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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大厦：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二街1号（海岸城旁）
服务电话：81853027、13961806872 QQ : 15569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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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电话：80500110、13812290098 QQ : 49543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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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账号：29010188000154522
开户银行：江苏银行无锡分行营业部

公告
惠山区阳光壹佰阳光

里街区 446—112“无锡熊
欧巴”已退铺终止合同，限
熊欧巴老板见报后15天内
办理原餐饮店内燃气封户
手续。逾期未办理，本人将
依据相关条款解除其权利，
按规定办理封户手续。

易洪亮 唐娟娟
2020年8月10日

遗失启事
·石丹遗失南京医科大学成
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编号
103125201705203513，声
明作废

遗失启事
·遗失任周祥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320205797，声明作
废

遗失启事
·倪燕萍遗失无锡市北大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开具凤宾
家园50-5租赁押金收据1
张 ，编 号 1141208，金 额
148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无锡市尚品水蜜桃专业合
作社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3020010826301，
声明作废
·吴牛睿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G320040877，作废

遗失启事
·遗失滨湖区话香美食店（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320211M
A1Y4PAB3E)编号为：320
211000201903260122的营
业执照副本一张，声明作废

本报讯 从政府部门“领唱”到
民间社会“合唱”，文明实践场所社
会化共建共享在我市有了越来越多
新探索。昨天，全市首家未成年人
文明礼仪示范餐厅在太湖街道揭
牌，附近居民熟悉的万顺路肯德基
店被赋予了新的使命——聚焦“八
礼四仪”，面向孩子们开展沉浸式文
明传播。

“公勺公筷正流行，文明用餐新
标配”，被编写成顺口溜的文明餐桌
礼仪配合童趣插图高挂在餐厅墙
上。由市文明办联合餐厅一起设计
的无锡特色文明礼仪游艺棋巧妙融
合各种场景的礼仪习惯和无锡风土
人情，让小朋友在游戏中潜移默化地

接受文明礼仪教育。昨天，报名参加
活动的小学生代表们和10名无锡日
报报业集团小记者一起来到餐厅，在
校园之外上了文明礼仪第一课。来
自东林书院的志愿者还给小朋友们
带来一堂餐桌礼仪小讲座，结合华夏
餐食礼仪和当下推广的公筷公勺引
导孩子们培养餐桌上的好习惯。

从市文明办了解到，我市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实现了全国
试点与无锡全域化建设的一体化推
进，目前已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站、所、点200余个。最新揭牌
的未成年人文明礼仪示范餐厅是新
时代文明实践点发挥社会主体作
用、激发群众参与热情的新探索。
据悉，未来肯德基将在其他有条件
的餐厅设置文明礼仪小课堂，推广
无锡文明礼仪游艺棋，引导更多青
少年养成文明餐桌礼仪。

（朱冬娅 图文报道）

聚焦“八礼四仪”，开展沉浸式文明传播

首家文明礼仪示范餐厅揭牌

“新国标”车仍可
“解锁”提速？

在锡山区的无锡摩托电动车市场
上，记者随机走访了几家电动车门店，
询问多款车型，商家都能拿出产品证
书，说明哪一款是电动自行车，哪一款
是电动摩托车或者电动轻便摩托车，
且都声称符合新的国家标准。

按照规定，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最
高车速不超过每小时25公里。大部
分商家坦言，他们家的电动自行车最
高就是每小时25公里。但一位“小
刀”电动车的经销商透露，他家有一款
电动自行车，购买并办理“新国标”牌
照后，可以“解锁”提速到每小时40公
里，价格也比一般新国标车高一些。

其实在新国标实施以前，电动自
行车“解锁”提速现象非常普遍。因此
新国标要求车辆必须具备“防篡改”设
计，从生产源头上杜绝“超速”。

但为何店家声称“新国标”电动自
行车仍可以提速？国家轻型电动车及
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相关负责
人解释，新国标车辆出厂前，已通过检
查限速装置等方式进行“防篡改”检
验，但后期仍有可能通过改装甚至直
接更换车辆的控制器或其他关键部件
来改动车速。

无锡市市场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生产和流通领域进行质量抽
检时，电动自行车都符合“新国标”。
购买之后再改装，实际已脱离流通领
域，较难监管。

多家电动车门店存
在“套牌”行为

目前除了新国标电动自行车，记
者在市场上了解到，一些电动摩托车
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销量也不错。

按规定，电动轻便摩托车最高车
速每小时大于25公里，但不超过50
公里。每小时50公里以上属于电动
摩托车，两者都属于机动车，应当办理
机动车牌照，驾驶人必须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

然而，多位商家表示他们的电摩
和轻电摩办不了机动车牌照。一位经
销商称：“因为没有政策，只能暂时先

上电动自行车临时信息牌。”
但记者了解到，早在2019年年

底，无锡交警部门已经停止发放电动
自行车临时信息牌。

经销商吐露实情：“现在的临时信
息牌都是假的，都是旧车拆下来回收
的。如果真要查，肯定是别人的名
字。”

