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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24 日至 28
日，2019 第七届常州乡村年
货大街将在常州市国际会展
中心与市民朋友们相约。不
知不觉，年货大街已经陪伴了
我们6个年头。不少市民家中
的年夜饭食材，每年都是在年
货大街上全部买齐的。其实，
不管买多买少，到年货大街上
去转转，已经成为了市民朋友
的习惯。当然，今年的年货大
街也同样不会让大家失望。

“创安”和“吃在
常州”各展成果

本届年货大街由市农
委、市粮食局、市供销合作总
社、民盟常州市委主办，市农
产品行业协会、市粮食行业
协会、市农产品经纪人协会
承办。展销时间为 1 月 24
日至 27 日 9∶00-17∶00，1
月 28 日 9∶00- 15∶30。 据
悉，本届年货大街展区范围
为 A、B 馆和 C 馆的一部分，
总区域面积约7500平方米，
共有约200个标准展位。

去年，我市全力创建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以下
简称“创安”），在突出源头净
化、风险防控、品牌引领、组
织保障四方面下足功夫。去
年 11 月 13-16 日，我市“创
安”迎来国家级验收。本次
年货大街，将在中心舞台的
一侧搭建“创安”成果展示的
综合宣传版面；去年 7 月，

“吃在常州”平台正式上线，
目前已有超过600户商家入
驻，上线农产品种类有 800

余种。该平台旨在指导帮助
农民生产销售绿色优质农产
品，打造产销对接的互联网
通道，实现“让常州市民吃上
常州好菜、让常州好菜富裕
常州农民”的目标。中心舞
台的另一侧将集中展示“吃
在常州”平台的宣传推介。

十大知名品牌和
五大特色品牌将首次
集中亮相

据了解，本次年货大街
上的农产品展销除了基本的
农业系统农产品展销区、粮食
系统展销区、供销系统展销
区、花卉展销区、对口协作安
康农企展销区外，全市十大农
产品知名品牌和农产品特色
品牌销售区将首次亮相。

去年 9 月，我市依据产
业基础、发展潜力、地方传统
特色等，评选出了十大农产
品知名品牌和五大特色品
牌。届时，市民朋友们在年
货大街上就能买到长荡湖大
闸蟹、溧阳青虾、金坛雀舌、
天目湖白茶、阳湖果品、雪山
牌雪山鸡、溧湖牌大米、园外
园牌汤团、好咾牌黄酒、苏牌
大米这十大农产品知名品牌
产品，以及溧阳白芹、玉蝶牌
萝卜干、健倡牌红香芋、焦溪
二花脸猪肉、红梅牌牛奶等
特色品牌产品。

让广大市民了解
常州现代农业

记者从市农委了解到，

2013 年以来，我市农业部门
连续6年在春节前举办“常州
乡村年货大街”活动，通过全
方位、多层面的展示展销，年
货大街已成为农业系统宣传
推介精品农业、让百姓共享农
业发展成果的会展品牌。通
过年货大街活动平台，农业系
统积极向全社会宣传推介我
市农业品牌、展示现代农业发
展成果，让广大市民全面了解
常州现代农业，增进对农业系
统的认知度和点赞率。此外，
年货大街为本土农业企业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企业形
象、提高产品知名度和影响力
的宣传推介平台，每次年货大
街活动汇集的近千个名特优
产品是常州特色农产品的“大
全集”。如今，天目湖土特产、
茅山竹海系列产品、横山桥百
叶、湟里牛肉等一大批富有地
方特色的农产品已深入人心。

“最受欢迎的常州农产
品”评选活动是年货大街上
必不可少的要素。通过连续
多年的评选活动，常州名特
优农产品不仅深受市民喜
爱，更是推向了全国各地。
本届年货大街上，市民可以
通过微信、短信给喜欢的农
产品投票参与抽奖，300 份
年货将送给幸运的参与者。

（张雷震 董逸 文 夏晨希 摄）

常州人的过年必备——一年一度的年货大街，1月24日在常州国际会展中心开街，为期5天

年货清单列一列，年货大街全备齐

本报讯 随着武南东路
（青洋路~武南路）污水管道

改造施工结束，近日，常州公
交恢复 320 路的原行驶路

线，同步恢复相应公交停靠
站点。 （杭汉军 马静）

320路恢复原线路行驶

本报讯 随着“兰陵路
延政路”快速公交专用站台
路面修复结束，近日，常州

公交恢复 B1 路在“兰陵路
延政路”的双向站停靠站，
同步恢复 B15 路、B16 路在

“兰陵路延政路”的北行停
靠站。

（杭汉军 马静）

“兰陵路延政路”BRT站台恢复停靠

2007 年，在金融业摸爬滚打
十余年的徐佶娜加入了华夏银行
常州分行的初创团队。作为业务
骨干的她，先后在该行审计部、分
行会计部工作，后于 2017 年 11 月
来到华夏银行常州中吴支行，目前
任支行副行长。

