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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助业一房抵快贷
房抵快贷是中国光大银行向小微客户提供的经营性贷
款，是“阳光助业贷”品牌下一款以快为鲜明特征的产品。

金额高:贷款金额最高达1000万

还款活:12种还款方式供您选择

速度快:资料齐全，三天批贷

用款易:授信循环使用，随借随还

关注个贷官微，即可体验房产估值功能，还可在线申请、
在线录入、在线查询贷款，享受随借随还等升级服务
*产品详情信息及业务办理请咨询光大银行营业网点

宜兴支行 电话: 80796366
宜兴紫砂城社区支行 电话: 81759880

广告

新进招商人员集中“充电”

为切实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今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双减”政
策，其中令人尤为关注的，就是禁止
校外培训机构在国家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寒暑假期开展学科类培
训。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
些校外培训机构纷纷出招，将学科类
培训时间安排在了周一至周五晚上；
而一部分家长积极配合，孩子刚刚放
学就被送进了培训班。由此可见，
为学生减负，家长的认识须到位。

禁止校外培训机构在国家法定
节假日、休息日、寒暑假期开展学科
类培训，其目的就是为学生减负，同
时也为家长减负。这些年来，校外培
训机构利用节假日、休息日、寒暑假
期开设这样那样的学科类培训，不仅
严重挤占了学生的休息时间，而且给
学生额外增加了沉重的负担；校外培
训机构通过刺激和利用家长“望子成
龙”的急迫心理，乱收费、高收费，给
家长造成了额外的经济负担。现在，

禁止校外培训机构在国家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寒暑假期开展学科类培
训，就是从源头上将休息时间还给学
生，就是以一种制度确保学生减轻
学习负担，让学生回归到本来的教
育状态。对于家长而言，少了一份
不必要的操心与攀比，少了一份不
必要的经济开支。这是好事啊！然
而，一些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校外
培训机构采取“时间转移”的方法，在
学生正常的学习时间内开设学科类

培训。是非暂且不论。可作为家长，
对此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应该问一问
孩子是否乐意？应该想一想已经在
校一天的孩子是否还有精力再去校
外培训班上课？更应该思考一下这
种拔苗助长式的学习是否有必要？

面对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的减负
政策，家长必须要有自己正确的认
识，更要有自己正确的选择。如果
家长认识不到位，“双减”就很难落
到实处。 （南 风）

本报讯（记者孙斐斐）昨天，
我市招商引资业务能力提升班在
市委党校开班，旨在全面提高新
进招商人员的理论水平和实战技
能。副市长刘英作开班动员。

本次提升班主要面向全市
部分新进招商人员，即日起至9
月 17日，以“2+2”（2天市内培
训、2天市外考察）的形式进行。
其中，市内培训邀请南京大学的
专家，为学员们讲授疫情下国际
局势发展与宏观经济走势，并安
排市行政审批局等6个部门相关
负责人，就相关政策进行详细解
读。2天的市外考察，学员们将
赴无锡新吴区部分高新技术企
业和特色园区参观调研，并邀请
无锡市投促中心进行招商引资

工作经验分享，切实帮助学员们
更好了解掌握相关政策知识和
产业动态，汲取先进地区经验做
法，不断提升应对招商复杂形势
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

刘英要求，学员们要着眼全
局，深刻认识到招商引资工作是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产业科技创
新体系的需要，是参与区域竞争的
需要，也是强化队伍建设的需要；
要全身投入，强化储备“求贯通”，
对标先进“深思考”，立足实战“谋
突破”，切实提升招商本领，真正把
所思、所学、所悟运用到实战中
去；要端正态度、严格要求，保持
专注、认真学习，厘清思路、增强
实效，遵守规矩、树好形象，确保
学习培训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本报讯（见 习 记 者俞 婕）
“装上系统后，可以24小时对消
防通道进行实时监控和自动判
别，违规占用通道行为大大减
少。”昨天，作为我市首批装上消
防通道智能 AI 识别系统的小
区，城区誉珑湖滨小区物业负责
人张洪刚说出了切身体会。截
至目前，我市已在城区10多个
小区共推行安装263套消防通道
智能AI识别系统，全市消防通道
被占用月均投诉量下降了30%
左右。

消防通道是火灾发生时实
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应时
时保持畅通。但近年来，随着老
旧小区内私家车不断增多，消防
通道被占用的现象频频出现，存
在极大安全隐患。为确保“生命
通道”畅通无阻，去年，市消防救
援大队督促各相关单位在消防
通道沿途实行标志和标线标识
管理，但关于消防通道被占用的

12345举报电话依旧不断。为进
一步提升监管质效，早发现、早
处置违规行为，去年8月起，市消
防救援大队联合属地政府、派出
所，在城区多个小区安装消防通
道智能AI识别系统，自动对驶入
小区消防通道违停区域的车辆
进行AI识别抓拍。每当有车辆
违停在消防通道20分钟以上时，
该系统便会自动开启平台报警，
对违停人员进行语音劝离。同
时，将预警信息传导至市公安部
门，为后续消防通道的管理和执
法处罚提供有力支撑。

