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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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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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外路名牌、阅报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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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尤迪制造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采用免核酸提取国际专利技

术，操作便捷高效，解放实验室人员的同时大大降低实验人员与样本接触风险。

□我市科技部门积极帮助卡尤迪宜兴公司申报2020年度省重点研发计

划专项资金。在企业启动项目应急注册申请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

也主动开展“保姆式”跟踪服务。

“宜兴造”新冠病毒检测
试剂盒产品获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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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羡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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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视察长三角一体化暨
锡宜一体化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今天起，晴热高温天气
强势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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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召开十五届四十二次主席会议
视察我市教育资源布局优化工作情况

导读

本报讯（记者赵 辉）昨天上
午，湖氵父镇张阳村农户应梅红，
收到了来自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公司理赔
员送来的5.6万元保险赔款。这
也是全省兑现的首笔商业性杨
梅采摘期降雨指数保险赔款。

今年，人保财险宜兴支公司
结合我市地方特色农副产业发
展和农户承保需求，创新开发商
业性杨梅采摘期降雨指数保
险。在全省范围内没有可借鉴
产品的情况下，该公司员工向果
农和农技专家请教学习，并在市
农业农村部门的指导下，从可行
性研究到条款论证，再到最后保
险监管部门报备，仅用不到1个
月的时间，成功在梅雨季来临
前，将该保险列入今年首批自主
创新开发的农险产品，创下全省
农险条款开发新纪录。

杨梅采摘期降雨指数保险，
是指杨梅成熟期间因灾害性天
气造成的杨梅产业经济损失率
定量化、指数化的新型保险方
式，只要降雨量达到保险合同约
定的起赔标准就可理赔。理算
时，根据条款中降水指数赔偿对

照表，就可得出不同降水天数不
同降水量的赔偿标准，不仅节省
人力物力，而且方便快捷，梅农
们也一看就懂。自6月初该险种
推广以来，受到梅农欢迎，全市
共有一千余亩杨梅参投了保险。

6月11日，我市迎来入梅后
的第一场强降雨，人保财险宜兴
支公司主动对接承保农户的受
灾情况，农险专员专程前往承保
的所有农户处进行实地勘查，做
好条款解读，并提醒农户要及时
组织采摘，尽量避免后期降雨造
成更严重的杨梅落果和果品下
降。同时，该公司与市气象部门
加强联动，第一时间获取重要的
天气报告、农气服务、预警信号、
雨情专报，并在保期结束后调取
了各观测点的每日降雨量。按
照赔付条款，此次共有11户受灾
农户获得了10%—13%不同比
例的赔付，1025亩杨梅累计获赔
37.19万元。应梅红等参保梅农
们认为，虽然不能完全止损，但
也庆幸这次投保了杨梅采摘期
降雨指数保险，一定程度上减少
了损失，增强了种植户们抵御自
然风险的能力。

本报讯（记者赵 辉）近日，由
卡尤迪生物科技宜兴有限公司制
造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核酸检测试剂盒，成功通过国家
药监局应急审批，获得医疗器械
产品注册证。这不仅是无锡地区
首个获审批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
盒产品，彰显了宜兴企业的科创
实力，更体现了近年来我市多措
并举，积极培育创新型企业所取
得的硕果。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卡
尤迪密切关注疫情形势。今年春
节前夕，新型冠状病毒的核酸序列
公布，企业立即召集专家团队，快
速反应，成功研制出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核酸检测试剂盒，
并在临床试验阶段获得积极结
果。根据湖北省医保局发文，为应

对疫情，检测试剂盒可以采用“先
试用后申报”的方法，企业积极保
证一线供应。

卡尤迪制造的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检测试剂盒，采用免核酸提取
国际专利技术，操作便捷高效，解
放实验室人员的同时大大降低实
验人员与样本接触风险。在多家
权威机构完成了近千例样本的临
床试验，验证结果显示其灵敏度、
特异性均≥95%。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该试剂盒与企业生产的快速核
酸检测平台配套使用，在保证灵敏
度的同时，还支持现场快速检测，
最快1分钟加样，检测时间为30分
钟。该系统不仅适用于医院POCT
场景和基层医诊机构，而且可以有
效开展现场高效应急检测，为新冠
肺炎防控提供有力支持。

