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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助强与施文威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张助强（以下简称转让方）与施文威（以下简称受让方）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张助强将其对下列公告清

单（截至2017年12月20日零时本息，之后利息也一并转让）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力及实现和执行资产包内各项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和法律救济，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方及其前手已经缴
纳的诉讼费、保全费转让给施文威。张助强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施文威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以及债务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施文威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以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含支行）、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同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黄海东、张助强对涉诉债权所主张的权利。

特此公告
受让方的联络方式如下：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如元路566号 联系人：陈女士 13958576680

转让方：张助强
受让方：施文威

2021年4月30日

序号 贷款机构 借款人名称 债权金额（人民币：元） 担保人

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季武照 1190776.35元本金及相应利息 张泰极 厉和飞 张太钵

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陈采飞 陈芳

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张泰极 0元本金及相应利息 季武照 张太钵

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厉和飞 陈采飞 陈芳

受相关单位委托，我司定于2021年5月8日10∶00时
(延时除外)在中拍网（https://paimai.caa123.org.cn）公开
拍卖【吴江华丰商贸等5户不良债权（详见委托清单）】，截
至交易基准日【2021】年【4】月【20】日，不良债权本息合计
人民币139，949，539.25 元，其中本金人民币90，905，
768.78元，利息人民币 48，920，900.47元，费用人民币
122，870元。（具体详见附件《标的资产清单》可在中拍网
下载）。

即日起我司接受咨询及资料备索，有意向竞买者请持
合法有效证件，提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单位竞买须提交
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代表和代理人
身份证复印件及法人委托书）。

参加本次拍卖，须在2021年5月7日16∶00时前，将
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的竞买保证金，交纳至我司账户：

户名：江苏省惠隆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南洋商业银行苏州分行
账号：04344800003610
咨询电话：13951181114、13701549475
联系人：汪先生、高女士

江苏省惠隆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4月30日

江苏省惠隆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工伤认定结论送达公告
南京泽芸皓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罗才平（321123196902106676）述在你单位承建的

石磨豆腐村综合开发项目装修工程工作中受伤，向我局
申请工伤认定，我局受理后依法对其进行了调查。经
审查罗才平受伤符合工伤认定情形。现依法向你单位
送达句工伤认字【2021】第07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镇江市句容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社会保险科领取认定结论。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句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科

2021年4月28日

公 告
丁之春：本院受理原告王冬红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副本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
节假日延顺）在本院二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宿迁市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闫怀锋诉你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20）苏1311民初538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
上诉须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王正：本院受理原告刘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1）苏 1311 民初 1310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转普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与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刘宏刚：本院受理原告孙振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
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及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宜兴怡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宜

兴怡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丁静诉
你们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 1311 民初 165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宜兴怡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协助原告丁静办理宿迁市宿豫
区豫江大厦12-13室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手续，并协
助原告丁静办理宿迁市宿豫区豫江大厦 12-13 室商
品房不动产权属登记证书；驳回原告丁静的其他诉
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及
上诉须知，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
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董振州：本院受理原告张先荣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
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宿迁市洋河镇参煌酒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吉林省大椅山酿酒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侵犯商标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0）
苏1302民初75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吉林省
大椅山酿酒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原告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

李山山：本院受理胡立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1）苏0305执1014号]，本院依法启动网络询价，对
李山山所在位于徐州市贾汪区新夏路南侧康华心海湾
幸福里1号楼1-1901室房地产市场价值予以评估，现
已作出网询号：50ce92164a824a2da2c359c975466110 房
地产估价报告，上述资产评估价值为588323元。现予
公告送达，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
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3日内向本院申请重
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
拍卖。 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

花军：本院受理原告陆路生与你、谢开林、江苏前
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裕国厦置业（江苏）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后第
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湖县人民法院

胡林：本院受理原告丁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830 民
初31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盱眙县人民法院

曹猛：本院受理原告杨衍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830
民初42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盱眙县人民法院

刘义山：本院受理原告张树冬与你委托代建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苏 0830 民初 414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刘义山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张树冬房屋代建款
16000元；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由被告刘义山负担。自
公告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盱眙县人民法院

盱眙爱己爱牧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刘运友诉你返还保证金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830民初358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 被告盱眙爱己爱牧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刘运友30000元；案件受理
费、公告费由原告刘运友负担350元，被告盱眙爱己爱
牧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担8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盱眙县人民法院

杨木桂：本院受理原告刘本玲诉你同居关系子女
抚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0830民初36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子萱由