该系统在我市运行一年多
以来，关于消防通道被占用的
12345投诉，从以往的月均30余
单，下降至现在的月均20余单，
下降了30%左右。下阶段，市消
防救援大队将继续深入各小区
广泛宣传发动，推行安装消防通
道智能AI识别系统，进一步筑牢
小区消防安全防线。

“智能天眼”畅通小区消防通道
已推行安装263套 相关投诉较以往下降

房屋白墙黛瓦、道路平整干
净、溪涧穿村而过……在张渚镇茗
岭村茗岭嘉园，一幅独有的村居美
景展现在眼前。近年来，随着农村
农房改建项目不断推进，在张渚
镇，越来越多的村民积极加入农房
改建行列，让有居变宜居。

农民住房条件一直是制约新
农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短板”。
目前，张渚镇共有71053人，总户
数达27481户。近年来，按照“提
升东线、启动西线、规划中线”总
体部署，该镇出台镇村“3+x”建房
激励政策，将农房改建作为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一环和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头号工程”，着
力改善全镇农房形态不够美观、
结构不够安全、功能不够完善的
状况，全面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

共配套设施水平，致力描绘出一幅
景色宜人、社会和谐、文明提升的

“张渚画卷”。
农房改建的初衷，是要打造农

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朝着这
一目标，张渚镇以“尊重农民意愿、
乡村生活习惯”为出发点，强化规
划引领，为村庄“量身定制”改建方
案。其中，五洞村通过宅基地异地
新建的方式，在改善村民居住环境
的同时，整合盘活村内零散闲置建
设用地4000余平方米，为村集体经
济发展拓展了空间。龙池村借助
地理环境，建设拥有308套独具江
南特色联排村居的龙池嘉园，除了
污水、电力、通讯等管网齐全，还配
备了健身设施及儿童乐园等，满足
不同年龄人群的文娱需求。茗岭
村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

推出与周边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
茗岭嘉园，四户人家一组的新四合
院，拉近了村民的距离。“尊重村民
生活习惯，庚续传统文化，才能将
农居打造成大家的幸福家园。”茗
岭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陆韬说。

生活品质翻天覆地的改变，让
村民体验到了实实在在的满足感，
带动起大伙自发维护的热情。在
五洞村，村民史洪春每一季都会为
自家庭院翻新景观，让推窗见绿、
抬头赏景这样的“怡景”，由庭院
内延伸到大门外。“能住进条件这
么好的农房，我们应该出把力，让
环境更加美好。”史洪春说，该村
首批建成的和园新村内，一户一
景、户户皆景，形成了一道独具特
色的现代新农村景观。近年来，
张渚镇在推进农村农房改建项目
中，还积极开展“秀美庭院”建设，
让各村在积极打造“庭院美、村落
美、家风美”庭院美景的同时，形成
保护农房改建成果的“内动力”。
目前，该镇已有600余户农户参加

“秀美庭院”创建。

农房改建的根本目的，是惠农
更是富农。为此，在张渚镇农房改
建的同时，一条“产业+”之路也随
之呈现。“以前羡慕别人搞民宿赚
钱，现在我们也吃上了‘发展饭’。”
茗岭村半山人家店主潘金元高兴
地说。58岁的老潘是土生土长的
农民，以前靠贩卖茶叶、板栗、毛竹
等特产为生，前年农房改建，他搬
进了300多平方米的新房，并依托
7间民宿客房，现在年收入提高了
不少。像潘金元这样，将改造后的
农房经营民宿的，在当地还有很
多。近年来，张渚镇结合乡村实
际，因地制宜发展民宿、农家乐等
产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带领农
民增收致富，为新农村建设高质量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据统计，今年以来，张渚镇已
完成新建、改建农户住房113户。
农房改建，还带来了“美丽效应”，
其中，省庄村、善卷村被评为江苏
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综合示范村，
南门村、祝陵村、东龙村、五洞村创
建为无锡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张渚农房改建让有居变宜居
□见习记者余婧

为学生减负，家长认识须到位

9月12日早上，丁蜀
镇定溪、双桥、洑东等村的
村民，在太湖之滨的太湖
绿道上跑步健身。丁蜀镇
太湖绿道于2015年投用，
生态绿道长度约21.5公
里。绿道建成后，不仅成
为当地居民茶余饭后休闲
健身的地方，也吸引上海、
南京、杭州、无锡等地的游
客前来观光。

（通讯员 丁焕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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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本公司于2021年10月15日上午9：30在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宜兴市宜城街道解放东路579号）举行公开拍
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见右表）
二、集中看样时间：2021年10月8—12日
三、拍卖报名时间：即日起接受报名至2021年10月14日下午4：30截

止，报名时需携带有效证件，缴纳相应的保证金至指定账户（账户名：江苏和
信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郊支行，
账号：3202230621010000021338），每份保证金只能领取一个竞买号牌，一
个竞买号牌仅限成交一个标的。

四、报名地点：宜兴市荆邑南路63号（江苏和信拍卖有限公司一楼业务部）
五、特别说明：拍卖标的以现状为准，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需自行办理不

