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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兴业银行宿迁分行开业。
宿迁市主要领导和兴业银行南京分
行党委书记、行长郝超，副行长朱士
明等出席开业仪式。

开业仪式上，兴业银行南京分行
与宿迁市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兴业银行南京分行将在未
来三年内为宿迁提供不低于200亿元
的综合融资支持，重点投向宿迁重大
项目建设、产业经济发展、中小企业发
展等领域。同时，兴业银行宿迁分行
开展了爱心捐赠活动，向宿迁市见义
勇为基金会捐赠20万元。

作为江苏省最年轻的设区市，近

年来宿迁市紧紧抓住江苏省“1+3”
重点功能区战略发展机遇，厚积薄
发、快步前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是江苏乃至长三角地区
发展速度最快、综合实力提升最明显
的城市之一。尤其是该市金融业异
军突起，实现了跨越式、突破性发展，
金融业的发展势头、未来潜力和生态
环境等均领跑苏北地区。

宿迁市有关负责人表示，兴业银
行宿迁分行的设立，将为宿迁金融发
展增添新兴力量，有助于推动该市经
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兴业
银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绿色金融

业务特色，也与该市打造“江苏生态
大公园”的目标十分契合，希望兴业
银行能充分发挥特色优势，积极助力
宿迁市生态文明建设。

兴业银行南京分行有关负责人
表示，宿迁市经济发展迅速，金融生
态环境良好，吸引了众多投资者和企
业到此投资兴业。兴业银行作为国
内首家赤道银行、绿色金融业务的引
领者，将以宿迁分行开业为契机，进
一步加大对该地区的资源倾斜和信
贷投入力度，为宿迁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发展动力；同时，
宿迁分行的设立，也标志着兴业银行

已实现对江苏省内设区市的机构全
覆盖，该行将进一步加快业务创新，
完善产品服务，以实际行动更好服务
省内实体经济发展。

兴业银行自 2000 年进入江苏以
来，已在省内 13 个设区市设立营业
网点 125 个，成为第二家实现省内机
构全覆盖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近年
来，兴业银行南京分行围绕“强富美
高”新江苏建设，与区域发展同频共
振，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2018 年上
半年该行存贷款规模首次双双突破
2000 亿元大关，贷款增量位居省内
股份制商业银行首位。 欣 仁

服务绿色发展，兴业银行宿迁分行开业

“2019年1月1日起，新的个税政
策实施，你知道吗？”

“元旦后纳税人可以享受 6 项专
项附加扣除政策哦!”

⋯⋯
2018 年 12 月 28 日下午，宿迁市

税务局组织工作人员和税收宣传志愿
者走进校园、走上街头，宣传新个税政
策，让宿迁市民“零距离”感受个税改
革所带来的红利。

在宿迁学院，宿迁市税务局工作
人员通过讲座形式，向学生们介绍了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背景和意义、改革

的主要内容等，并发放《最新个人所
得税宣传资料》《新个人所得税热点
问题集锦》，方便学生更深入了解这
项新政。

听完工作人员的讲解后，学生翟逸
琳表示：“作为一名学生，之前我对个人
所得税方面的知识一直了解不多，但是
听完这次讲座，我对这个新政有了更深
了解，尤其是关于专项附加扣除方面的
政策，我的父母就可以享受到子女教育
专项附加扣除，这样他们就可以少交个
人所得税了，切实减轻了负担。回家
后，我一定向他们宣传这个好政策。”

当天下午 3 点，在市区中央商城
门前，一个个穿着红马甲的大学生税
收宣传志愿者和税务工作人员穿梭
在街头，向来往市民宣传个税新政
策。虽然天气寒冷，但听完个税新政
后，每个人的心头都是暖暖的，因为
这对于每位纳税人来说，都是真金白
银的实惠！

宿迁市民马先生在听完工作人员
的介绍后，立即问道：“我有两个孩子，
现在扣除‘三险一金’后月收入1万元
左右，新政实施后，我是不是每个月能
少交不少钱啊？”

工作人员告诉他，新政后他只要
缴纳 100 元左右的税金，较之前可以
节省 600 多元时，马先生十分激动。
他说，这真是今年收到的最好的消息，
突然感觉幸福指数上涨了！