原告刘本玲直接抚养；被告杨木桂自2020年9月起，于
每月20日前给付杨子萱生活费1000元，杨子萱的医疗
费，教育费凭证式票据由被告杨木桂负担一半，直到杨
子萱具有独立生活能力时止；被告杨木桂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30日内给付原告其所欠付杨子萱的抚养费
25000元；案件受理、公告费由被告杨木桂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盱眙县人民法院

汪其权：本院受理原告季发席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
0830民初9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盱眙县人民法院

夏乐龙：本院受理原告张宏兵与你、邢关兵、李云
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被告邢关兵、李云军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830民初4378号被告
邢关兵、李云军的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递交答辩状及副本伍份。 盱眙县人民法院

江苏瑞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袁
恩祥、张广云诉你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
[（2021）苏0830民初1817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
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人员告
知书、简转普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如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盱眙县人民法院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转让方）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及下属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实现和执行该资产
包内各项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和法律救济，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各项费用，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省分公司。转让方和受让方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抵质押人 担保/抵质押合同编号

江苏省铁路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曾 00257300120020029-01 江苏省铁路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江苏省铁 00257300120020029保1

用名江苏省铁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展期合同：2005展1） 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铁路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铁路实业有限公司）

受让方联系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7号10号楼18-20层，联系人：李经理，联系电话：025-52680867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2021年4月30日

公 告
（2021）苏0505民初2807号
俞凯：本院受理原告上海中犇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俞凯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诉状副本及证据。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天 13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及互联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
判决。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2021）苏0505民初2811号
昆山松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苏州大胜电材有限
公司与被告昆山松上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诉状副本及证据。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天 13 时 30 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及互
联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
依法缺席判决。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2021）苏0505民初2832号
孟祥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与被告孟祥双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诉状副本及证据。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天13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及互联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
判决。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2021）苏0505民初2836号
马育平：本院受理原告苏州高

新区横塘威登堡建材经营部与被
告马育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诉状副本及证据。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天13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及互联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
席判决。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2021）苏0505民初2808号
王维：本院受理原告刘学林与

被告王维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诉状副本及证据。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天13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及互联
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2021）苏0505民初2833号
顾晨华、卢明：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至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与被告顾晨华、卢明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诉状副本及证
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天 13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七法庭及互联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2021）苏0505民初1438号
尹伟：本院受理原告李宁宁与

被告尹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诉状副本及证据。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天13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及互联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
席判决。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上海兰斌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宋保建与被告上海
兰斌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建设工程
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苏 0505 民初 221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并预交上诉费。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侯兴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盱眙县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 0830 民初 517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
法院。 盱眙县人民法院

张绍兵：本院受理原告盱城新
源五金经营部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0830民初17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
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盱眙县人民法院
李文昊：本院受理原告淮安杭

达叉车销售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830 民初
44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 盱眙县人民法院

补正：本报 2021 年 4 月 27 日
A2版公告栏刊登的盱眙县人民法
院（2021）苏0830民初1487号案件
开庭公告，因排版遗漏，公告送达内
容现增补下列法律文书：廉政监督
卡、合议庭成员告知书。特此补正。

本报2021年4月27日A2版公
告 栏 刊 登 的 盱 眙 县 人 民 法 院
（2021）苏0830民初1488号案件开
庭公告，因排版有误，公告送达内
容现增补下列法律文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保全）；开庭时间
更正为：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特此补正。

更正公告
江苏经济报 2021 年 3 月 3 日：

经济综合刊登的（2021）苏 0505 民
初 1103号原告张仁耀与被告徐永
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公告中的“徐
文强”应为“徐永强”，特此更正。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遗失启事
现遗失江苏省农村合作经济

组织结算凭证三张，其编号分别为
0060951、0061448、2019-0105978。
声明作废。

本报讯 4 月 27 日，2021 年庆祝“五
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
国工人先锋号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国网江苏电力1家单位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状”，4名职工被授予“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2个集体荣获“全国工人
先锋号”，1名女职工获评“全国五一巾帼
标兵”。

近年来，国网江苏电力注重在科研
攻关、创新创效、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建
设中发现培养先进典型，把更多职工公

认、贡献突出、引领效应明显的职工选树
起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
徐州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地区监控班副
班长王浩说：“将化荣誉为责任，继续在自
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发挥好‘传帮带’
作用，为守护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为建
设美好家乡的安全供电任务全力以赴。”

