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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这个新学期，无锡启
用的新学校中数量最多的是幼儿
园。昨日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随
着新学期20所新幼儿园启用，全市
幼儿园数量增至589所，普惠园覆盖
率提升至88.89%，在省内居首位。

新投入使用的20所幼儿园以
公办幼儿园和非营利性民办园为
主，统称为普惠性幼儿园。其中新
吴区的观湖幼儿园、中海幼儿园等
5所公办幼儿园投用，梁溪区启用
了崇安中心幼儿园银仁御墅分园、
古运河实验幼儿园五爱分园等6
所公办幼儿园，提供了大量学额。
梁溪区教育局相关科室负责人介
绍，梁溪区建立以公办幼儿园为
主、非营利民办幼儿园为辅的学前

教育体系，确保实现广覆盖、保基
本、有质量。近年来全区持续优化
教育资源布局，在建设新园的同时
持续升级改造辖区内部分幼儿园，
提升办园品质。“多所公办幼儿园
启用充分体现了政府主导、公益普
惠的原则。我们区新开办的幼儿
园都采用‘名园+新园’的办园模
式，发挥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的辐
射及引领作用，全面提升学前教育
质量。”该负责人说。

普惠性幼儿园中，近年来非营
利性民办幼儿园在各地政府的扶
持下健康发展，有效化解“入园
贵”“入园难”的问题。市教育局基
础教育处相关人士介绍，锡山区相
关街道根据自身实际，补足普惠性

民办园基准办园成本与收费间的
差额。惠山区教育局相关科室负
责人举例说，该区多个街道每年通
过补助等方式扶持非营利性民办
幼儿园发展，比如钱桥街道非营利
性民办园每年享受生均补贴2360
元，“去年钱桥街道共发放补贴
79.2 万元，堰桥街道发放 198 万
元，长安街道发放了395.9万元。”
此外，各地通过免除租金、派驻公
办教师等方式支持非营利性民办
幼儿园发展。梁溪区探索、创新教
研共享共研机制，构建了多元联动
的教研平台，促进公办和民办幼儿
园协同发展。滨湖区坚持“大学前
教育”理念，推进集团化办园、联盟
办园、开放办园等，拓展学前教育

办学新路径，提升办学水平。
国务院于2018年印发的《关

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
若干意见》要求，到2020年普惠性
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市教育
局基础教育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无锡通过政策引导持续加大
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供给力度，
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
作，把公办幼儿园占比列入各区政
府履责以及年度考核目标内容，学
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日渐完善，学
前教育向着普惠、优质发展。全市
幼儿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100%，
全市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升至
88.89%，全省第一，省市优质园覆
盖率达90%。 （陈春贤）

新学期20所新幼儿园启用
全市普惠园覆盖率升至88.89%，全省居首

本报讯 近日，梁溪区首家养老服
务综合体迎来首批住户，这间综合体集
日间照料中心、助餐中心、托老所、医疗
服务为一体，完善了养老服务圈，为居民
提供一站式养老服务，有效化解居民的

“养老之忧”。
走进位于翠云新村79号的清名桥养

老综合体，老人们正在门口书吧阅读各
类书籍、报纸，喜欢上网的老人则在网上

“冲浪”，这里还配套设有棋牌室和书画
室，方便老年人进行各种活动。老年人
助餐中心在一楼，可提供一日三餐：早餐
5元、中餐12元、晚餐8元。

养老综合体二楼和三楼设有30张床
位，以双人间和三人间为主，可接收老年

人的长托和日托，床头设有紧急按钮，卫
生间内扶手、防滑地垫等一应俱全，同时
配备护士站，可以为周边老人提供助浴
等服务。据了解，这里可接受轻微失智
型老人和其他需要入住养老机构的老
人。综合体还能为周边居民提供多种服
务，包括代煎中药、陪同就医等助医服
务，家庭陪护、上门理发等助护服务。

在采访中得知，梁溪区计划在年内
推动康养产业规模化、品牌化、连锁化
发展，今年护理型床位数达到 4700张
以上，并且每个街道都建成1家日间照
料中心以及区域性助餐中心。未来三
年，各街道也将陆续打造新型养老综合
体。 （殷星欢）

梁溪首家养老综合体迎来住户

本报讯 “刷牙幅度不能很大，这样一
点点轻轻地挑起来！”昨天上午九点多，在二
泉广场上，无锡口腔医院的一位医生正手把
手教小朋友如何正确刷牙。第32个“全国
爱牙日”来临,由无锡市口腔医学会主办，无
锡牙病防治所和无锡口腔医院承办的“口腔
健康 全身健康”系列义诊活动在二泉广场、
无锡口腔医院、无锡儿童口腔医院开展。

义诊现场，前来寻医问诊的人络绎不
绝，来自无锡市口腔医学会的专家们一一
耐心解答，服务近千人次。无锡市口腔医
学会会长、无锡口腔医院院长唐丽琴介

绍，口腔健康是身心健康的重要标志。口
腔疾病是影响人们健康的常见病、多发
病，不仅影响口腔咀嚼、发音等生理功能，
还与脑卒中、心脏病、糖尿病、消化系统疾
病等全身疾病有密切关系。