为让纳税人更全面深入了解个税
改革新政，近日来，宿迁市税务局以多
种形式，通过全媒体多层次面向扣缴
义务人和纳税人开展税收政策的宣传
辅导，回应社会关切，让纳税人充分享
受改革红利。

宿迁市税务局工作人员袁卫兵
表示，广大纳税人一直比较关注新的

个人所得税法，尤其是《个人所得税
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从扣除暂
行办法的扣除标准、扣除范围来看，
比纳税人预期的减税幅度更大。这
段时间税务机关也正在开展税收政
策的宣传辅导，需要提醒扣缴义务人
和广大纳税人，要对照专项附加扣除
暂行办法，对条件、报信息、留资料。
尽快按照税务机关通知的要求，填写
自己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然后提
交扣缴单位或者通过“个人所得税”
手机 APP 填写提交，这样从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就可以享受到专项附

加扣除。如果 1 月份没有及时填写
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也不要担心，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任意月份都可以
提供，甚至到第二年的 3 月 1 日到 6
月 30 日，纳税人办理汇算清缴的时
候也可以提供，都不影响纳税人享受
专项附加扣除的待遇。

最后，他提醒广大纳税人，因为
这次个税改革强调的是纳税人自行
申报，自行填报信息,所以大家在填
写信息表时一定要认真、准确、真实、
完整，确保能够充分享受到个税改革
的红利。 张海鑫 钟 蓉 蔡静静

宿迁税务部门开展宣传活动，让市民“零距离”感受个税改革红利

本报讯 1 月 1 日上午 9 时，以
“激情奔跑，欢乐盐城”为主题的庆祝
元旦长跑活动在盐城市城南体育中心
鸣枪开跑，4000多名长跑爱好者共同
迎接新年。此次元旦长跑分为 10 公
里四分马和 5 公里健身跑两个项目。
在四分马终点聚龙湖公园，来自响水
县的个体户刘方义用时 47 分钟跑完
赛程。“我和队友们凌晨 5 点就起床
了，从响水赶到盐城。长跑迎新，一路
还能欣赏聚龙湖公园的好风景，很开
心。”47岁的刘方义说。 （卞小燕）

盐城4000多人
长跑迎新

本报讯 1月1日，淮安市淮安区
“送温暖、献爱心，元旦慈善一日捐”大
型慈善捐赠活动现场爱心涌动，社会
各界人士共认捐善款 2610.8 万元，创
历史新高。这是淮安区连续第十二年
举办慈善现场捐赠活动，12 年来累计
募集善款 1.34 亿元，先后投放 9671
万元，救助困难人员5万余人次。

（朱天羽 黄 洁 蔡志明）

淮安区“元旦慈善
一日捐”爱心涌动

“雪情就是命令！”元旦小长假第
一天，南京长江大桥就迎来开通运行
后的第一场大雪，守卫大桥交通安全
的江北新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大桥
特勤队也迎来假期第一个通宵。与
他们一起奋战的，还有全省各级公安
交管部门 3 万余人次警力。元旦期
间，全省交警加强巡逻管控、指挥疏
导，设置执勤执法服务点1523个，查
处各类交通违法 16.1 万余起，确保
了全省道路交通有序、畅通、安全。

彻夜无眠，守护道路平安

“桥面是钢板结构，特别容易结
冰。”2018 年 12 月 30 日晚，大桥特
勤队中队长邵琦和队友们一夜未
眠。为确保大桥交通畅通安全，江北
新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在南京长江
大桥上每 150 米设立一个站岗执勤
点位，专门就近处置交通事故。安排
8 台清障车，分别停在大桥南北堡，
最快速度对碰擦事故和抛锚车辆进
行清拖，2 台融雪剂撒播车和 1 台综
合道路养护机，彻夜待命，每隔两小
时对桥面进行一次撒盐处理，确保大
桥畅通，桥面无结冰。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交警坚守岗
位，在风雪中守护交通安全。南京江
北大道快速路出现下坡路段雪难溶冰
冻现象，江北新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
二大队结合辖区道路实际，派驻警力
坚守江北大道危险路段，确保道路安
全畅通；无锡交警各高速大队联合路
政公司，连夜对各高速主线开展喷洒
融雪剂工作；因冰雪路滑，仪征境内
328 国道及仪扬河大桥交通事故频
发，仪征交警主动放弃休息，积极开展
处置工作。