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旧
车的临时信息牌挂到新车上，属于交
通法明令禁止的套牌行为，一旦查到，
交警部门将严肃处理。

无资质电摩、轻电
摩监管尚存空白

为什么一些电摩和轻电摩办不了
机动车牌照呢？多位商家解释说目前
还没有政策。

然而，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却表

示，电摩和轻电摩只要具备“机动车合
格证”，以及该产品型号列入国家工信
部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公告目录，是可以办理机动车牌照的。

无锡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企业想要合法生产、销售电摩和轻电
摩，必须向属地工信部门提出申请，属
地层层递交至国家工信部，由工信部
专家现场考察企业生产条件，符合条
件的将列入公告目录，生产销售后，可
以合法上牌。

该负责人认为：“上不了机动车牌
照的所谓的‘电摩’‘轻电摩’，实际上
属于非标电动自行车，是不允许生产
和销售的。不过，工信部门只负责监
管电摩和轻电摩，并不监管非标电动
自行车。”

市场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的观点
却认为：“这些上不了机动车牌的车辆
属于尚待规范的电摩和轻电摩，而市
场监管部门只监管电动自行车。”

因此，无法“拿牌”的电摩和轻电
摩尚处于各部门监管的空白地带。

交警部门提醒，消费者应当购买
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选购电
摩和轻电摩必须办理机动车牌照（无
锡主城区禁摩无法办理，只有部分乡
镇、街道的户口可办理），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方可上路。切勿购买无牌、套
牌的电摩和轻电摩。

（殷星欢）

今年17岁的李佳茜是宜兴市官林
镇义庄村人，出生后就发现患先天性心
脏病，家人带着她多次辗转于宜兴、上海
和北京求医，生病以来已花去医疗费用
近100万元。去年，由于病情再次严重，
她的妈妈不得不为女儿办理了休学手
续，这位喜欢读书的女孩只能暂时告别
校园，回家养病。

常年来，李佳茜与母亲相依为命，她
的父亲在得知孩子患先天性心脏病后，
就抛下母女俩，离开了宜兴，至今杳无音
信。2008年，李佳茜突然发病吐血，病
情十分严重，为了凑齐高额的治疗费，
她母亲把家里唯一的住房卖了，钱全部
用于李佳茜的治疗。如今母女俩租住
在宜兴市政府的廉租房内，母亲因照顾
患病的女儿不能正常参加工作，靠打零
工维持生活，李佳茜长期看病吃药需要
巨大的开支，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希望
爱心人士能够伸手帮帮这位花季少
女。 （王晓寻）

女儿重病
父亲一走了之

医药费高
母亲卖房支撑

1、直接捐款 捐赠者可直接至
无锡市红十字会（新金匮路1号市
民中心7号楼113室）或无锡市红十
字服务中心（市后西溪11号三楼）
捐款。

2、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江苏
银行无锡梁溪支行；开户名称：无锡
市红十字会备灾救助基金；账号：
887010198500009911。

3、邮局汇款 收款人：无锡市
红十字会；地址：无锡市新金匮路1
号市民中心 7 号楼一层；邮编：
214131。

4、支付宝在线捐款 登录无锡
市红十字会网站（http://redcross.
wuxi.gov.cn），点击首页“在线捐
款”，按具体操作选项进行在线捐赠
（请选择定向捐赠分类中的“红十字
爱心桥”，并在捐赠留言中备注受助
者姓名和金额）。

5、微信捐款 关注微信公众号
“无锡市红十字会”，点击“爱心捐
赠”栏中“在线捐赠”，在捐赠留言中
注明定向“红十字爱心桥”×××。

捐 赠 方 式

昨天，鹅湖镇
甘露金水梨园员工
在收获成熟的金水
梨。近年来，鹅湖
镇积极推动特色种
植的发展，指导鼓
励农民种植水果和
其他一些经济价值
较高的作物，让农
民实现增收。

（刘芳辉 摄）

孩子们在餐厅进行文明礼仪游艺棋游戏。

新国标落地一年多，电动车市场仍待规范

改装套牌 隐患不少
去年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后，对最高车速、整车质量、车身材

料都有了限制和规定，提升了安全系数。然而，新国标车相对速度慢、
里程少、价格高，市场接纳需要过程，“非标车”不时出现。

近日，无锡市市场监管部门在检查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过程中，
发现有两个品牌的电动自行车存在将电动摩托车标注为电动自行车、
质量不合格等问题，查封了约700余台问题车辆。走访中，记者发现市
场上还存在电动自行车改装提速、未取得资质的电动摩托车非法售卖、
套用电动自行车临时信息牌等现象。

本报讯 昨日上午10时，无锡
邮政投递员在仔细核对有效身份证
件后，将2020年无锡市首封高考录
取通知书,郑重地交到家住梁溪区
时代上城小区的南京大学新生孙云
飞手中。从电话通知收件人到投递
完成，全程约半个小时。当日，
2020年无锡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
工作正式启动。

