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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贷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2722801715M

◆房产证抵押贷款10万元年利率3500元左右。
◆贷款房屋加贷、转贷、还贷垫资。
◆个体工商户、企业无抵押贷款。
◆公积金、保单、汽车、打卡工资无抵押贷款。
◆公务员、事业单位，金融行业，
国企员工无抵押贷款10万元年利率2700元。

联系人：胡先生 地址：嘉宏世纪1912室
电话：18961261197

拍 卖 公 告
本公司受江南银行委托，兹定于2021年11月30日下午2时在武进区湖塘镇淹城常乐坊71号

本公司拍卖厅举行公开拍卖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坐落于牛塘镇延政东路33

号（牛塘支行）房地产，建筑登记面积为2136.04㎡，
土地登记面积为1352.12㎡，地类（用途）：商务金
融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银行部分返租10年。
2、坐落于湖塘镇人民中路16号（现人民中路661
号国泰支行）房地产，建筑登记面积为1808.49㎡，
其中登记的第2幢房产8.03㎡已拆除，土地面积
约1240.09㎡，地类（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使用
权类型为出让。3、坐落于常州市天宁区光华路清
凉新村75-1号（原光华路支行）房地产，建筑面积
约481.41㎡，土地面积约166.3㎡，地类（用途）为
商务金融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4、坐落于常
州市嘉盛苑1-11号（原润德半岛支行）房地产，建
筑面积约468.88㎡，土地面积约38.6㎡，地类（用
途）为商业服务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二、展示时间：公告刊登之日起接受咨询
（双休、节假日除外），并与常州市三和拍卖有
限公司联系资料查阅。

三、竞买人必须在2021年11月29日下午4时
前持有效身份证件至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并缴纳竞买保证金到拍卖公司指定账户。

拍卖公司联系电话：0519-88100547
13912338777

联系人：胡先生
江南银行联系电话：0519-89995146
联系人：陈先生
公司网址：www.czsshpm.com
公众号请关注：常州三和拍卖

常州市三和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9日

■记者 姜小莉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
在近日结束的第二届江苏企业（研发机构）
创新大赛决赛上，我市科技局喜获大赛优
秀组织奖，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
所有限公司荣获三等奖，江苏中科智能科
学技术应用研究院荣获优秀奖。

据悉，本届大赛以“研发创新 芯火相
传”为主旨，核心目标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企业研发机构高质量
提升计划”，加快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建
设，激发企业、企业研发机构、新型研发机
构的创新活力。

其中，获奖单位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
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参赛的《以技术引领
为目标的科技创新体系》项目，针对轨道交
通装备行业发展的痛点和难点，构建了“产
品开发+技术研究”双轮驱动的技术创新

体系，突出战略引领，优化科研管理流程。
通过该体系的运作，中车戚墅堰所实现了
齿轮传动系统、基础制动装置、车钩缓冲装
置等核心零部件系统全面自主研制，占领
了高铁核心技术制高点，入选制造业单项
冠军示范企业。

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企业研发机构
高质量提升计划”，突出企业创新主体作
用，着力培育了一批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三中心”为
载体的高水平、高层次、高质量的企业研发
机构。同时，鼓励领军型创新企业在海外
建立创新研发平台，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和核心竞争力。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提供
了有力支撑。

截至今年 10 月底，常州市建有市级以
上企业研发机构 1842 家，其中国家级 15
家、省级770家，累计设立海外创新研发机
构的企业有70家。

市科技局荣获江苏企业（研发机构）创新大赛优秀组织奖

我市拥有1842家市级以上企业研发机构

■金征宇 吴卫琴 韩晖

本期社会保障协定专题宣传，主
要解答中国公民在国外就业是否需要
参加工作国的社会保险等相关问题。

问：在国外工作的中国公民需要
缴纳工作国的社会保险吗？

答：在国外工作的中国公民，如果
工作国有相关规定的，应该遵从其规
定参加社会保险。

注：为避免劳动者在派出国和工
作国可能面临的双重缴费问题，世界
通行做法是通过签署多双边社会保障
协定解决。中国公民赴与我国签署社
会保障协定的国家工作时，在我国已
经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员，在一定时期
内可以继续在我国参保缴费，不在缔
约另一国参加相应社会保险。

问：中国公民在国外哪些国家就
业可以免缴相应险种的社会保险费？

答：目前，有 11 个国家与中国签
署社会保障协定且生效实施，分别为
德国、韩国、丹麦、芬兰、加拿大、瑞士、
荷兰、西班牙、卢森堡、日本、塞尔维
亚，详见下表。

问：中国公民在国外就业，如何申
请免除在工作国缴纳相关社会保险费？

答：已经在我国参保并赴与我国
签署双边社会保障协定的国家工作的
人员，可以选择网上和线下两种方式

免费申请办理参保证明。
方式一：网上申请
申请人访问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

务平台，实名注册用户信息，选择“境
外社保免缴证明个人申请”服务，在线
填写本人详细申请信息。

方式二：线下申请
申请人访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户网站“服务之窗”栏目下载申请
表，对照说明填写申请表，提交至参保
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由他们填
写相关信息并加盖公章，再将填写完
整的申请表邮寄或送交至人社部社保
中心。