为鼓励企业在疫情期间加速
和扩大产品的创新研发和生产，满
足全国各地防控需求，彰显宜兴科
创力量，我市科技部门积极帮助卡
尤迪宜兴公司申报2020年度省重
点研发计划专项资金，成功让其成
为无锡地区唯一获得省专项支持
的上榜企业。在企业启动项目应
急注册申请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等部门也主动开展“保姆式”跟
踪服务，在政策解释、临床试验、体
系考核、注册申报等方面对接省药
监局等上级单位，帮助企业顺利渡
过一道道难关。

据了解，卡尤迪宜兴公司是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卡尤迪生物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作为具有核心技术的生物医药企
业，多年来，卡尤迪服务于病原监

测、疾病控制等领域。自2014年
起，企业先后与国家疾控中心
（CDC）、中国医科院等机构开展合
作，入驻援非医院，积极应战埃博
拉疫情。2016年寨卡疫情在全球
暴发期间，企业与我国海关系统合
作，在近百家具有国际进出口航班
的机场口岸，部署现场快速核酸检
测系统，成功将寨卡疫情阻击在国
门之外。自2020年1月下旬新冠
病毒检测试剂盒产品问世以来，企
业已捐赠近10万人份检测试剂盒
给湖北省医疗机构。尤其是2月
份全国疫情暴发期间，为确保及时
将检测平台及试剂运送到各需求
单位，企业不仅通过顺丰速运等快
递发货，还组织行政人员专人高铁
送货，以满足特殊时期各地快速检
测需求。

近日，市城管部门通过小微违
法行为查处行动，开出了针对遛狗
不清理粪便的首张罚单，受到不少
市民支持。

遛狗不牵绳、车窗抛物、乱扔
垃圾……长期以来，这些看似很小
的不文明行为，已成为城市痼疾。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这些行为似乎
只跟个人素质有关，但其实都违反
了相关法规条例。我们要看到，要
想维护好城市秩序、卫生环境等，
不仅需要大家共同遵守公德，而且
要自觉守住不违反“小微法规”的
底线。就此而言，全面加强对小微
违法行为的查处，是关系到城市文

明水平提升的大事。今年 4 月以
来，市城管等部门对小微违法行为
开展严查，开出的首张“娱乐场所
环境噪音”罚单等，不断让挂在墙
上的法规、条例落实到具体生活
中，真正发挥效力，为彻底根治部
分城市痼疾开了好头。

笔者认为，查处小微违法行
为，决不能仅仅当成一项阶段性专
项行动，而应该作为一项常态化工
作。如果只是“一阵风”式的突击
查处，往往是“水过地皮湿”，违法
违规行为回潮很快，很多个人陋习
并未得到根除，城市文明提升无法
取得真效。只有坚持严格的常态

化执法，才能有效提升小微违法治
理实效，构建更好的城市文明秩
序。通过长期治理，文明观念也会
潜移默化深植人们心中，守护城市

文明会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追求、
行为习惯，从而不断滋养城市文明
的“种苗”，最终结出文明硕果。

（正 一）

全省首批杨梅采摘期
降雨指数险赔款兑现
11户农户累计获赔37.19万元

严管常态化才能有真效

位于高塍镇的中建材（宜兴）新能源有限公司自今年上半年顺利攻克“5.5世代”超大版型双玻组件光伏玻璃的技术难题后，
加快实现技术产业化。日前，该公司投资6000万元的超大规格背板玻璃生产线已经建设完成，进入调试阶段。该项目全部达产
后，预计可形成每月100万平方米的生产力。图为调试现场。 （记者 翟霄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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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何洁蕾）最
近几天，局地雷阵雨成了宜兴
的“常客”。但从今天起，雨水
将彻底“退场”，整个天气舞台
由副热带高压控制，晴热高温
上台“表演”。

好不容易出梅了，但是近
几天来，很多市民却觉得没
什么出梅的感觉，雨水也似
乎并没有想离开。这是由于
宜兴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位
置，经常是午后突然下起瓢

泼大雨，市气象台还时不时
发布雷暴黄色预警信号，让人
猝不及防。不过，从今天起，
随着副热带高压势力越来越
强，我市将以晴热天气为主，
高温热浪袭来。幸好近期风
向以偏南为主，极端最高气
温还算有所“收敛”，即使出
现高温天气 ，气温也多在
35℃上下。高温天气终于要
来了，防暑、防晒装备，大家赶
紧准备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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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起，驾乘电动自行车
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将受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