昨天上午6时左右，负责高考
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的邮政工作
人员已经就位，做录取通知书投递
前最后的准备工作。“关乎每位考
生的人生前途，高考录取通知书投
递过程是大众非常关心的问题。”
据市邮政管理局普服处处长王盛
毅介绍，今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
正值汛期和疫情防控期，且因为高
考延期，投递工作相应比往年晚了
近一个月进行。教育部和国家邮
政局联合发文，从规范寄递管理、
确保精准投递、做好防疫消杀、加
强监督检查等方面提出明确要
求。对此，市邮管局要求投递部门
在邮件处理和投递、客户服务等方
面全面升级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
服务，确保录取通知书投递的安
全、及时、准确。

“从今天起就进入了高考通
知书投递密集期，请各位考生不
要外出、保持通信畅通，同时关注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官微，留意
通知书投递进程。”中国邮政无锡
分公司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李涛介
绍，今年在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投
递过程中，对邮件全程实施单独、
优先处理。为保证高考录取通知
书完整溯源，邮件全部执行专人
专区、单封单交操作，每一封都人
工进行地址二次核对跟进，确保
及时、准确投递到考生手中。同
时，加强了对车辆、人员的防疫消
杀及邮件的污染防控工作，以及
为投递人员配备了雨具等物资，防
止邮件水湿毁损。

据介绍，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
时间一般持续一个月，今年的高峰
期应该在8月中下旬，邮政投递部
门也提醒各位金榜题名的学子：身
份证和准考证是收取录取通知书的
有效凭证，收件时一定要提前备
好。鉴于通知书不允许代收，必须
本人签收等要求，也请各小区物业
为考生考虑，为邮政投递进入小区
提供便利。

（周茗芳 文/赵丹于 摄）

■ 第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来了
■ 今天起进入投递密集期

请考生密切关注投递进程

近日，厚桥街
道新联村的“鸡头米”熟

了，另一边果园里的翠冠三号
梨也开始采摘。厚桥街道大力实

施“一村一园”建设，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发展现代高效农业，经过十来年的
发展，一批对环境、土壤和水质要求相
当高的现代农业项目相继落户，一来
满足了本地市场，二来为群众增收
创造了条件。 （吕枫 摄）

本报讯 昨日一早，惠山区玉
祁街道种粮大户任金明就和2名
农场工人一起到稻田边，将沟渠里
的绿色网笼拉起，再把里面的龙虾
倒进盆里、分拣，40多分钟过后，
他把收拢的龙虾称了称：“80斤，
还不错！”在稻田里养龙虾、养鸭、
养鱼……我市农民田里掘金掘出
了新招，上半年新增了5000亩。

稻+N的综合种养模式，是我
市现代农业今年鼓励的方向。市
农业农村局人士介绍，这种共生很
好地解决了发展优质农业的成本
问题，“种植高品质水稻，就要不打
或少打农药、不用或少用化肥，但
人工和管理成本高，普通农户难以
承受。而综合种养能通过虾、鸭等
吃掉害虫、杂草，其排泄物可成为
天然的有机肥，不仅节约成本，还
能获得养殖收益。”4月，该局和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水利局联合
发布了相关指导意见。

任金明的200多亩稻田里，最
显眼的是宽约2米、深约0.5米的
沟渠，比普通稻田沟渠宽大得多，
边上竖着便于管理的铁丝网。“水
稻前4个月生长期里要上水、搁田
且不断循环操作，宽敞的沟渠、繁
茂的水稻给喜水的虾、鸭等动物提
供了良好的活动环境。”任金明说。

今年是他第三年开展稻虾共
作。去年，这里水稻亩产量比常规
水稻低三四百斤，但使用的化肥、
农药只有常规种植模式的约30%，
加工成大米后售价达8—10元一
斤，算下来种稻收益要比普通水稻
每亩高近1000元；共生的龙虾除
去人工、饲料等成本，还给他带来
每亩约1000元的收益。“算了下，
综合种养的亩均效益是传统水稻
种植的3倍以上。”趁热打铁，任金
明今年在另外80亩水稻田里养起
了麻花鸭，并着手申请“绿色食品”
和商标。

同样稻虾共作的新吴区梁鸿
生态农场，则利用附近梁鸿湿地公
园等景区游客资源以及靠近市区

的地理交通优势，开展垂钓来提高
销售额。农场230多亩稻虾基地
边上竖着一个个供垂钓用的凉
棚。负责人邹介荣介绍，去年小麦
休耕，他4月提前在田里养龙虾，
今年垂钓多的时候一天约 3000
人，仅五六月亩均收益就约达
3000元，还带动了农场内桃子、梨
的销售。明年他准备再拓展150
亩稻田开展综合种养，再结合附近
的农家乐，拓宽增收渠道。

市农业农村局人士介绍，3年
内我市将建水电路配套、稳产高
效的稻田综合种养示范基地3万
亩，打造一批“虾稻米”“稻鸭米”
知名品牌，更好地促进农业提质
增效。 （朱雪霞）

稻+N的综合种养模式

龙虾鱼鸭混着养 农田掘金出新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