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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十五过完，年才算
圆。”庆元宵肯定少不了文艺表演。这不，2月16

日下午，一场精彩纷呈的社区元宵民俗节在西门大街城
楼河沿路段广场上热闹上演，数百名市民现场“闹元宵”，这儿成

了欢乐的海洋。此次“正月十五闹元宵，共创文明新时代”大型活动是
由市文明办、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市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主办的。

中午刚过，张灯结彩的西门大街上就开始热闹了起来，市民们闻讯赶来，广
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活动在别开生面的舞龙表演中拉开帷幕，伴随着锣鼓

声的高低起伏，两条金红“巨龙”腾空而上。在舞龙人快速有力的舞动下，“巨龙”
辗转腾挪，完成“8”字舞龙、游龙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赢得现场阵阵喝彩。表演队

伍边行进边表演，一路上浩浩荡荡，红红火火，把浓厚的元宵节氛围带到每一位观众身
边。“这个活动搞得好，特别热闹，现场有寓教于乐的猜灯谜项目，还有小孩子可以吃的糖
画和唱歌跳舞等互动节目，真正丰富了我们的节日文化。” 市民王国芳告诉记者，“平常傍晚
时我就经常和家人前来散步，这边改造完成后让我们有了休息娱乐的好去处，也给西门增添了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是西门大街城楼河沿路段广场连续第二年举行“闹元宵”活动，除了舞龙舞狮等传统民
俗节目，现场还举办了精彩的文艺汇演，来自云阳街道的多个文艺团体登上舞台，表演了越
剧、舞蹈、小品、戏曲联唱等十多个精彩节目，歌舞《盛世欢歌》《鼓动天地》《吉祥安康》《又见
江南雨》等节目让人们感受到了祖国的繁荣昌盛和节日的欢乐喜庆。舞台上，演员们个个
精神饱满、神采奕奕，精彩的表演更是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记者现场看到，偌大的广场被分为“手工灯笼展示区”“灯谜区”“民俗展会区”“祈福
墙”和“现场煮元宵区”。每个区域都挤满了人。在民俗展示区中展示的面塑、雕刻、书
法、乱针绣等富有本地文化特色的民间艺术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围观，其中，面塑

和糖画塑造出的鲜活形象更是引起了孩子们的阵阵惊叹；在手工灯笼展示区，
社区邀请了24组家庭DIY了70个形状各异的灯笼，整个广场被流光

溢彩的璀璨图景装扮得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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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产品及要素以我行发布的理财产品说明书为准

要存款！来南京银行！安全放心！稳中有收！

南京银行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南京银行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3535~~364364天预期年化收益率天预期年化收益率44..1515%~%~44..9595%%；；保本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半年保本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半年//11年预期年化收益率年预期年化收益率33..9595%/%/44..1515%%。。

友情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须谨慎

广告

个人大额存单个人大额存单20192019年第六期年第六期
产品
名称

个人
大额
存单

期限

6个月

1年

3年/5年

3年（按月付息）

5年（按月付息）

年利率

1.976%

2.280%

4.180%

4.180%

4.180%

认购起点
金额

20万

30万

发行时间

2019年2
月1日

-2019年
2月28日
(认购期内
如遇人

行存款利
率调整则
提前终止
发行)

产品名称

季安享1号208期
新客户

季安享1号208期
新客户

双季盈1号208期
新晋中高端客户

双季盈1号208期新
晋白金卡客户

季季鑫1号158期
新晋私行/财富客户

净值类产品名称

悦享A款1个月

理财管理计划2号

行稳1902半年定开
公募

期限（天）

91

91

182

182

91

期限（天）

49

每周开放

每半年开放

起始金额
（万元）

5

100

20

50

100/300

起始金额
（万元）

1

1

1

募集期

2019/2/20-
2019/2/26

2019/2/20-
2019/2/26

2019/2/20-
2019/2/26

2019/2/20-
2019/2/26

2019/2/20-
2019/2/26

募集期

2019/2/20-
2019/2/26

2019/2/21-
2019/2/27

2019/2/20-
2019/2/26

起息日

2019/2/27

2019/2/27

2019/2/27

2019/2/27

2019/2/27

起息日

2019/2/27

2019/2/28

2019/2/27

名义到期日

2019/5/29

2019/5/29

2019/8/28

2019/8/28

2019/5/29

名义到期日

2019/4/17

2021/12/31

2029/12/28

经测算可能达到的
年化收益率（%）

4.75

4.90

4.65

4.70

4.95/4.90

业绩比较基准

4.50（业绩比较基
准）

7天通知存款基准
利率+2%

1年定期存款基准
利率+3.1%

产品类型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上期收益率

5.07%

4.35%

7.18%

渠道

柜面、网银、手机
银行、直销银行

柜面、网银、手机
银行、直销银行

柜面、网银、手机
银行

柜面、网银、手机
银行

柜面/柜面、网银、
手机银行

渠道

柜面、网银、手机
银行、直销银行

柜面、网银、手机
银行

柜面、网银、手机
银行、直销银行

客户级别

新客户

新客户

金卡以下客户（不
含金卡）

白金卡以下客户
（不含白金卡）

除私行客户/除财
富、私行客户

客户级别

经公司决定，拟将公司注册
资本由300万元减至50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本公司
债权人可自2019年2月20日起四
十五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公司将按照法
定程序减少注册资本。