暖心一抱，温暖寒途旅人

“车上有位全身瘫痪的病人，不
能自行下车，也没有家属跟随，这该
咋办呢？”2018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南京交警一大队环湖中队收到一名

客运大巴车司机的求助。原来，车上
这名全身瘫痪的病人无法下车也不
知如何到达医院。了解情况后，环湖
中队警辅康涛赶赴大巴车，只身将瘫
痪病人用手抱起，安全放到事先准备
好的轮椅上，并用绳带固定以防病人
跌落摔伤，最终安全将病人送上医院
的120急救车。

暖心的故事还有很多：南京交警
高速一大队民警周波在撤除一起事
故现场过程中，得知车上老人和孩子还
没吃晚饭。撤除现场后，周波随即用警
车将二人带回马群公安检查站，为他们
泡上热气腾腾的泡面；连云港交警海州
二大队事故中队值班民警鲁苏阳、辅警
王珧旗在赶赴事故现场的途中，发现一
辆汽车在行驶过程中车头突然冒烟起
火，二人迅即下车利用警车灭火器展开
灭火，扑灭火源后，立即疏导交通正常
运行并赶赴下一个事故现场。

严格执法，护航平安假期

假日期间，全省交警运用移动测
速仪、无人机等设备“空地”联合执
法，积极开展酒驾醉驾及显见交通违
法集中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

据省交警总队高速公路指挥中心
副主任周胜介绍，元旦假期，针对高速
公路上不按道行驶、占用应急车道行
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交警灵活机
动运用 400 套便携式移动测速仪、
200套应急车道抓拍系统、80架无人
机等先进执法设备加大查处力度。
执法小分队在重点路段和节点采取
机动布警和定点布岗等方式现场查
处，并且第一时间在媒体公开曝光。

小长假 3 天，全省高速公路路网
日均出口流量约为130万辆，国省道
干线公路交通流量稍有增加，未出现
大范围、长时间交通拥堵；重点旅游
景区周边道路交通秩序井然有序；全
省未发生一次死亡 3 人以上较大交
通事故。 本报记者 陈明慧

3 万余“荧光绿”
护航小长假平安路

3 天小长假里，我们送走 2018
年，迎来 2019 年。有人加班忙碌坚
守岗位，有人邀友小聚联络感情，有
人逛博物馆拓展视野，有人跑步健身
为健康投资。这 3 天，你是怎么过
的？你在追寻梦想的路上吗？

站好2018年最后一班岗

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不少银行
人在朋友圈晒出了大合影，对于他
们来说，一场持续了个把月的加班
大战——年终决算就此收官。

每年的 12 月 31 日，都是银行业
年终决算的日子。2018 年的 12 月
30 日和 31 日，虽然属于元旦假期，工
作人员仍要加班加点完成年度决
算。樊雯雯在某股份制银行工作了十
余年，每年都要经历这一场硬仗。“这几
年，随着科技和金融的经营思路不断
深化，年终决算已经越来越依赖于计
算机和互联网。”她说，大家最大的压
力，来自于要在第三季度末完成八九
成指标的基础上，再冲一冲、凑一凑，完
成全年指标。“年终决算是银行人的硬
仗，也是节！打好这场硬仗，就是过好
了节，顺顺当当进入新一年。”她说。

樊雯雯们是沿着传统行走的一拨
人，还有一拨人正走在创业的路上。

“老板，今天馆里开不开门？”“开，这是
课表。”在微信群里，类似的对话时不
时出现。创业仅一年，芦昊的健身馆
正红火。由于会员中多数是朝九晚五
的上班族，为适应大家的时间，课表从

早晨6点排到了晚上8点。到了公众
节假日，每天的课程更是排得满满的。

近年来，随着社会大众健康意识
的提升，大到数千平方米的连锁健身
房，小到百余平方米的健身馆，正在
火起来。“会员的需求多种多样，课表
时不时就要调整，课程内容也要定期
设计。创业真是挺难的。”芦昊说，因
为喜欢健身，他辞掉了原本的工作开
健身房，“说实话，教别人健身比自己
锻炼还累，可是看到会员瘦下来了、
体型越来越好了、体检指标都很好，
就觉得很开心。”他说。

在工作中辞旧迎新，何止是他
们。医院、商场、饭店、公安干警、消
防队员⋯⋯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迎接新的一年，开启新的追梦旅程。