徐佶娜始终秉持爱岗敬业、锐
意进取、甘于奉献的精神，不管是
在会计运营管理、厅堂服务，还是
在党建及后勤保障工作中，她都能
做到奋勇争先、攻坚克难、服务大
众，将社会责任放在心头、扛在肩
上。

在近年来频发的电信诈骗等
风险性事件中，作为银行工作人
员，徐佶娜曾在半年时间里成功拦
截 12 起类似事件；为了让民众了
解更多的金融知识，她先后组织支
行党员骨干和青年员工走进社区、
辖属小区及周边街道、商铺，开展
国家安全知识宣传、反网络电信诈
骗、反非法集资、反洗钱等专题宣
讲 24 次，为过往群众提供各类咨
询500余人次。

客户心中的“保护神”

去年 7 月份，华夏银行中吴支
行来了一位客户，情绪很激动，急
切地表示近期有外地陌生手机频
繁拨打她和母亲的电话，内容多为
催其缴纳欠款并对其进行威胁。
正在厅堂巡检的徐佶娜立刻上前
了解情况，经翻阅客户留存的短信
内容及手机号码信息后，徐佶娜发
现客户前期信用卡欠款已还清。
凭着高度的职业敏锐，徐佶娜意识
到客户可能遇到电信诈骗了，随即
当着客户面拨打了华夏银行信用
卡中心客服热线，并要求客服中心
进行核实。次日，秉持着强烈的责
任心，徐佶娜坚持将该事件跟踪到
底，经与信用卡中心接洽、核实，确
认客户所接到的催收电话并非华
夏银行信用卡中心人员拨打，信用
卡逾期催收都是不法分子编造的。

徐佶娜不仅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守护客户的钱袋子，更多的时候
她还用自己的爱心鼓励和支持客
户。

去年 4 月，一位中年女士来支
行营业厅帮生病的弟弟打印银行
卡账户流水。在了解客户需求并

掌握事件经过后，徐佶娜决定启动
特殊人群柜台延伸服务方案，采用
赴医院核实方式，妥善为客户解燃
眉之急。在现场身份核实过程中，
徐佶娜发现，这位客户的生活很困
难，返回支行后，她安排临柜会计
人员立刻为客户办理业务的同时，
在支行内部还发起了爱心募捐活
动。

这一件件的小事看似不大，却
深深感动着客户。徐佶娜用实际
行动，成为客户心中的“保护神”。

同事眼中的严师

在同事眼中，徐佶娜是严师、
是伯乐、是“带头打硬仗”的铁将
军，更是大家心目中的知心姐姐。
在她的感召下，如今的华夏银行中
吴支行已形成了“互看互学”的氛
围，大家在一起，不仅进行专业技
能的较量，还开展优质服务的比
拼，在互相学习中成长。

徐佶娜带领她的会计团队积
极推进运营体制转型，大力开展柜
台营销，培养会计人员树立敏锐的
柜面营销意识。据悉，截至 2018
年末，徐佶娜所在的支行柜台员工
以兑付常州市社会福利有奖募捐
委员会办公室个人中奖奖金为契
机，对持现金支票办理现金支取的
客户，经过柜台营销，成功转开华
夏借记卡 42 张、签约手机银行 42
户，卡内日均留存资金 3 万元，柜
台营销成效显著。

“一枝独秀不是春。”徐佶娜认
为，工作中一个团队的凝聚力尤为
重要，如今她就想着如何把自己的
工作经验手把手地教给年轻同事，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们快速
成长，“若干年后，人们记住你的是
什么？是你带给周围人的正能量
和阳光的精神。”青年员工张丹萍
在徐佶娜指导下撰写的“廉洁金
融 行稳致远”演讲稿，就曾获得
常州市金融办“道德讲堂”优秀稿
件。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
到金。徐佶娜用自身的努力，在平
凡的岗位上曾先后荣获全国金融
系统“优秀共青团员”、常州市金融
系统“青年岗位能手”、常州市金融
系统“先进工作者”、“常州市十佳
女服务能手”等称号；2015 年至
2017 年度被评为华夏银行总行级

“优秀内控合规员”。她撰写的《对
银行非面对面业务客户身份识别
问题的思考》、《浅析互联网金融对
商业银行业务模式的影响冲击》论
文分别于 2015、2016 年度获人民
银行常州市中心支行支付清算课
题研究论文评比三等奖和优胜奖。

宋菊 文 陈煒 摄

华夏银行常州中吴支行副行长徐佶娜

用专业知识守护客户的钱袋子

去年年货大街的热闹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