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本理财产品 ★明星产品推荐★ （注：所有产品要素以理财产品说明为准）

产品名称

宝溢融B3个人
宝溢融B6个人
宝溢融B0个人

天天开鑫（任意工作日9：00-15:00购买或赎回）
精选非保本理财产品 ★明星产品推荐★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产品名称

聚溢融B1

聚溢融B2

聚溢融B3

聚溢融B6

聚溢融B0

天天鑫溢（任意工作日9：00-15:00购买或赎回）
财富类客户 非保本理财产品★ 江苏银行尊贵体验★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财溢融B1

财溢融B2

财溢融B3

财溢融B6

财溢融B0

★江苏银行定期存单1万起：1年期2.13%，2年期2.982%，3年期3.905%！提前支取，靠档计息
★大额存单：20万起，1年期2.28%，3年期4.18%；
★信用贷款：

金e融：只需公积金月交800元（交满一年）即可申请，最高额度30万，
当天到账，随借随还！（扫一扫查额度）

E融卡：最高额度30万，一次申请，3年使用，最快3天放款，同样随借随还！

江苏银行地址：和平中路800号(景都小区东门）/江海中路621号 联系电话：15962827107，13606298786

版本

同享
尊享
薪溢宝
同享
尊享
同享
尊享
新客
公益
尊享

养老(50周岁以上)
公益
尊享

高净值（100万资产）★
私人银行（600万资产）
高净值（100万资产）★
私人银行（600万资产）
高净值（100万资产）

新客
私人银行（600万资产）
高净值（100万资产）★
私人银行（600万资产）
高净值（100万资产）★
私人银行（600万资产）

募集期

6.13-6.19
6.14-6.20
6.15-6.21

募集期

6.11-6.18

6.12-6.18

6.13-6.19

6.14-6.20

6.15-6.21

6.11-6.18

6.12-6.18

6.13-6.19

6.14-6.20

6.15-6.21

起息日

6.20
6.21
6.22

起息日

6.19

6.19

6.20

6.21

6.22

6.19

6.19

6.20

6.21

6.22

到期日

2018.9.19
2018.12.20
2019.6.21

到期日

2018.7.23

2018.8.21

2018.9.19

2018.12.20

2019.6.21

2018.7.23

2018.8.21

2018.9.19

2018.12.20

2019.6.21

期限

91
182
364
开放式

期限

34

63

91

182

364

开放式

34

63

91

182

364

起售
金额
5万
5万
5万
5万

起售
金额
5
20
5
5
20
5
20
5
5
20
10
5
20
5万

20
100
20
100
20
200
100
20
100
20
100

预期年化收
益率
4.25%
4.40%
4.50%

2.4%-4.4%

预期年化收
益率

4.70%
4.75%
5.10%
4.80%
4.85%
4.90%
4.95%
5.40%
4.95%
5.00%
5.15%
5.00%
5.05%

3.5%-4.6%

4.80%
4.95%
4.90%
4.95%
5.00%
5.45%
5.20%
5.05%
5.20%
5.10%
5.30%

合作镇达育村古稀老人陈立昌，承
包村里33亩低洼地，开展以种植茭白与
养殖甲鱼为主体的立体综合生态养殖，
洁净了一方水体，实现了甲鱼、茭白及其
它水生物鱼、虾、鳝的全面丰产，轻松获
得了年亩均16000多元的高额经济收入
（见本报6月1日二版）。这般淡水种养模
式，无需高投入，没有高风险，不用重劳
力，还能美化环境、净化水质，这样的成
功案例值得复制和推广！

放眼我市农村，许多村庄有得是水
面。然而，类似于陈立昌这样的致富能手
却为数不多。水中无鱼虾，不是水草满
沟，就是垃圾漂浮，再或水质恶化，大片

沟河，荒废许多，着实让人惋惜。而随着
民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下
自然生长的鳖、虾、鱼、鳝等早已成为餐
桌上稀有的高档食物，市场上野生甲鱼
卖到了每斤二三百元，野生鲥虾卖到了
每斤七八十元，野生黑鱼、龙虾、黄鳝
等单价也达二三十元。物以稀为贵，若
充分利用家门口的宝贵自然资源和生态
条件，开展如同陈立昌那样的淡水立体
综合种养，成功势在必然。

养好一只甲鱼、种好一片茭白，实施
立体生态种养，假若形成了气候、放大了
特色、打响了品牌，在目前特色生态水产
品远远供不应求的背景下，其积极意义不

仅仅是鼓起了农民口袋。由此可见，只有
造就更多陈立昌式的淡水种养致富能手，
才能更多更好地调动广大农民保护水环
境的热情，大大减轻政府治水压力和环保
投入压力，实现既改善环境、美化家园又
提升水质、减少投入，再致富农民、繁荣农
村的多重社会与经济效应。这样的好事，
值得广大农民积极尝试与参与，也值得基
层政府在积极鼓励支持的前提下扶上马、
推一把、送一程。 （姜斌）

