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疫情，马鞍山庐江商会今年
上半年的工作节奏加快，也显得更有生
气。6月17日下午，马鞍山市庐江商会
在严慈教育鹃岛校区召开年度首次监
事会会议，会议由商会监事长姚溦主

持,监事会成员左登金、陈海风、高申
明、郭世根出席参加，副秘书长张大明、
商会办公室主任潘雯燕列席参加。

会上，参会人员再度学习了商会
章程；传达领会安徽省工商联（总商

会）关于印发《安徽省工商联合会直
属商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监
事长姚溦代表商会总结了 2020年上
半年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计划。

上半年商会党支部，商会及监事
会成员认真贯彻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积极推进牢记“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常规工作平稳有序、出新创优，尤其
是在参与防疫防控，为会员企业复工
复产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和努力，取
得良好成绩和实效；在会长单位中开
展爱心捐赠活动，合计捐赠 51.02万
元，其中现金12.84万元，防疫物资价
值38.18万元。众多的会长单位奋战
在防疫防控一线，表现亮眼，其中安
徽省电视台报道了副会长单位马鞍
山市长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抗击疫
情的先进事迹。

同时，商会的宣传工作也较突
出。副会长单位安徽海洋风文化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四次在《南京晨
报》上整版宣传庐江商会，在微信公
众号“宁马都市圈”以独家专访形式
报道商会，充分展示了商会良好的精
神风貌。陈海风副会长表示，商会工
作运行细致有序，制度规范，监事会
对财务有严格的监事作用。疫情期
间，各项活动开展得很圆满，每次会
议大家都有收获。希望庐江商会继

续努力，我们也将积极配合。
左登金副会长说，在疫情这个艰

难的时刻，商会开展工作很困难。商
会成立了监事会，我们也会在监事长
的带领下，积极开展工作，完成商会
交付的各项任务。郭世根副会长说，
商会成立监事会，是实行民主管理商
会，商会制定的各项制度，就是用制

度管理商会的好方法。高申明副会
长说，作为商会监事会的成员，能有
多大力量就贡献多大力量。

随后，与会成员纷纷表示，一定
要按照监事会的职责和制度发挥
监督作用，切实对商会各项工作做
到实时监督，保证商会工作任务的
顺利完成。 海洋风徐超超 王玲

马鞍山庐江商会监事会会议现场

监事会成员合影

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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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市庐江商会召开2020年首次监事会会议

6 月 20 日，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分行与
红星美凯龙卡子门商场联合举办了 2020
年“农行家装节”暨家装商圈品牌授牌仪
式，活动旨在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助力人们
轻松家装，乐享美好生活。农业银行南京
分行副行长蒋志鹏、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
信用卡中心总经理王育东、红星美凯龙卡
子门商场总经理李治、红星美凯龙卡子门
商场副总经理徐建勇等领导嘉宾出席活
动，并共同见证了家装节的盛大开幕。

活动现场，农业银行南京分行向首批
家装商圈商户家倍得、久扬地板、富有整
屋、好莱客衣柜、左右沙发、M&D 沙发、
Calia 沙发、阅梨家居、KK 高端定制、米兰
家居、和玺木门等授牌。 强化消费金融支撑，给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 农行供图南京农行向首批家装商圈商户授牌。

2020年“农行家装节”开幕暨家装商圈品牌授牌仪式成功举行

南京农行打造家装商圈，助力装修消费

服务“新消费”，农行有担当
农业银行南京分行副行长蒋志鹏表示，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支持实体经济、民生改善与乡
村振兴，是金融机构的职责与使命；助力市委、
市政府“四新”行动，是南京农行义不容辞的责
任与义务。南京农行将积极参与“四新”行动方
案，培育新动能、挖掘新机遇、采取新举措，依托
自身强大的金融服务能力，助力“四新”落地见
效，助推“强富美高”新南京加快实现。今年，南
京农行将进一步加大资源投入，加快普惠金融
业务发展，推进数字化转型步伐，为南京打造
“创新名城、美丽古都”城市名片提供金融力量。