据悉，除义诊活动外，无锡牙病防治
所、无锡口腔医院还组织口腔健康宣教活
动进学校、下社区，开展系列惠民措施及

“敬老爱老”主题月活动等，为市民提供口
腔保健服务、普及龋齿和牙周病防治知
识、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降低龋齿
和牙周病发病率。 （王晶）

全国爱牙日，专家来义诊

(十二)

93、《无锡市献血条例》规
定，我国提倡 18-55 周岁的健
康公民参与无偿献血。

94、无锡市献血条例规定，
献血者献血量达到 800 毫升
者，本人终身享受免费用血。

95、世界红十字日是每年
5月8日。

96、红十字精神是指人道、
博爱、奉献。

97、鼓励市民积极参加应
急救护培训，掌握自救互救技
能，在他人出现伤病或者处于
其他生命健康危险时，实施现
场救护。市民学习自救互救技
能包括心肺复苏术、止血、包
扎、固定、搬运四项技术、常见
急症及意外伤害处理。

98、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老年人、儿童、孕妇和有关
重型疾病人群应保持正常的生
活规律、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外
出时尽量选择步行或者骑自行
车或自驾车，保持一米以上的
社交距离。

99、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给
我们敲响警钟，疫情防控不能
大意，自身防护不能松懈。要
坚持生熟分开，不吃生冷食物，
公筷私筷分开，杜绝病从口入，
保持社交距离，密闭场所戴口
罩，不信谣、不慌张，关注权威
发布。

100、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倡导市民坚决摒弃“野味滋
补”的伪健康观念，拒买拒食野
生动物，树立科学文明的消费
观、饮食观。不要购买来源不
明的禽类，也尽量避免和野生
动物接触，不要吃野味。

101、如今餐饮、奶茶等逐
渐恢复营业，疫情防控常态化
背景下，在外就餐时，应该注意
采用分餐制，不说话或少说话，
不吃未熟透的食物。

102、在全市各企业有序复
工复产的形式下，出行人员逐渐
增多，我们不要放松也不必紧
张，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做
好个人预防是关键，工作期间应
该避免用手触摸眼、鼻、口。

103、手机也是病菌的“大
本营”，看得见的“脏”是手机屏
幕上的指纹和汗液污垢等，看
不见的“脏”是手机上隐藏的大
量病菌。下班回家后，可用
75%酒精对手机进行擦拭消毒。

本报讯 20日，因疫情防控需要而
封闭了近8个月的火车站南出口恢复通
行，旅客们在市级机关志愿者的引导下，
出示各地健康码有序出站。

自1月 29日起，火车站南出口封
闭，所有旅客由北出口出站。梁溪区和
市级机关先后组建疫情防控志愿者队
伍，负责对出站旅客的健康状况进行核
验，有效阻断了疫情由铁路输入无锡的
通道。

国庆和中秋双节将至，预计长假期
间日到站旅客达5万人次。为加快旅客
出站速度，防止拥堵现象发生，火车站疫
情防控组决定恢复使用南出口，200余
名疫情防控志愿者兵分两路，梁溪区志
愿者负责北出口，市级机关志愿者把守
南出口，继续实施疫情防控常态化管
理。 （卢易 图文报道）

火车站南出口
恢复通行

惠山区从今年 4 月启动的田
容田貌整治“百日行动”成绩斐
然，6500亩农田面貌焕然一新，深
入推进的田园花海、稻香横渔、醉
美稍塘等11个田园示范点各具特
色。田容田貌整治是一条共赢之
路。具有地域特色的田容田貌整
治，不仅能有效提升乡村的人居
环境，而且优化了当地的产业结
构，提高乡村经济发展水平，让更
多村民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田容田貌整治是建设美丽乡

村的必然要求。在一些地方仍然
存在着垃圾随意倾倒、私搭乱建、违
规养殖、乱垦乱种等问题，给农田生
态和村民生活环境带来负面影
响。解决这类问题，就必须进行大
力整治，以制度之力形成长效治理
机制。惠山区的成功做法就得益
于结合自身实际，出台《田容田貌专
项整治行动资金奖补办法》，明确奖
补对象、奖补内容、奖补方式，让田
容田貌整治有了具体可执行的依
据。另外，田容田貌整治也需要好
的创意。环境整治和产业规划布
局，是田容田貌整治的一体两面。
近些年，乡村旅游业发展迅速，野餐

经济、采摘经济、赏花经济等深受市
民青睐。充分发挥创意，在整治田
容田貌的同时打造特色景观，吸引
了更多游客来这里欣赏田园风光。

田容田貌整治有利于推动农业
环境和乡村风貌有机统一，改变“脏
乱差”，实现“洁净美”，使乡村的生产
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大大改善，产业
发展水平、人居环境也有了明显提
升。乡村可以探索的田容田貌整治
方式还有很多，一个共同的特点就
是都要立足于自身优势，推出可行
的接地气的整治方案，坚持不懈走
下云，就能走出一条环境、人居、产
业多赢的发展之路。 （王皖杰）