截至目前，国网江苏电力已培养出
37 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7
家单位累计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20 次。 （黄蕾 彭 浩 赵伟）

国网江苏电力一批集体和个人受表彰

本报讯（记者 蔡 逸 通讯员 胡锦
恒）近日，记者从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获悉，第七届“i创杯”互联网创新创业大
赛已经启动报名，报名时间为2021年4月
26 日-6 月 30 日，报名通道为大赛官网：
www.iiec.org.cn 。

据介绍，“i创杯”互联网创新创业大
赛创设于2015年，已成功举办6届。六年
来，“i创杯”的平台效应不断凸显，先后在
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哈尔滨、香
港等全国18个城市举办了164场巡回路
演，累计吸引6243个项目报名，参赛项目
来自全国近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
为省内明星双创赛事和全国有代表性的
双创大赛之一。六年来，200多个投资机
构的近 500 位投资人参与了大赛的路演
评审和培训打磨工作，共计发出了 1600
余张投资邀请函。据不完全统计，易安
联、博睿康科技、中能鼎立、云葫芦、凯奥
思、电无忧、时柒伍等数十个项目通过大
赛平台获得了投资机构的青睐，融资总
额逾4亿元。

第七届“i 创杯”于 4 月 26 日正式启
动，由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中国
（南京）软件谷·雨花台高新区联合主办，
江苏省人才领导小组办公室、江苏省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
财政厅、共青团江苏省委员会、江苏省青

年联合会共同支持。在赛程设置上，包
括省内外巡回路演、线上初赛、线下复
赛、线下决赛及总决赛等多个阶段，并将
融合线上线下的“i 创课堂”贯穿赛事全
程。本届大赛分为初创组和成长组两个
组别，聚集来自海内外运用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5G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赋能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
创新创业项目，促进数字经济与经济社
会各领域融合发展。

第七届“i创杯”的获奖团队或企业，
除了有机会获得2万-10万元（特等奖10
万元、一等奖8万元、二等奖5万元、三等
奖2万元）不等的丰厚奖金之外，大赛结
束后半年内在江苏注册公司的二等奖及
以上获奖项目还可获得专项资金支持。
前五届大赛的41个获奖项目已累计获得
了3110万元的专项资金支持。

当前，“i 创杯”这一品牌赛事所积
聚的“能量”越来越多，其扮演的角色
已经不仅仅是一项赛事，更是数字经
济创业者的商学院、创业社群、融资平
台以及热血舞台。第七届“i 创杯”将
进一步在学习成长、极速融资、产业资
源对接等方面加大对优秀参赛项目的
支持，立足江苏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
续扩大赛事成果，推进江苏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4月29日，由中国农业机械学
会、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中国农业工
程学会、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中国农业
机械流通协会主办，江苏大学和农业工程
大学国际联盟联合承办的“2021耒耜国际
会议”在镇江召开。本次会议以“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为主题，
200 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参
加会议，围绕智能农机装备发展前沿问题
展开研讨。

会议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康绍忠作
《农业适水发展与智慧高水效农业》报
告。他指出，人口增加和城镇化对食物供
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资源短缺与生态环境
恶化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更大挑战，未来如
何通过绿色发展提升资源利用率、土地产
出率、劳动生产率、产品商品率是农业当
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在他看来，我国
作为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适水农业发
展是一种战略选择，是更高层面的节水战
略。智慧高水效农业将是未来农业的发

展方向，要挖掘作物潜力、田间潜力、系统
潜力，以提高产量、效率和效能。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在《无人农场
关键技术与实践》报告中指出，智慧农业
是现代农业的高级形式，无人农场是智慧
农业的一种生产方式，是实现智慧农业的
重要途径。他认为，无人农场应具有耕种
管收生产环境全覆盖、机库田间转移作业
全自动、自动避障异况停车保安全、作物
生产过程实时全监控、智能决策精准作业
全无人五个功能，依托生物技术、智能农
机和信息技术三大技术支持，智能农机则
应具有智能感知、自动导航、精准作业和
智能管理四个功能。对于无人农场的推
广，罗锡文表示需要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条
件，地块要大，机耕道和排灌设施、卫星信
号和网络信号要好。

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在《作物表型
信息高通量获取技术》报告中介绍分析了
国内外作物表型组学研究的发展现状、关
键技术和发展趋势，结合团队多年的科学