家装云团购，商圈惠生活
据了解，今年农行家装节的主题是“家装云

团购，商圈惠生活”。蒋志鹏表示，为进一步强
化消费金融支撑，给广大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

的优惠，农业银行今年在家装服务方面采取了
减费让利、发放专项额度、消费满减、消费满返
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并强力推进家装商圈建设，
在业内率先推出“家装商户联盟”，大力开展“推
荐有礼”“分期返现”等专题活动，以家装分期产
品为媒介，深度链接家装场景内的商户和客户，
着力打造以农行为主导的家装消费金融生态
圈，构建有效且持续的获客渠道，通过汇集优质
家装商品商户，叠加家居专卖场等优惠资源，形
成市场爆款产品，将“有房”“有收入”“有真实需
求”的家装客户吸引过来，由农行为双方提供有
力的金融服务与支持，大规模开展“云销售”，抢
跑“宅经济”时代消费金融服务新赛道。

目前，南京农行已有170多户家装商品
商户加盟家装商圈，后期将逐步把线下商圈向
线上迁移，全力打造“暖到家”平台，新增家装
品类商户，支持本地家装商户在平台入驻，更
好地为商户获客引流，开创新消费时代营销服

务新模式。

分期来助力，“贷”出好生活
对于刚买了房准备装修的人来说，资金压

力很大，此时农行家装分期能帮上大忙。据悉，
农行家装分期卡是农行为方便客户使用家装分
期资金而办理的一种专用信用卡。无论是泥木
水电墙面，还是地板、家居、厨卫、灯饰、窗帘，连
同冰箱、电视、洗衣机，通通搞定。只要您是以
下三类客户之一，就可享受农行家装分期服务：
一、有硬装施工需求的农行房贷客户或其他普
通客户；二、购买已交付精装一手房，有软装需
求的客户；三、在与农行合作的服务类分期商户
或商品类商户消费的客户。办理农行家装分期
业务的手续也很简便，只需提供分期业务申请
表、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收入或资产证明材
料；拟装修房屋产权证明材料。支用更是方便
灵活，可根据装修进度一次或多次支用额度。

本次2020年“农行家装节”期间，凡是办
理农行家装分期的客户，除了能享受额度最高
50万元、期限最长5年、月利率低至0.25%的
专属优惠外，还能叠加享受双重消费礼。只要
持农行家装分期卡，在指定品牌刷卡消费就享
订单全单97折优惠，并有机会享受满1100元
减100元返100元，最高可减（返）500元的多
重优惠。

目前，农业银行还与金螳螂、美克美家、金
牌橱柜、志邦家居等知名商家建立了总对总合
作关系，为农行信用卡客户带来一系列很有力
度的优惠。比如，在志邦家居办理信用卡家装
分期的消费者，可以享受消费金额每满3000
元立减1000元，在此基础上再享订单9折优
惠，并能享受志邦家居提供的分期手续费补贴
或等值礼品等。据悉，此次2020年“农行家装
节”将一直持续到10月底。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许崇静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端木）
昨天，在秦淮区银龙花园的雅禾老年公寓

（雅乐护理院），医护人员正在为一些生病的
老人进行护理和诊治。据了解，雅禾老年公
寓（雅乐护理院）深化医养结合，配置30多
名专业医护人员和配套的医疗设备，接通医

保，通过“颐养会馆+护理之家+医疗中心”
的模式，为入住老人提供健康医护、生活享
受、文化娱乐等贴心服务，受到老人们的一
致好评。

为实实在在地解决老人健康养老问题，
雅禾老年公寓深化医养结合模式，经上级管

理部门审核验收，在上个月正式推出了雅乐
护理院。雅禾老年公寓共有248张床位，其
中100张作为雅乐护理院的医疗床位，护理
院设置了内科、外科、中医、康复、临终关怀
等多个科室，配备了30多位医护人员，以及
B超、心电图、抢救设备等医疗设施，随时为

