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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人假冒无锡农行员工，或以无锡农行合作单位的名义，
声称可代为办理无锡农行贷款。在此，我行发表声明如下：

1.无锡农行及下属各分支行，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合作并委托其
营销贷款。

2.任何要求客户前往非无锡农行网点办理贷款业务的行为均与
我行无任何关联，请市民切勿轻信，以免上当受骗。

3.市民如需办理贷款业务，请前往无锡农行辖属各网点咨询办
理，或通过农行掌银等线上渠道申请。我行个人贷款除贷款利息外，
不收取任何服务、咨询类费用。

4.假借我行名义进行贷款营销、贷款办理等行为，已侵犯了我行
的合法权益，我行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2020年6月2日

声 明
无锡知名盲人音乐家、钢琴家、

作曲家、教育家刁锦富先生，因病医
治无效于2020年5月30日下午5时
30分去世，享年86岁。刁锦富先生
一生悉心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创作
了歌曲《人民海军向前进》《大运河之
歌》、钢琴曲《〈太湖美〉随想曲》等一
批代表性音乐作品。尊其生前丧事
从简的要求，现定于2020 年6月3日
上午10时在无锡市殡仪馆五号厅举
行告别仪式。衷心感谢各位至爱亲
朋多年来的关心与帮助。

2020年6月1日

讣 告

妻：张晓芳 长子：刁昇全 长媳:
徐默默 长孙：刁千乔 次子：刁升来
儿媳：徐文晶 孙女：刁美婧

泣告

广告

分类信息
生活资讯全搜索 信息通达全无锡

信息集中 分类明细 服务大众 欢迎刊登

服务类（个人）：50元/行 · 公告类：60元/行（注销、减资除外）· 非个人信息类：500元/次 · 正文：12字/行

报业大厦：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二街1号（海岸城旁）
服务电话：81853027、13961806872 QQ : 1556902204
城中服务地址：无锡市学前东路1号
服务电话：80500110、13812290098 QQ : 495430296

收款单位：无锡报业发展有限公司日报传媒分公司
收款账号：29010188000154522
开户银行：江苏银行无锡分行营业部

遗失启事
·无锡嘟凌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遗失无锡爱德华餐饮有限
公司（许可证编号JY232020
50082032）编号32020500
0201805070058的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一张，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锡山区东亭嘟嘟车饮品店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徐梓浠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320129365，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武巍遗失无锡中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邦城

市花园51-513购房发票，号
码02040517金额308000
元，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无锡垣盈泰商业发展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无锡市盼翊商贸有限公司

遗失注册号为3202032109

664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

张，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无锡浩安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全晏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320059810，声明作废

我局在各项整治行动中依法对部分
涉嫌擅自处置建筑垃圾、无照违法经营、
人行道违停的车辆、物品采取了证据先行
登记保存措施。现仍有部分相关涉及单
位和个人未接受处理，现要求涉及当事人
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携相关证明材料及
合法手续至无锡市滨湖区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大队（地址：无锡市滨湖区鸿桥路
883号）接受处理。逾期不来处理的，我
局将对下列物品依法进行处理。附车牌
号、品名：电动三轮车（滨湖区紫金英
郡）、苏B88079、苏B82009、苏B83C6
9、苏BB00F5、苏BN7060、苏BN9089、
苏BHM711、皖SLV905、辽NJ07-553
50、苏B98227、苏B98260、辽HA537
2、苏B87975、苏BB2902、苏BQ2588、
苏B83365；逆变式直流手工弧焊机（望
山路和蠡溪路交叉口）、苏BG6198、苏
BQ5005、皖1969073、苏B85935、沪
DD3188、苏BN8563、苏BQ0762。

无锡市滨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0年6月1日

公 告
致孙建霞、荣祥妹、赵建芳、嵇孝羊、杨
耀忠：

原无锡市滨湖区荣巷街道蠡鸿股
份经济合作社正在进行第二次合作社
股份改革，鉴于贵方是我合作社的股
民，遂正式通知孙建霞女士（孙蒋队）、
荣祥妹女士（东西浜）、赵建芳女士（龙
山队）、嵇孝羊（龙山队）、杨耀忠（第一
顺序继承人，龙山队）立即来我社区进
行股民信息登记。

办理时间：2020 年 6 月 2 日至
2020年6月11日（8:30至11:00，13:30
至17:00），逾期未办理的法律后果由
贵方及贵方相关法定继承人自行承担！

办理地点：太康社区三楼317
所需材料：本人及身份证原件、股

权证原件、江苏银行卡
联系电话：85868052

无锡市滨湖区荣巷街道
蠡鸿股份经济合作社

告知函

本报讯 作为新冠肺炎患者定
点收治医院，五院C楼——公共卫
生大楼一直是无锡疫情救治的主战
场。如今这里已恢复了往日的平
静。昨日从五院获悉，随着疫情转
入常态化防控阶段，五院已全面实
现复工复产，门急诊和住院量基本
恢复到往年同期水平。同时，经过
全方位无死角消杀、采样、清理、检
测，C楼也已重回应急备战状态。