动产的过户手续，并承担过户中所有税及费用［含应当由委托方承担部分，
不限于房产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土地租赁费（含前几年须补交的部分）、印
花税、水电费、物业管理费等］。标的物现状及存在瑕疵等原因不能或者延
迟办理过户手续及办理二次过户造成的费用增加的后果由买受人承担，拍
卖人不作过户的任何承诺。

六、联系人：朱女士13706158739、柳先生13961568300
江苏和信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5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房屋

西渚香林西路79号店面

西渚车库29幢19#

杨巷镇建设街四组

徐舍镇邮堂村

南漕原职工宿舍

官林司徒广场16幢19号

官林司徒广场16幢15号

官林司徒广场16幢13号

官林司徒广场16幢21号

官林司徒广场16幢23号

官林司徒广场16幢17号

闸口职工宿舍201

闸口职工宿舍202

闸口职工宿舍203

闸口职工宿舍301

闸口职工宿舍302

闸口职工宿舍303

闸口职工宿舍304

地址

云湖旁

西渚

杨巷老街

邮堂老街

申兴北路

官林

官林

官林

官林

官林

官林

和桥楝树港

和桥楝树港

和桥楝树港

和桥楝树港

和桥楝树港

和桥楝树港

和桥楝树港

房屋面积
（㎡）

49.4×3层

8.1

357.9

736.69

578.25

63.78

133.12

110.94

63.78

63.78

110.94

55.49

53.52

53.08

55.49

53.52

53.08

60.62

参考价
（万元）

56.00

0.72

70.22

38.46

130.10

36.74

76.68

63.90

36.74

36.74

63.90

5.77

5.57

5.52

5.77

5.57

5.52

6.30

保证金
（万元）

5

0.2

5

5

10

5

1

备注

有证

无证

有证

有证

有证

有证

有房产证
无土地证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我市定于2021年9月18日（星期六）

10:00—10:19组织防空警报试鸣，具体时间为：

10:00—10:03，试鸣“预先警报”；

10:08—10:11，试鸣“空袭警报”；

10:16—10:19，试鸣“解除警报”。

请广大市民群众和学生听到警报信号后，保持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秩序。

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组织
防空警报试鸣的通告

无锡市人民政府
2021年9月9日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2021年9月24日上午10：00在张渚
镇粮油管理所二楼（张渚镇人民北路28号）举行拍卖会。现公
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二、报名登记及咨询展示：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进行
咨询展示。有意向者带好所需资料（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或企
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公章），在2021年9月23日下
午4:00前到江苏弘盛拍卖有限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竞买
登记须缴纳竞拍保证金人民币2000元，报名前保证金必须汇
入江苏弘盛拍卖有限公司（账户名：江苏弘盛拍卖有限公司，开
户行：农行宜兴城中支行，账号：10648201040014609，报名地
址：宜城街道解放东路235号），以实际到账为准。

详情咨询：13306188686（微信同号）
江苏弘盛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9月 15日

拍卖公告

序号
1
2
3
4

资产概况
张渚镇人民北路28号（102、103房号）使用权

张渚镇人民北路28号（104房号）使用权
张渚镇人民北路28号大门西小店及院内小仓库二间使用权

张渚镇人民南路141号二楼及楼梯间使用权

建筑面积（㎡）
86.74
43.37
15

400.91

拟租年限
3
3
3
3

参考价（万元/年）
2
1
1
1.5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
近日，在呼和浩特举办的2021第
十五届中国品牌节年会上，发布
《2021中国十大节庆品牌》榜单，
中国宜兴国际陶瓷文化艺术节
（以下简称陶文化节）获评中国
十大节庆品牌。副市长温秀芳
参加活动并领回奖牌。

中国品牌节年会，是中国品
牌领域高规格、大规模、有影响
的宣传展示自主品牌形象的活
动平台，被誉为“中国品牌界的奥
运会”。为了进一步推广节庆活
动品牌，在本届年会上，首次推
出《中国十大节庆品牌》榜单。
该榜单主要以人气指数、搜索指
数、影响力指数、地区经济拉动
指数、历史悠久度指数等指标进
行综合评判。此次，陶文化节与
青岛国际啤酒节、哈尔滨国际冰

雪节等知名节庆活动共同上榜。
1988年，我市举办了首届中

国宜兴陶瓷艺术节，2013年改名
为中国宜兴国际陶瓷文化艺术
节，至今共成功举办十届。历届
陶文化节的举办，有效推动了宜
兴与国内外进行更加广泛的经
济、科技、文化交流，促进宜兴外
向型经济快速发展。为把陶文化
节办出实效、办得更好，近年来，
我市把传统的陶文化节、金秋经
贸洽谈会等主题节会融为一体，
强化活动内容的融合。同时，突
出文化元素、办节资源的融合，构
建起多元主体深度融合、共商共
办的良好格局。此外，还通过在
陶文化节期间举办首届世界壶艺
大赛及参赛作品展、国际陶瓷艺
术展等活动，推动国际文化交
流，促进世界陶瓷发展。

陶文化节获评
中国十大节庆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