研究，展示了高通量作物表型研究的实践
成果。他表示，表型组学研究正成为农业
科研新的制高点。目前我国表型技术和
表型设施建设主要依赖进口，还存在关键
技术“黑盒子”、设施软硬件升级改造和服
务、大型进口表型设施运营与维护、表型数
据安全、多组学大数据种业应用与表型设
备、自主研发的并行与融合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的报告主题
是《棉田残膜机械化回收技术新进展》。
他指出，地膜覆盖栽培为我国农业发展作
出重大贡献，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促进农
民的增产增收、脱贫致富，但农田残膜治
理工作的不彻底，也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留下隐患。目前我国棉田残膜治理存在
的核心问题有收净率低、含杂率偏高、回
收机械的使用可靠性差、回收残膜的资源
化利用困难、缺少成熟的降解膜产品等。
通过对新型农田残膜回收机的研发介绍
展示了农田残膜污染治理新进展。

本次会议中，石河子大学、江苏大学

和常州汉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三方完成
合作协议签约。根据协议，团队成员来自
石河子大学、江苏大学的陈学庚院士科研
团队研发的五种适用于当季棉田的机械
化残膜回收技术转让给常州汉森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转让金额1000万元。

会议上，“江苏大学克兰菲尔德未来
技术研究生院”“江苏乡村振兴研究院”

“冷遹乡建思想研究中心”“亚夫乡村发展
研究中心”揭牌，并举行了全国脱贫攻坚
楷模赵亚夫“江苏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聘任仪式。

据悉，“江苏大学克兰菲尔德未来技
术研究生院”是江苏大学获批的首个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也是江苏省属高校首家研
究生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江苏乡村
振兴研究院”下设“冷遹乡建思想研究中心”

“亚夫乡村发展研究中心”则是为更好传承
镇江先贤冷遹先生乡建思想，加强赵亚夫先
生“戴庄模式”“戴庄经验”研究，共同打造
乡村振兴智库的“江苏样板”。 （高雅晶）

聚焦智能农机装备发展前沿

2021耒耜国际会议在镇江召开

江阴市监华士分局
开展预防食物中毒应急演练

本报讯 为有效预防、积极应对学校食
物中毒事故的发生，提高幼儿园教师职工
应对食物中毒事件的紧急处置能力，日前，
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华士分局联合华士
镇政府食安办在华士中心幼儿园开展预防
食物中毒应急演练。

应急演练结束后，该分局工作人员、
华士镇政府食安办工作人员和幼儿园相
关负责人对此次应急演练及时进行总结
学习。此次演练提高了幼儿园全体教职
工在应对食物中毒等事件的快速反应能
力、应急指挥能力以及协同作战能力，为
辖区学校应对食物中毒事件提供了有效
经验。 （赵晓锋）

宝应市监安宜分局倡导廉洁过节
本报讯“五一”小长假将至，宝应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安宜分局向该局全体干部职

工郑重提醒：严禁用公款违规吃喝、请客送
礼；严禁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娱
乐、旅游活动以及赠送的礼品礼金；严禁违
规发放津贴补贴、奖金福利；严禁公车私
用、“私车公养”、违规租车或向下属单位、
管理服务对象借用车辆；严禁违规操办婚
丧喜庆事宜；严禁有悖于公职人员身份的
言行举止；严禁违反疫情防控相关规定。
同时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切实发挥示范带动
作用，增强遵守纪律规矩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做到心存敬畏、行有所止，共同营
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张海波）

涟水住建局给群众监理颁发聘书
本报讯“冯老，我们真诚邀请你担任

顺达小区改造工程义务监督员，代表小区
业主参与工程监督管理工作，希望您帮我
们把好关，多提宝贵意见！”近日，在涟水县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管理会上，涟水县住建
局副局长龚成建给顺达小区群众监理颁发
了聘书。

老旧小区改造一直是涟水县政府为
民办实事的重点项目，社会各界关注度非

常高。涟水住建局始终坚持“开门改造”
理念，以群众满意为标准，从改造方案到
竣工验收，都邀请小区居民参与，确保改
造效果得到小区业主认可。该局要求施
工单位在申请正式竣工验收前，书面征求
改造项目所涉及住户的意见，满意率不得
低于80%，方可组织竣工验收。（汪志豪）