老人提供贴心的诊疗和护理服务。
据雅禾老年公寓（雅乐护理院）的负责人

介绍，他们正在不断深化和推进医养结合模
式，目前在秦淮区已经开了5家这样的护理院，
共计700多张床位，后续将认真做好服务，更
好地满足老人的健康养老需求。

秦淮养老机构医养结合开设护理院

A08 都市圈·新闻 2020年6月22日 星期一
责编：李君伟 美编：居长玉 校对：孙静

在孩子们长大的过程中，因为儿童节、
生日、春节等节日，常需要送给孩子们礼
物。有没有那么一份礼物，能永久地记录下
孩子美好的一瞬间，绝对具有实用价值，还
轻巧易携带，且能长久陪伴孩子呢？

这么完美的礼物——工行萌娃卡来啦。
萌娃卡是工商银行专为少年儿童推出的主题

借记卡（18岁以下），旨在为少儿及其家庭提供
全面的金融服务，为您与宝贝量身打造。

该片卡的特色之一：超高的颜值。卡面上
的工行logo和银联标志，都被设计成淡淡的
金色。卡面主图则是您想为孩子留下的美
好定格照片。这张照片，可能是孩子第一次
画画时把脸上抹成了小花脸，却格外可爱；
可能是孩子周岁时的写真照片，仰起的小脸
上写满对世界的好奇，肉嘟嘟的小手高高举
起在探索未知；可能是阳光下抱着足球的小
男孩，稚气却坚韧；是草地上奔跑的红裙女

孩，飘逸而明媚⋯⋯你想记录的珍贵瞬间，
都可以被定制在这张工行萌娃卡上。

该片卡的特色之二：专属的优惠。例
如 ，参 与“晒 卡 有 奖”，可 以 得 到 好 礼 相
送。奖项包括了苹果平板电脑、惠普打印
机、儿童蓝牙耳机、绘本阅读机器人⋯⋯
另外，有一些特惠活动仅限萌娃卡持卡客
户享受。例如工行与国博的首款联名文
化贵金属、皮卡丘可爱金吊坠，持卡客户购买
都有专项立减优惠。

另外还有融e购少儿专区惠享购物礼遇，

六大类别，倾情呈现。有益智玩具、幼教书籍、
婴儿用品、精选玩具等等。持卡客户购买都有
优惠哦。

那么，这么完美的萌娃卡，该如何办理
呢？记者了解到，申请的程序十分快捷方
便，首先关注【中国工商银行客户服务】微信
公众号，进入菜单栏，并通过【智金融】-【申
请储蓄卡】，便可按照流程办理萌娃卡。

来为宝贝挑选一份专
属的工行萌娃卡吧！定格
美好时光，培养宝贝财商，将
爱意与期许浓缩进一张专
属卡片！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仲敏

位于南湖的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占地面积虽然不大，但
确是一所极有“温度”的校园！在全体老师的关爱呵护下，孩子们沐
浴阳光、茁壮成长！

“工行宝贝成长卡杯”2019年度南京晨报“十佳百优”小记者评选
活动在校园开展以来，该校小记者们纷纷使出自己看家本领：

“我叫李金轩，今年8岁，二年级（2）班。我喜欢弹吉他、机器人编
程、阅读、篮球等，其中机器人编程获得过省‘创客’一等奖。”去年刚刚成
为小记者，李金轩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参加社会实践——参观“建国70
周年成就——寻访中石化”活动，“我了解了很多石油化工的知识，拓宽
了我的眼界，让我受益匪浅。”

“我是三（1）班的马永康，今年10岁。我是一个活泼阳光的男
孩儿。我的爱好有画画、游泳、阅读等。去年，参加两岸青少年征文
大赛，经历初赛、复赛，获得低年级组三等奖，读写兴趣和信心都得到
了极大的鼓励。”周末，小马会积极参加晨报小记者组织的社会实践
活动，也交到了不少同龄的好朋友。“我还有作品发表在南京晨报上，
通过努力学习知识，增长了见识。”

