上线。这意味
着我市即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开启全民治水时代。

我市地处太湖上游，水域面
积375平方公里，现有市、镇、村
三级河道2400余条，共3100余
公里。近年来，全市上下在太湖
治理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虽取
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薄
弱环节。“各个部门资源没有有效
整合，‘信息孤岛’现象严重，治理
过程中缺乏公众参与……”市水
利局河长办相关负责人坦言。为
此，我市于2018年启动太湖治理
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综合运
用GIS地理信息、GPS、物联网等
技术，在全省率先建成太湖治理
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平台——“河

长制”APP。该APP于去年正式
投用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实
现了对各项任务进度的实时跟
踪，确保问题快速有效解决。

今年，我市在“河长制”APP
成功运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现代信息技术对“治太保源”工
作带来的高效和便利，开发建设

“ 河 长 制 ”信 息 平 台 公 众 版
APP。普通市民只要下载安装公
众版APP，不仅可以定期接收全
市河长制工作信息、河湖治理会
议纪要等各类实时动态，更重要
的是，市民可以通过这一平台，
将各类问题线索用图片、文字等
多种形式，上报至市水利局河长
办。市水利局河长办再根据分
工进行派单，线索上传者还可以
对线索处理情况进行查看跟
踪。此外，社会群众有好的河湖
治理建议，也可以在APP上留
言，实现全市上下群策群力，开
启宜兴全民“掌上治水”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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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 震）昨天，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立军带队
前往太湖大堤周铁段等地，实
地检查防汛工作。他要求，相
关部门板块要以对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
严格落实防汛责任，扎实有效
地做好重点部位巡查监管、应
急处置等工作，确保汛期安全
万无一失。

在太湖大堤的旧渎港附近
段至师渎港附近段，张立军一行
沿堤而行，仔细察看相关工程设
施运行情况，询问防汛责任制落
实、大堤巡查监管、应急预案准
备以及防汛物料储备等各项防
汛工作。张立军要求，相关部门
和板块，尤其是沿湖板块，要进
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巡查值
守，完善预案体系，提高应急处
置能力，并科学谋划、统筹抓好
防汛防台等工作，全力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检查中，张立军强调，虽然

出梅在即，但各地各相关部门在
防汛工作中绝不能有任何侥幸
松懈心理，要坚决克服麻痹大意
思想，做好充分准备、科学强化
措施，把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要
密切关注我市及周边雨情、水
情、汛情变化，加强联合会商研
判，及时掌握汛情动态，提升监
测预警能力；要充分估计强降
雨、台风等可能带来的各种危
害，加强太湖大堤、山区库塘及
重点建设工程等重点领域、部
位、环节的巡查和监管，完善相
关应急预案，做到准备充分、应
对迅速、抢险及时。此外，要按
照重要程度、时序进度、质量要
求等，进一步加快推进相关重点
水利工程，做到早建设、早投用、
早受益，全面筑牢全市防汛坚实
屏障。

张立军昨带队检查防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