特此公告。
联系人：袁国华

13852920000
镇江华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0日

减资公告

招聘信息
●公司招主办会计（女）五年经
历，西门13905291532

遗失信息
●郑梦琪遗失出生证，编号：
I320004546，声明作废。
●丹阳市开发区玉翠轩珠宝店
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3141003372701，声明作废。
●张乃平遗失丹阳市吕城镇协
力五金电器商店营业执照正副
本 ， 正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305060024，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305060030，声
明作废。
●丹阳市卓尔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编号：
321181000201701090028，声明作
废。
●王子羿遗失出生证，编号：
Q320136516，声明作废。

●丹阳市开发区苏发果业原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丹凤幼儿园银行开户
许 可 证 遗 失 ，核 准 号 ：
J3141001296401，声明作废。
●丹阳市开发区苏诚市政工程
队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眼镜市场洪金发眼镜
批发部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
准 号 ：J3141001575202，声 明 作
废。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陈胜来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横塘镇横塘村七组、丹横字第
11-16-6 号房产证遗失（灭失），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
发，现声明该房产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9年2月17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陈和顺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 横 塘 七 组 、丹 横 字 第
011107250 号 房 产 证 遗 失（灭
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
请补发，现声明该房产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9年2月17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陈夕兰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 横 塘 七 组 、丹 横 字 第
011107251 号 房 产 证 遗 失（灭
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
请补发，现声明该房产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9年2月17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金荣林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滕东村滕庄八组、丹房权证皇
字第 090285号房产证、丹蒋集用
（2004）第 6813号土地证遗失（灭
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
请补发，现声明该房产证和土地
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9年2月19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张静因保管不善，将坐落于
凤翔花园 37 幢 1 单元 401 室、丹
房 权 证 开 发 区 共 字 第

02012887-1 号房产证遗失（灭
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
请补发，现声明该房产共有权证
作废。

特此声明。
2019年2月19日

地 址 ：丹 阳 市 开 发 区 东 方 路 报 业 大 厦 咨 询 、订 版 热 线 ：86983022

今日送稿明天见报今日送稿明天见报
（（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个标点和数字算半个字）

◆遗失类广告：每件100元
◆分类广告：一行16个字50元收费标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市场

方便快捷 价格便宜 天天都有 欢迎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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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广告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21
世纪以来第16个指导“三农”工
作的中央一号文件19日由新华社
受权发布。

这份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
见》，全文共分8个部分，包括：
聚力精准施策，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夯实农业基础，保障重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扎实推进乡村建
设，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

共服务短板；发展壮大乡村产
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面深
化农村改革，激发乡村发展活
力；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
村社会和谐稳定；发挥农村党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全面加强农村
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党对“三
农”工作的领导，落实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总方针。

文件指出，今明两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三农”
领域有不少必须完成的硬任务，

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不动摇，
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落
实工作，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
势，发挥“三农”压舱石作用，
为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赢得主
动，为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
社会大局稳定、如期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基础。

文件强调，牢固树立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政策导向，优先考虑

“三农”干部配备，把优秀干部

充实到“三农”战线，把精锐力
量充实到基层一线；优先满足

“三农”发展要素配置，坚决破
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
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推动资源
要素向农村流动；优先保障“三
农”资金投入，坚持把农业农村
作为财政优先保障领域和金融优
先服务领域，公共财政更大力度
向“三农”倾斜；优先安排农村
公共服务，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

将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
我国将开展新一轮医保目录调整

新华社北京 2 月 19 日电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司
司长熊先军 19 日在国新办举行
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
示，2019 年，我国将开展新一轮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将更多
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通过
准入谈判、以量换价，降低抗癌药
价格。

经组织专家按程序与部分抗
癌药企业谈判，我国于2018年10
月将17种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2017 年版）》乙类范
围，医保支付标准较零售价平均
降幅达56.7%。

为破除谈判抗癌药“进院难”
“开药难”等障碍，国家医保局会同
人社部、卫生健康委发文要求各地
不得以费用总控、“药占比”等为由
影响谈判抗癌药供应和使用；2018
年合理使用谈判抗癌药的费用不
纳入当年的医保总控范围，按规定
单独核算保障；在制定 2019年医
保总额控制指标时，统筹考虑谈判
抗癌药合理使用的因素。

新华社香港2月 19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19 日公
布，截至2018年底，香港人口的
临时数字为 748.25 万人，比
2017年底增加 6.94万人，增长
率为0.9%。

人口增长由自然增长（即出
生减死亡）及香港居民净迁移
（即移入减移出）组成。统计处
发布的数字显示，2017年底至
2018年底，香港人口自然增长
6700 人，其中出生人数为 5.37
万人，死亡人数为4.7万人。同
期内，净迁移人数为6.27万人。

统计处介绍，香港人口根据
“居住人口”的定义而编制，包括
“常住居民”和“流动居民”。
2018年底的总人口中，常住居民
有 724.94 万人，流动居民有
23.31万人。

根据惯例，统计处每次发布
的最新人口数字为“临时数字”，
而经修订的数字将在6个月后
公布。本次人口临时数字公布
后，其修订数字将于2019年8月
公布。

香港人口超748万
增长0.9%

2月19日晚拍摄的故宫午门。故宫博物院于正月十五和正月
十六举办“紫禁城上元之夜”文化活动，首次于夜间面向预约公众
免费开放。

故宫首开夜场迎“上元之夜” 丹阳新闻网 丹阳门户网
网址：www.dy001.cn
新浪官方微博：@丹阳新闻网 或@丹阳日报
电话：86983129 13852937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