这个致富模式值得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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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身份意识
提高党员修养

文汇新村为党员集体过
“政治生日”

本报讯 近日，文汇新村社区党总支召开党
员政治生日会，提醒党员们牢记身份、践行誓
言、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做一名合格党员。

为同一个月入党的党员集体过“政治生
日”，是文汇新村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实施党建“书记项目”的一项创新举
措。当日，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免费体检、共品生
日蛋糕等方式，使党员进一步强化了身份意识，
增强了党性观念。

（蔡樱子 陈春华）

市检测中心免费检定乡
镇卫生院医疗设备计量

提升医疗质量
保障医疗安全
本报讯 日前，南通市计量检定测试所和启

东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的“两免费”医疗器械检
测小组，在我市乡镇卫生院开展免费检测工作。
检定员对全市36家乡镇卫生院的医用超声设
备、心电图机及血压表等在用医疗设备进行了
免费计量检定。

“两免费”计量检定主要对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和集贸市场在用计量器具进行免费检定，切
实保障市民放心就医、放心消费，是政府“计量
惠民工程”的重要举措。为及时有效做好“两免
费”检定工作，市检验检测中心高度重视，制定
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和实施细则。在基层医院的
配合下，检定员对检定合格的医用计量器具现
场加贴合格标签；对不合格的医用计量器具，能
现场修理的当场修理，不能现场修理的要求医
院及时整改。此次免费检测活动为医疗质量和
医疗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陈天灵 唐赛卫）

住建局举办宪法知识竞赛
本报讯 连日来，市住建局法制科积

极筹划宪法主题知识竞赛活动。
为提高群众的参与度，法制科将利用

住建局微信公众平台开展活动。每期活动
由微信平台发布试题，市民可通过留言方
式答题，答题准确率排名前十位者可获得
精美礼品一份。活动计划开展两期。

（方金妹 陈天灵）

寅阳交警开展道路清障宣传
本报讯 为杜绝“道路晒场”，日前，寅

阳交警中队民警深入辖区，开展道路清障
宣传活动。

民警以案说法，列举“道路晒场”对交
通安全造成的危害，讲清一旦发生事故，
当事人所要承担的责任，努力提高群众遵
章守法的自觉性。 （朱俊俊 黄曦娟）

本报记者 蔡樱子

6月11日上午，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
限公司核电事业部球阀车间的一台数控
机床突然不运作了，报警灯闪烁不停。技
术员李忠卫随即上前查看，经诊断是感应
开关不灵敏，更换了新开关后机床重新开
始运作了。“数控机床有故障，诊断是最难
的一步。”李忠卫笑着说，现在维修的机床
多了，主要靠经验。

今年37岁的李忠卫于2000年从技校
毕业后，一直从事车工工作。2005年进
入神通阀门，面对数控设备却不会使
用。他痛下决心钻研，直到把设备功能
和程序的作用弄得一清二楚。那时，公
司核电阀门业务刚刚起步，一次客户要
求3个月内交付150只球阀阀体。“那是

一台数控老车床，16个小时才能生产出1
只球阀，照这样的速度想要完成这批任
务简直是天方夜谭。”李忠卫主动接手了
这个“烫手山芋”。为了赶在交货期内交
货，他和徒弟2人每天24小时不间断工
作。在他的努力钻研下，老车床效率提
高至每4小时生产1只球阀，圆满地完成
了这批任务。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公司不断添
置各类高端数控机床，总数超过了200
台。新机床过了保修期后，维修费用相
当昂贵，而且还影响生产。李忠卫开始
学习数控机床维修技术。在技校学的是
车工专业，数控维修对他来说是一个新
的挑战。他不断购买相关书籍学习，在
网上寻找资料。机床厂派人过来维修设
备时，他认真学习请教，和他们一起动手

维修数控机床。“那时候，经常诊断错误，
弄坏电器元件，将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也
让钣金和铁削划过手，被电源电过。”李忠
卫回忆说，靠着自己不服输的那股劲，硬
是坚持了下来。如今公司里大部分机床都
能够自己维修了，大大降低了公司维修成
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李忠卫把每一次的维修都记录下来，
整整一本笔记本。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
中，他还尝试着对公司一些老旧机床进行
数控化改造。公司里有一台镗床废弃不能
使用了，他研究了一番后决定进行改造。
改造后的镗床不但能正常使用了，而且加
工各类止回阀碟板比传统工艺提高近2
倍。从此，李忠卫改造机器的劲头一发不
可收拾，至今已改造了3台老旧机床。