五（2）中队的肖睿秋，每次在南京晨报上看见自己的作文，心里
就无比的喜悦。“我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真
正的晨报大记者！”

去金陵图书馆参加小小管理员志愿者活动，给邹欣汝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通过在图书馆里一整天的劳动，让我体会到工作的艰辛，我要
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爱惜书籍，也要爱父母，感谢他们对我的付出！”

9岁的王紫睿聪明伶俐，自从当上小记者，也有了很多不一样的体会，
“参观消防队，知道了火的厉害，也学习到很多消防知识，丰富了我的眼界。”
走出校园，拓展眼界，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小记者，遇见更好的自己——这是
晓庄一实小晨报小记者们的共同期待！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李艳

6月，“工行宝贝成长卡杯”2019年度南京晨报“十佳百优”
小记者校园专场评选走进南京市鑫园小学。与往年海选不同的
是，今年的校园选拔以孩子们自录才艺视频、线上展示、学校择优
推荐的方式进行。通过前期近半月的准备，小记者们个个信心满
满，钢琴、古筝、架子鼓、非洲鼓、跆拳道、竹笛、诗词朗诵、相声
⋯⋯才艺展示精彩纷呈。

一（2）班的刘洋宁喜欢学习，酷爱阅读，每天坚持练习架子
鼓。镜头前的他，鼓点激扬多变，很有乐手的范儿！六（2）班的巴
特立，在学校担任副大队长一职。今年疫情期间，他的第一篇投
稿作品《舅妈去支援武汉了》在南京晨报上发表。这次参选，巴特
立带来的才艺是徒手演奏非洲鼓。他随性而有节奏地拍打鼓面，
仿佛将观众带进了“鼓”“舞”欢腾的非洲草原。总之，打鼓的男生
是各有各的“帅”法！

“我是来自南京市鑫园小学四（2）班的杨蕊嘉，非常荣幸能够
参加十佳百优小记者选拔，我的爱好非常广泛。”视频里，杨蕊嘉展
示了古筝、游泳、软式棒垒球、中国舞、儿童画、英语口语等个人特
长，她还热心社会公益，曾以南京晨报小记者的身份，参加过多次
小小志愿者活动。杨蕊嘉坚信：“参加这次小记者选拔能使我往前
迈上一大步，因为，我将结交更多的朋友，学到更多课本上学不到
的知识！”

五（1）班的傅楚萱，现担任鑫园小学少先队大队长，“校三好
学生”“秦淮之星”“秦淮区优秀少先队员”。钢琴、舞蹈、绘画、书
法、阅读、写作⋯⋯都是她的兴趣爱好。有四年南京晨报小记者的
历练，镜头前的傅楚萱淡定大方，她说：“荣誉属于过去，留给我们
的是奋勇前行，加油吧，奔涌吧，我就是后浪！”

经过激烈比拼，刘洋宁、秦梓皓、黄文韬、罗元昊、杨蕊嘉、关涵
衍、傅楚萱、周子语、马薇薇、巴特立10位小记者脱颖而出。接下
来，他们将有机会和全南京各学校选拔出的佼佼者一起，在更大的舞
台上展现自己的风采！通讯员 秦艳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束宇

日前，“工行宝贝成长卡杯”2019年度南京晨报“十佳百优”小记者
校园专场评选正在火热进行中。来自南京市中央路小学的晨报小记者
们，以竞选宣言、风采照片和才艺视频的形式，参与线上PK，学校择优推
荐进入复赛。通过前期准备，孩子们在镜头前个个精神饱满、自信大方，
他们朗诵、讲故事、弹琴、跳舞、玩魔方⋯⋯花式秀才艺，令人目不暇接。

许益菘是中央路小学二（1）中队的组织委员，加入晨报小记者已
有两年。“我参加了多项小记者活动并积极投稿，在南京晨报的陪伴
下，结交朋友，开拓眼界，健康成长。”可爱的小男生这样说。在镜头
前，他朗诵了一首毛主席诗词《卜算子·咏梅》，抑扬顿挫，将梅花傲雪
俏丽竞放的意境，吟诵得恰到好处。