C楼是五院作为专门收治烈
性传染病的公共卫生大楼，平日不
收治普通病人，一直处于应急备战
状态，一旦出现突发性公共卫生事
件，则迅速开启收治特殊病人。随
着病区清零，C楼启动终末消杀。
据护士长庄琳旎介绍，共投入护理

人员、工人50余人次，对病区内部
的空气环境、地面、物体表面、医疗
设备仪器、所有可能的接触物全部
进行消毒杀菌。消杀过程严格遵
循院感规范分门别类操作，比如空
气消毒使用喷壶喷洒消毒液；被服
装入专用的两层水溶性垃圾袋内，
直接连垃圾袋一起扔进洗衣机清
洗；呼吸机、监护仪、输液泵、注射
泵等医疗设备，用酒精擦洗，连每
一根电线都仔细擦过，然后用紫外
线消毒灯照射消毒，不遗漏任何一
个地方、任何一个环节。随后，对
所有消杀完成的单元进行整理，将
所有医疗设备仪器进行清点归置，
恢复到原有应急备战状态。

全面消杀之后，五院请来市疾

控中心专家对C楼的空气和物表进
行采样，检测消杀效果是否符合规
定的要求。疾控人员共检测了10
份空气样本，36份从病床、地面、呼
吸机、呼吸头套面屏表面等处提取
的物表样本。消毒后空气中自然菌
的消亡率≥90%，物表自然菌的杀
灭率≥90%，检测消毒合格。

一手抓常态化防控，一手抓复
工复产。目前，五院综合诊疗区已
全面恢复，综合内科、肿瘤科、介入
科等综合专科门诊和病房已正常
开放，同时特色的传染病专科也早
已正常收治病人，包括结核科、肝
病科、感染病科等，以满足病人的
就诊需求。本月医院还将新增名

中医堂、普外科、骨

科、心血管科等综合科室。据悉，
“冲三甲”是今年五院的重大目标
之一，接下来该院将进一步完善规
范专学科设置，朝着三级甲等传染
病专科医院发展。“传染病医院是
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疫情防控
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五院
相关负责人建议，按照“平战结合、
应急互转”的总体思路，从公益性
和专业性、平时和战时、市域和县
域、综合救治和疾病防控等维度，
建设一个新型的市级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形成以传染病医院为中
心、综合医院为支撑的传染病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立体救治体系。

（杨明洁 图文报道）

经全方位无死角消杀、采样、清理、检测

五院C楼 重回应急备战状态

本报讯 6月1日，一份特别的
儿童节礼物：2600多册赠书、自制
书签坐上了快递专车，从无锡东
第二实验学校送往贵州省从江县上
歹村。学校师生捐赠的书籍将用于
村里筹建的儿童图书室，为当地孩
子提供精神食粮。

牵起两地孩子缘分的是上歹村
扶贫第一书记、东 第二实验学校
校外辅导员、江南大学教师盖中
辉。或许因为是老师，盖中辉很关
注当地孩子生活、学习情况。“村里
的孩子多，但教育基础十分薄弱，一
般到了6周岁才上学前班。有些没
上学的孩子从没翻过书，即便上学
了，当地有限的教育资源也无法满
足孩子们的需求，词汇量、知识储备
很少。”了解当地的教育环境后，“为
孩子们建图书室，让孩子们开心地
阅读，更好地成长。”盖中辉说。

盖中辉开始走访选址，决定为

相隔很远的两个寨子分别建一间图
书室。其中一间新建，另一间利用
当地鼓楼闲置的空间设计成为图书
室兼苗族文化室。“我已经找到了合
作方，新建图书室按照当地的建筑
风格设计，预计7月能建成。”

让盖中辉意外的是，他在朋友
圈发了为当地孩子建图书室的想法
后，众多无锡公益组织、市民大力支
持，纷纷捐赠图书、文具和资金。东
第二实验学校关注到盖老师的计

划后在全校发起了捐书、制作书签
活动。

据悉，在各方爱心支持下，盖中
辉另一些支援计划也得以实施：为
村里新增了一个篮球场；儿童公共
浴室已开工建设；村干部在学用电
脑、音箱等设备，提高工作效率。他
还计划建一个生态农业合作社，打
造生态环保村庄，让当地的绿水青
山帮村民脱贫致富。 （陈春贤）

第一书记扶贫助学 锡城师生爱心接力

千里赠书只为山里娃

本报讯 6月1日，现货黄金继
续维持升势：亚市盘中，金价报
1741.50美元/盎司附近；国内黄金足
金价格在516元/克左右徘徊……近
来持续走高的国际金价让很多市民
都坐不住了。记者走访锡城主流金
店发现，眼下黄金回购火爆，银行趁
热打铁推出一些黄金投资理财品
种，受到市民青睐。