海安墩头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近日，海安市墩头镇通过学党

史、见行动、暖民心，推动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各村党总支组织党员开展“清洁家
园 党员争先锋”主题党日活动，积极践行
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党员们
在带头做好自家庭院清洁的基础上，发扬
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精神，对路旁杂
草、街边垃圾、墙上小广告以及公共区域
内的卫生死角、盲点等进行清理，并引导
群众主动开展环境整治、清洁 家 园 行
动。不少党员还上门帮助建档立卡户、
独居老人、无劳力户做好屋内、院落以及房
前屋后的卫生清洁，提升生活环境，受到群
众好评。 （周 强）

丰县农发行召开党史学习动员会
本报讯 日前，农发行丰县支行召开

了党史学习动员会，支部书记、行长李魏
带领大家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会议讨论通
过了丰县支行党史学习计划。

李魏强调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
工作和具体要求，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共

产党百年成长历程，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以史为镜、以史
明志。全行员工要学思践悟、知行合一，
不仅要认真学习文件资料，还要结合本
职工作在实际中学，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工作的动力和成效，更好地履行农发行
支农为国、立行为民的使命。 (吴 迪)

本报讯“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
布，再次强调了我国对乡村振兴建设的重
视，也给永联村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回头看永联村一路走来的发展，减税降费
好政策和税务部门的好服务给了我们强
大的信心和动力。”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村党委书记吴
惠芳日前对税务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据介绍，多项减税降费的专项扶持
政策出台，减免了永联村 永 钢 集 团 、
农 旅 公司等单位的增值税、房产税、土
地使用税等多项税金，相关企业运营的
税收成本大大减轻。当地税务部门还推
出了“非接触式”办税服务模式，企业可
以通过电子税务局网上办理各项减税降
费业务，办税效率大大提升。 （琚璐璐）

减税降费助力张家港市永联村乡村振兴

本报讯 日前，农发行邳州市支行党
支部召开全体会议，支部书记、行长姜旭
为全行员工讲授警示教育专题党课，要
求大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争做一名守
纪律讲规矩的共产党员。本次党课阐述

了严守纪律规矩的重要性，既有专业的党
纪法规知识，也不乏耐人寻味的案例分
享。支部全体员工深受教育，表示将以更
高的标准进行自我要求，常怀敬畏之心，争
做“忠诚、干净、担当”的标兵。 （陈晨）

邳州农发行组织讲授警示教育专题党课

徐州铜山区
税宣春风进校园

本报讯 为了普及税法知识，培养学生
从小树立依法纳税、诚信纳税的意识，构建
依法纳税、诚信纳税的和谐社会，在税收宣
传月期间，徐州市铜山区税务局干部走进
茅村镇中心中学开展税法宣传进校园活
动，为该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税法知识
普及课。

在活动中，税务干部结合学生们年龄
特点，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
图文、动漫视频，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讲解
了“税”的含义、介绍了税收的起源、发展、
种类和用途等知识。活动采取互动教学的
方式，税务干部不时地走到学生中间，组织
税法知识有奖问答。孩子们认真听讲、做
笔记，积极踊跃参与互动，在潜移默化中汲
取税法知识。

此次活动调动了学生们学习、宣传税法
的兴趣，提升了学生对税法的认识，树立从小
依法纳税、诚信纳税的意识，让税收知识、税
法知识走进孩子们的心中。 (张 扬 陈浩)

姜堰交通运输局
专项督查运输企业危化品

本报讯 近日，泰州市姜堰区交通运输
局对辖区内18家运输企业和24家一类汽
车维修企业进行专项督查，进一步规范交
通运输领域危险化学品的使用，防范各类
事故发生。

该局全面摸排、统计汽车维修企业氧
气、乙炔、松香水等危化品日均使用量和
储存量。严格督促汽车维修和码头企业
注册专项治理信息平台，及时进行行业审
核，截至目前，已完成 24 家一类维修企业
和 3 家码头企业的行业审核，督促企业
按照标准进行整改。组织第三方安全专
家对辖区内 12 家危化品运输企业、3 家
出租车企业和 3 家客运公交企业开展专
项督查，重点对运输企业从业人员培训、
日常隐患排查治理和车辆安全状况等进
行检查，督促企业加大对驾驶员、押运员
等从业人员培训教育力度，切实增强安全
意识。 （贾兴阳 姜存义）

4月29日，扬州市
江都区投资6亿元的赛
诺威盛 CT/赛诺联合
PET-CT项目投产。攻
克领域内“卡脖子”技
术，研发出拥有全链条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
PET/CT，该项目投产
后，可形成年产 PET/
CT100台、CT800台的
生产能力，预计年收入
40亿元，有望打破国外
医疗设备厂商的垄断。

郁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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