一（4）班的唐婉清爱好广泛：读书、画画、跳舞、拉小提琴，等等。
她说：“我最爱跟着南京晨报小记者团去各处参观，中华指纹博物馆、
南京城市规划建设展览馆、云锦博物馆、白马石刻艺术博物馆⋯⋯都
留下了我的身影，我在活动中汲取着知识，也在活动中快速成长。”迄
今为止，唐婉清在南京晨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神奇的指纹》，
一篇是《复学的日子》。妈妈经常和她说，“艺术来源生活。”“所以我会
认真生活，惬意地舒展每一个细胞；也会认真读书，采集经典的养分，
聆听智者的教诲，在安静中汲取崛起的力量。”小姑娘在视频中说道。

竞选中，一（5）班蒋逸宣一点都不怯场，他分别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介
绍了自己，随后又在6秒钟内单手还原了魔方，是个大方又机灵的小男
生！一（3）班童千窈则给大家讲了《小猪唏哩呼噜》的童话故事。一只名叫
“唏哩呼噜”的小猪，是猪爸爸和猪妈妈的第十二个孩子，它的名字可有一
番来历，活泼开朗的小姑娘绘声绘色地讲述着。

经过一番校园竞逐，9位晨报小记者晋级复赛，他们分别是：许益菘、
童千窈、杨一骏、唐婉清、王一菓、胡洋楠、蒋逸宣、袁悠南、庄雅涵。这些优
秀的小记者们将通过微信投票环节，站上全南京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
的风采！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束宇

“小记者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课余生活，更开阔了我的视野，也印证
了‘生平多阅历，胸中有丘壑’这句话。我将继续向着蓬勃、奋发向上的
新时代小记者而努力。”这是汉江路小学五（2）班赵晨铎在今年“十佳百
优”小记者校园选拔中的竞选宣言。与他一样，校园中一大批“老资格”
的小记者都积极参与了此次评选活动！

五（4）班的窦悦文成为晨报小记者已经有四年的时间了，优秀
的小姑娘总爱积极参与各项小记者活动，“参观指纹博物馆、地震博
物馆、学习中华礼仪等活动都非常有意思。”她还特别热爱写作，瞧，
《一节有趣的科学课》《带泪的微笑》等多篇文章在南京晨报上发表。

李书悦，一个开朗活泼、爱读书爱写作的阳光小女孩。“别看我
才三年级，已经是资深的晨报小记者了。在晨报这片舞台上，我爱
用文字记录自己的成长，积极用行动传达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毛陈
未说：“我向往拥有著名主持人康辉的特质，从班级的讲台到江苏少儿
春晚的舞台，一次次磨炼让我遇见了最美的自己。”阳光男孩邱子轩特
别自信开朗，他已经连续三次获得“文明汉江娃”称号⋯⋯

美丽的汉江园秉承“建向上学校，做若水教育”，在这里，每一个孩
子都是一个晶莹、快乐、充满活力的“汉江小水滴”，而在“小记者”这个
大舞台上，他们更是努力提升自己，踊跃投稿、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热心
公益和传递爱心，绽放属于每一个小水滴最最耀眼的光芒！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李艳

南京晨报小记者团自
2003年创办以来，致力于
为孩子们搭建展示风采的
舞台，一批批优秀的小记者
在这里成长为最优秀的自
己。近日，“工行宝贝成长
卡杯”2019年度南京晨报

“十佳百优”小记者评选启
动，校园线上海选如火如荼
进行。让我们一起聆听孩
子们发自肺腑的竞选宣言，
感受00末、10后们能量满
满的小宇宙吧！

生平多阅历，胸中有丘壑

荣誉属于过去，现在奋勇前行

在安静中汲取崛起的力量

遇见更好的自己

工行萌娃卡 一份给孩子的完美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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