在部分投资者看来，眼下不失
为“高价变现”的好时机。“现在感觉
已到高位，先抛一部分。”市民孙先
生一直在观望黄金走势，他觉得
2013年至今“押宝”多年的投资金
条，卖出的时机到了。几天前，他刚
刚抛售了1.5公斤投资金条，让他
净赚近8万元，但他还存留一部分，
以观后市情况。“如果这期间出现震
荡下行的走势，还会再购进一部
分。”孙先生认为，黄金牛市还未告
终。

金价的“高烧不退”，让投资黄

金市场的市民都很兴奋。“有不少
2012年左右高位买入的投资者选
择变现。”工商银行贵金属旗舰店黄
金投资分析师廉昂表示，现在投资
人不像前几年盲目一窝蜂追涨，相
对更理性，不少市民都趁着金价这
段时间的高位拿着黄金前来回购。
他坦言，今年投资金条回购就一直
处于高热度中，不到6月就已经完
成了去年全年的回购量，且热度仍
在攀升中。

在一家商业银行的黄金投资
部，前来咨询的顾客络绎不绝，越来
越多的市民将黄金视作新的投资方
式。“现在投资的渠道并不多，黄金
作为避险投资工具的作用凸显。”某
品牌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最近购买
投资金条的比较多，一次性购买价
值几十万元金条的也不少。

如果投资者想要“上车”投资黄
金有哪些渠道？廉昂介绍，普通投
资者可以选择购买实物黄金或投资

银行的纸黄金。而实物黄金的小
量、分批次购入应该是对于普通市
民来说比较稳健的投资方式。他建
议普通投资者可采取定期投资的方
式。“定投方式有利于摊平黄金持有
成本，降低金价短期剧烈波动风
险。”

为方便市民参与投资黄金市
场，目前各大银行也力推黄金主题
投资产品。有银行还专门推出了黄
金投资品种：积存金。据了解，该黄
金投资品种的投资门槛较低，1克
就可起购，而且可以由银行免费代
保管，甚至可以和基金一样设置定
投计划，投资灵活性很强，一推出就
深受投资者青睐。

针对有投资交易经验且对资金
把控力较好的客户，廉昂建议选择
贵金属递延业务。该业务引入保证
金机制并可双向交易，适合有操盘
经验的客户，在黄金、白银价格的波
动中随时把握获利机会。 （文易）

金价一路走高

锡城金店掀起回购热

本报讯 昨日，无锡城市职业
技术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带领近
10名特殊儿童体验“鼓圈”活动，
2020年“博爱青春”红十字大学生
志愿服务项目启动。近年来，特殊
儿童群体的成长备受关注，我市不
断加强融合教育资源中心建设，帮
助特殊儿童群体逐步“回归”正常学
习生活。

“我们将带领志愿者们对特殊
儿童群体和他们的家长分别进行音

乐团体辅导和心理辅导。”项目负责
老师表示，他们将通过多种游戏形
式，搭建正常儿童与特殊儿童融合
共处的平台。目前，我市共有209
个融合教育资源中心，每个街道拥有
学前和小学融合教育资源中心各一
个，初中融合教育资源中心将在今年
底建设完成。梁溪区特殊教育相关
负责人潘云芸老师介绍，该区共有
10名专职融合教育教师，还有45名
教师正在参与上岗培训。 （杨涵）

融合教育志愿服务

助力特殊儿童成长

昨日，扬名中心小学举行一年级新队员入队仪式，429名学生加入中国
少年先锋队，成为光荣的少先队员。 （汤毅 摄）

昨日，通江街
道站北社区在崇安
中心幼儿园举办

“争做环保小达人”
庆六一主题活动，
小朋友们在游戏活
动中，体验垃圾分
类 ，增 强 环 保 意
识。 （文龙 摄）

本报讯 昨天，锡城天空云开雾散，
白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2.4℃左右，相
比前天升高了将近5℃。预计今天气温
还略有上升，最高将达33℃左右。

据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夜里到明
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将光临锡城，大家
出门要备好雨具。明天气温也将短暂下
降，最高气温将降至26℃左右，不过4
日以后锡城天气又将转好，最高气温将
回升到33℃。

初夏的锡城闷热潮湿，一些市民关
心，是不是快要入梅了？市气象部门专
家介绍，入梅的重要标志是形成大范围、
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从历史气象资料
看，锡城常年平均入梅日是6月16日。
目前，锡城距入梅尚需一段时日。

另外，本周五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
的芒种节气。俗话说“春争日、夏争时”，
芒种时节，有芒作物的种子已经成熟，抢
收非常紧迫，水稻等夏播作物也是播种
最忙的时候。市气象部门提醒农民朋友
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加强田间管理，合理
安排好夏收夏种工作。 （小殷）

今天气温预计33℃

夜间雨水降临

随着病区清零，五院C楼共投入护理人员、工人50余
人次，启动终末消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