雨雪天气，客流仍创历史新高

小长假第一天，飘洒的雪花，成
为 2018 年末的美景，也带来“瑞雪兆
丰年”的好兆头。但是对于出行来
说，这种“岁月静好”的画面背后，却
离不开有人“负重前行”的付出。

降雪期间，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出现
不同程度路面积雪结冰，全省高速公路
部门为应对冰雪天气，共出动各类机械
车辆4175台次，使用砂石料155吨、盐
579.6吨、融雪剂1393.38吨、草包2970
只，撒布物料数共计2147.98吨。元旦
假期，全省高速公路部门共出动人员3
万人次，其中交通执法部门 1905 人
次，实施执法巡查1762车小时。

元旦期间，江苏全省高速路网运
行总体稳定，通行秩序良好。全省高
速公路出口总流量预计达 553.41 万
辆，日均 184.47 万辆，同比增长约

3.93%。最高流量日出现在 1 月 1
日，全天出口流量达 211 万辆，同比
增长 11.64%。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
局工作人员介绍，小长假期间，我省
苏南地区部分高速公路在出行高峰
时段车流量依然较大，尤其是南京二
桥、江阴大桥、苏通大桥、京沪高速广
靖段、沪蓉高速无锡-苏州段、沪陕高
速宁合段、常合高速常州段等，但未
出现长时间道路拥堵情况。

小 长 假 是 很 多 人 旅 行 的 好 时
机。杭黄高铁新开通运营，南京每天
往千岛湖和黄山方向开行 4 对高铁
列车。元旦假日期间，不少市民乘坐
这趟高铁，赏西湖美景、吃千岛湖鱼
头、观黄山日出、品徽菜美食⋯⋯

铁路南京站售票车间主任严勇
介绍，小长假选择乘坐高铁已经成为
越来越多旅客的首选。元旦期间，南
京铁路部门发挥管内高铁成网优势，
启用长沙、武汉、温州、上海、南通等
方向的周末、高峰线列车，还增开了
安庆、淮北、泰州等方向临时旅客列
车11.5对，方便市民假期出游。铁路
南京站客流数据显示，元旦期间南京
铁路通过沪宁、京沪、宁杭等各条高
铁线发送旅客近75万人次。

1 月 1 日，南京两大火车站迎来
元旦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全天发送旅
客 26.5 万人。从 2018 年 12 月 29 日
至 2019 年 1 月 1 日，铁路元旦小长假
运输 4 天，累计发送旅客近百万人
次，其中 12 月 30 日单日发送旅客
27.6万人次，创下历年新高。

年俗游最热门，博物馆成“网红”

2018 年 12 月 30 日中午时分，一

场壮观的“千人长街宴”在慢城高淳桠
溪镇大山村热闹上演。由200多张饭
桌拼凑而成的长桌一眼望不到头，满桌
佳肴热气腾腾，吸引了众多游客。

“长街宴是在政府引导下，全体农
家乐自发组织起来的。我们要打响乡
村旅游和民俗文化两张牌。”慢城长街
宴筹备组委会组长芮建峰说。“长街宴”
举办多年，已成为慢城的一张名片。

当天，“慢城过大年”暨2019国际
慢城年货节在高淳桠溪国际慢城拉开
帷幕。舞狮、腰鼓、打莲湘、唱大戏⋯⋯
一连串民俗表演让沿途游客目不暇接。

在苏州，第四十届寒山寺新年听
钟声活动中，近 6000 名中外游客以
及苏州市民共同迎接新年。

来自上海的游客费军自驾来到苏
州，他说：“我已经连续两年在江苏跨年
了，2018年在南京牛首山跨年，这种既
有文化和历史底蕴、又具备当代审美
意趣的活动我喜欢。”他还和朋友去了
太仓沙溪古镇的迎新年货会，采购了
黄酒、糟油、猪油米花糖等年货。

文博游则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流
行。在南京晨光1865创意产业园内，
永银钱币博物馆成为新晋“网红”游览
地，除了观赏各类钱币，还可以沐浴

“钱币雨”、上钱币拓印课。“过去，大家
印象中的博物馆要么是展品‘束之高
阁’，要么是气氛‘冷冰冰的’，很有距
离感。如今，博物馆越来越接地气，也
越来越好玩啦！”来自扬州的大二学生
高文静说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