问：中国公民申请免除在工作国
缴纳相关社会保险费的咨询方式有哪
些？

答：想要了解参保证明办理详细
信息，您可以访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户网站“服务之窗”中的“服务目
录”栏目查询办事指南。如果有任何疑
问，可以拨打电话 010-89946777，或
发 送 邮 件 到 sbzx_guoji-
chu@mohrss.gov.cn 向人社部社保
中心咨询。

社会保障协定专题宣传系列②
中国公民在国外就业需要参加社保吗？

国家

中国—德国
中国—韩国
中国—丹麦
中国—芬兰
中国—加拿大
中国—瑞士
中国—荷兰
中国-西班牙
中国-卢森堡
中国-日本
中国-塞尔维亚

互免险种范围

职工养老、失业
职工养老、失业、居民养老
职工养老
职工养老、失业
职工养老、居民养老
职工养老、居民养老、失业
职工养老、失业
职工养老、失业
职工养老
职工养老
职工养老、失业

免缴期限

5年
5年
5年
5年
6年
6年
5年
6年
5年
5年
5年

执行时间

2002年4月4日
2013年1月16日
2014年5月14日
2017年2月1日
2017年1月1日
2017年6月19日
2017年9月1日
2018年3月20日
2019年5月1日
2019年9月1日
2019年5月1日

■李志宏 图文报道

11 月 18 日，安静了许久的常州市运
河之星幼儿园因孩子们的“回归”恢复了
往日的热闹。在此之前，幼儿园提前完成
了环境消杀与场所清洁卫生工作，教师们
还提前来园晾晒幼儿被褥。复学当日，教
职员工和幼儿错峰进行核酸检测，做到应
检尽检，保障了全园师生健康安全。

开心“回归”幼儿园

■常市监 董心悦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市市场监管局获
悉，我市 2021 年小家具产品质量专项监督
抽查结果显示，40 批次被抽查的小家具产
品 中 有 11 批 次 产 品 不 合 格 ，合 格 率 为
72.5%。

其中，抽检轻简钢木家具产品 11 批
次，全部合格；抽检轻简板式家具 29 批次，
合格率为 62%。不合格项目是甲醛释放
量，这也是轻简板式家具产品有害物质限
量的重要指标。不合格产品包括梳妆台、
边几、书柜、电脑桌等家具用品。

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介绍，木制家

具多数由人造板构成，制作过程中要添加
大量胶水，而胶水的主要成分为甲醛。确
保木制家具甲醛释放量合格，关键要把好
原材料采购控制质量关。部分厂家为求利
益，故意购买劣质板材，或者购买时未向供
货方索取合格检测报告等，均会导致家具
产品甲醛超标。此外，部分厂家出厂检验
管 理 存
在问题，
不 注 重
质 量 检
测，产品
未 定 期
送 检 或
自检。

小家具抽检结果公示

40批次中11批次不合格，甲醛释放超标

■郏燕波 刘喆

本报讯 11 月 18 日，记者来到位
于溧阳市上兴镇缪巷村老虎山的常州
市志华牧业有限公司溧阳分公司了解
智能化养猪项目，看到栏舍监控管理人
员在电脑监控设备前，查看各区域栏舍
中的温度、湿度，猪饲料、饮用水供给和
生猪睡眠等情况，一旦发现异常立即用
对讲机通知管理人员及时处理。

“我们引进现代化养猪设备，实现
了从母猪生产到生猪投料喂养、供水
给水、粪便环保处理等全程现代化。”
志华牧业负责人王志国说，由于养殖
过程实现了全程电脑监控，出栏生猪
每 头 纯 利 润 比 传 统 人 工 养 殖 高 出
20%-30%。

据介绍，该牧场占地面积 6 万余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超 1.4 亿元，采用

“公司+基地+农户”经营发展模式，是
江苏省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在资源集
约利用方面，公司高效利用土地，以楼
房养猪，开展规模化、生态环保、高效
安全的标准化养殖。楼房全部采用高
强度钢柱结构，土地需求不到平养模
式的四分之一，绿化面积达到 40%以
上。生猪从出生到出栏全部都是自繁
自养，预计常年存栏2.5万头、年出栏5
万头优质商品猪，为溧阳猪肉供应提
供有力保障。

为了营造更安全、卫生的养殖环
境，牧场楼房设置了密闭除臭系统，氨
气、粉尘、臭气去除率均达国际标准。
猪场还配备了集中整体式污水、粪便
处理系统。

“随着现代化养猪技术的推广，过
去的苦活、脏活变得既轻松又洁净，人
工成本减少，工作效率提高。”溧阳市
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绍。

溧阳一养殖项目年内出栏生猪5万头

看“老猪”的智能化养成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