这些年，李忠卫通过改进工艺、研发

产品、完善管理，为公司创造了可观的经
济效益。他设计相关数控夹具50多套，
平均每年编制和优化数控程序500多条，
为公司创造了100多万元的经济效益；负
责的技术攻关的上装式核电球阀，年产
值500万元，年利税100万元；参与研发
的核电站安全壳隔离阀年均产值300万
元，年利税70多万元；负责维修机床设
备为公司节省的维护成本更是难以估
计。他先后获得了全国技术能手、江苏
省青年岗位能手、江苏省技术能手等多
项荣誉称号。

彩臣二村党员戴党徽亮身份
本报讯 近日，彩臣二村社区开展共

产党员“戴党徽、亮身份、争先锋”活动。
党员们承诺，要把党徽代表的使命和

荣誉转化为履职尽责的责任心和为群众
服务的具体行动，用实际行动体现新时期
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貌。（黄佳惠 王家旖）

锦绣华庭组织“慈善一日捐”
本报讯 日前，锦绣华庭社区开展“慈

善一日捐”活动，辖区内党员、网格员、居
民纷纷慷慨解囊，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

据悉，募集的善款直接上交相关部门，
用于自然灾害救助、安老、扶孤、助残、助学
等，专款专用。 （吴燕燕 浦源芫）

长龙三村居民签名支持创文
本报讯 6月4日上午，长龙三村社区

开展“共创文明城 同做文明人”签名活动。
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了创文活动宣

传册，详细讲解了启东市民“八不公约”、
健康生活方式等。居民们纷纷在签名板上
签名，承诺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文明行为，
积极参与创文。 （刘嘉怡 岑峻巍）

6月8日，启东高新区安监局、消防中队组织园区企业开展综合性消防安全演练，通过观看火灾警示教育片、开展厂区应急疏散
演练、进行消防器材使用培训等，进一步提高企业员工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区镇安全发展水平。 褚风光 杨晶晶摄

2017年度省级示范物
业管理项目名单出炉

启东公共服务
中心项目上榜
本报讯 日前，省住建厅发文公布了2017

年度省级示范物业管理项目名单，由苏州市东
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启东市行政中心
（公共物业）项目获评居住物业项目省级示范。

启东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共物业）项目位于
启东市区世纪大道1288号，占地面积约150亩，
总建筑面积约9.8万平方米，是集行政中心综合
服务中心、党员教育中心、科技馆、档案馆、后勤
服务中心和便民服务中心于一体的综合办公楼
宇。苏州市东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3年开
始对其实行物业管理。项目自交付以来，苏州市
东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每季度都会邀请第三方
进行满意度调研，促进项目服务质量的改进与
提升。 （刘嘉怡）

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
——记江苏神通阀门核电事业部球阀车间技术员李忠卫

门面房出租
位于人民中路498号，

启东市城市广场北区，大家
发服饰（原供销商厦）底楼，
面积1000多平方米，现对
外招租，价格优惠。

电话：18015933536
13291138072

因本人急需资金，新
车站附近两间门面优惠
出售。

电话：13951335900

门面出售

本会所是启东首家诚信专业
婚恋会所，受启东市女企业家协
会委托创办，十年来，使无数有情
人相识、相知、相爱！现有数千名
单身贵族期待您的海选！
地址：启东市东方银座508室
电话：0513-83816600
微信：QS83816600
网址：www.36500t.com

启东牵手联谊会所
海选您的另一伴

遗失启事
黄雪妹（身份证号码：

320626197612100428）
遗失开发区被拆迁户定销
房订房确认单一份，定销
房安置地段：锦绣家园B
区41号104室。声明作废。

本单位隶属于南通广播电视报，为读者做回
馈服务而创办，是南通广播电视报在启东的唯一
指定发行站。

南通广播电视报于1981年创刊，迄今走过
37年，已成为南通发行量最大的时尚生活周刊，
一路走来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关爱，所以回馈
社会回馈读者是广电报义不容辞的责任。

读者生活馆将从读者衣、食、住、行等各个方
面着手，打造一个更加专业的服务团队，成为一个
为读者生活带来活力的团队，来丰富读者的文化

生活和娱乐生活
1.招聘岗位：客服
薪资待遇：3000-5000
工作地址：启东市汇龙镇人民中路1056号
岗位职责：读者的维护，读者的接待，社区宣

传，广告商活动组织。
任职资格：大专
2.招聘岗位：广告赞助商的销售人员
薪资待遇：4000-6000
工作地址：启东市汇龙镇人民中路1056号
岗位职责：读者的维护，读者的接待，社区宣

传，广告商活动组织。
任职资格：大专
3.招聘岗位：储备干部
薪资待遇：4000-6000
工作地址：启东市汇龙镇人民中路1056号
岗位职责：读者的维护，读者的接待，社区宣

传，广告商活动组织。
任职资格：有一定的管理才能（单位安排培

训），有理想寻求大发展的优先
公司福利：包住，旅游，每月奖金及缴纳五险
工作时间：7：30-11：00 14：00-18：00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17712267068

南通广播电视报启东读者生活馆招聘【客服、广
告赞助商的销售人员、储备干部】

本周理财发行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