省文化和旅游厅的陈劲松处长说，
如今旅游更有文化味，文化服务也更便利
了，让越来越多老百姓走向“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赵伟莉 梅剑飞 付 奇

无论是在岗位履职尽责，还是走向“诗和远方”——

小长假，奋力追梦的人们最“靓”

上 左 图 ：1 月 1
日，在连云港市高公
岛海岸边，人们摆出
造型迎接新年日出。

王健民摄
上 右 图 ：1 月 1

日，来自南通崇川区
江东京剧团、常州天
宁京剧协会、泰州梅
兰芳故乡京剧票友戏
迷联谊会的票友，相
聚泰州参加庆元旦金
牌票房联谊演唱会。

沈 杰 顾介铸摄
大图：1 月 1 日，

仪征化纤的退休职工
进行健身操表演，喜
迎新年。 乐 涛摄

“先锋公益最美志愿者年度十
佳人物有周增霞⋯⋯”2018 年 12
月30日下午，泰州先锋爱心单车俱
乐部年会现场，当主持人报出周增
霞名字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周增霞老家在云南昭通，现在
泰州工作，她做公益是遵循妹妹周增
燕的遗愿，而周增燕当年患白血病期
间曾得到过“先锋人”的无私资助。

2015 年初，得知周增燕患白血
病无钱医治后，先锋爱心单车俱乐
部理事长马晓兵第一时间赶到收治
周增燕的盐城第一人民医院探视。
回家后，他将周增燕的情况发到了

“先锋”爱心群，经过大家募捐，首次
为周增燕筹到 3 万多元。次日，马
晓兵带着善款，与15名俱乐部成员
重返盐城第一人民医院。转眼到了
2015年底，得知“先锋”召开年会的
消息，周增燕带着“封闭针头”赶到
现场，她要为所有“先锋人”唱一首

《感恩的心》。当马晓兵主动上前拥抱
周增燕时，很多人流下了眼泪。

遗憾的是，由于病情太重，周增燕
2016 年 6 月离世。临终前，她的医院
账户上还剩1100元，她让姐姐将钱捐
给“先锋”，拜托大家用这1100元钱帮
她做一次“公益”，并请求姐姐一定要
加入“先锋”做公益，帮她把“爱心”传
递下去。

周增燕去世后，周增霞遵循妹妹
遗愿，加入了“先锋”。只要时间允许，
周增霞都主动参加“先锋”组织的爱心
活动，用自己的微薄力量去帮助需要
帮助的人。

2018 年 12 月 10 日，周增霞在小
区楼下发现，一名两三岁的男孩，身穿
单薄的衣服、光着脚丫边哭边跑，她忙
一把抱起小男孩，并脱下自己身上的
棉衣，给男孩裹上。为尽快找到男孩
的家人，她将男孩照片发到了“先锋”
微信群。在大家的帮助下，男孩的家
人很快找了过来。

此次当选年度十佳人物，周增霞
心情很激动，“如果妹妹在天有灵，一
定会为我得这个奖感到高兴的”。

本报记者 赵晓勇

带着妹妹遗愿做公益

本报讯 2018 年 12 月 30 日中
午，来自澳大利亚的“朱庇特”LNG
运输船运载 6.7 万吨 LNG 靠泊江苏
LNG 接 收 站 专 用 码 头 ，这 是 江 苏
LNG 接 收 站 今 年 接 卸 的 第 85 船
LNG。至此，江苏 LNG 接收站 2018
年 LNG 接卸量首破 650 万吨，天然
气外输总量达 92 亿立方米，位居全
国已投产21座LNG接收站之首。

作为江苏省最先投产的 LNG 接
收站，投产 7 年来承担着为长三角及

周边地区供气的重任。目前已接卸
281 船 2355 万吨 LNG，共外输天然
气 332 亿 立 方 米（管 输 和 液 态 装
车）。其中 2018 年 LNG 接卸量连续
突破 500 万吨、600 万吨大关，同比
增长 213 万吨，增幅 49%，保障了江
苏省三分之一以上的用气需求。全
年用于冬季保供的天然气约40亿立
方米，占全部外输量的 44%，成为华
东地区天然气供应的稳定气源。

（陈建明 丁亚鹏）

2018年江苏LNG接收站
接卸量首破650万吨

盘点元旦小长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