走好田容田貌整治的多赢之路
寄畅快语

上接第1版>>>在梁溪区伯渎河兴
隆桥监测断面，徐劼深入紧邻河道
的居民小区，边走边了解排水达标
区建设情况，要求坚持水中与岸上
一起抓，在做好控源截污的同时，
加快推进沿河景观提升和立面改
造，切实增强群众的参与度和满意
度。

在随后召开的推进会上，徐
劼对近年来伯渎港水环境治理工

作取得的明显成效给予充分肯
定，对沿线梁溪区、锡山区、新吴
区各级各相关部门的辛勤付出表
示衷心感谢，同时对做好下阶段
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治
理目标要坚定不移，紧紧围绕“美
丽河湖”行动和伯渎河三年治理

行动计划，全力打好主动仗、攻坚
仗、整体仗，确保伯渎河水质稳定
达标，加快制订沿线景观提升方
案，早日实现水清、河畅、岸绿、景
美目标;治理措施要精准有效，突
出控源截污、支浜治理、岸线整
治、景观提升等重点工作，针对每

个区域、每个河段可能存在的突
出问题，精准聚焦抓，科学务实
治，统筹兼顾推，确保取得实实在
在的治理成效;治理责任要全面
落实，严格各级河长履责，强化区
域统筹协调，密切部门协作配合，
切实增强治理工作整体合力，让
伯渎河尽快展现优良生态和美丽
景象。

(朱雪霞）

伯渎河治理持续提标发力

强化宣传管理

上接第1版>>>在钱荣路钱胡路口
实行主辅分离和掉头右置缓解交
通矛盾。

这些小创新不但提升了通行
效率，也营造了安全出行、文明出
行的氛围。

遵守交规已成市民习惯
城市交通文明程度与每一位

市民的出行方式密不可分。近日，

有细心的市民发现，电动自行车交
通违法行为明显减少了，安全头盔
佩戴率明显上升。

“现在路面上安全头盔的佩戴
率可达到95%以上，比过去强多
了。”交警朱明皓感慨地说，今年8
月份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动自行
车交通安全“百日整治”专项行动，
针对电动自行车闯红灯、超速行驶

等违法行为进行最严查处，同时通
过宣传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对重
点区域实施高密度巡逻，对非机动
车主采取口头教育、抄写承诺书等
方式，以及路口志愿者、交通协管
员常态化参与交通管理，驾乘人员
未佩戴安全头盔、违规带人、逆行
等现象明显减少。

与此同时，交警部门在主要道

路、中心城区等张贴宣传标语、条
幅，通过新媒体等途径加强交管知
识普及和交管服务网络化。全新的
交通安全教育体验基地面向市民们
免费开放，通过交通安全体验课起
到宣传效果。定期开展的交通安全
文明志愿服务活动，实现从“交警一
人管”到“大家一起管”的转变，让更
多人参与到交通文明行列中。

守秩序、更通畅！出行有
“礼”，折射一座城市的文明之光。

（杨柳）

出行有“礼”，折射城市文明之光

本报讯 降雨间歇，锡城收获了一个
晴好的周末。不过，阴雨很快就要卷土重
来。昨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里，我市将
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气温随之下降。
预计24日起天气转好，白天气温回升。

最近锡城的天气时好时坏，气温忽上
忽下，总在入秋边缘徘徊。气象资料显
示，受高空槽东移影响，今天夜里起到23
日将有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雨量为小

到中雨，最低气温19℃，最高气温22℃。
24日以后天气以云系变化为主，最高气
温回升至26℃。

明晚21时 31分迎来秋分节气，古
语：“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
暑平。”秋分过后，冷空气将会日渐活跃，
到了“一夜凉一夜”的时候，大家要多关注
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荣倬翊、实习生 丁海玉）

明日秋分降雨“一夜凉一夜”

本报讯 我市首个现代化、规模化可
回收物分拣中心在惠山区建成并于近期
投入运营，日分拣能力达到50吨。中心
实现智慧化管理运营，可回收物和大件垃
圾得到更科学的细分，为资源再利用提前
做好准备。

进入建筑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的分
拣中心车间，一台分拣作业平台前，工人
将从居民小区收运回来的塑料、金属类可
回收物倒入卸料口后，启动机械，输送带
将这些物品输送到分拣平台，几名工人正
在各自的工位上“按需选择”自己负责的
品类。记者注意到，塑料瓶按照材质被细
分为PET塑料瓶、PE花瓶、PE白瓶、彩丙
料等不同的种类，金属被细分成杂铁、铁
罐、铝罐等不同的种类。纺织类、纸类和
玻璃类则不进入这条分拣线，在其他区域
进行人工细分。“经过二次和多次分拣，可
回收物从塑料、纸类、纺织类、金属类和玻
璃瓶五类，按照再生利用的需要，被细分
为近20类物料。”分拣中心车间主任刘阿
龙说。

在另一侧，是一条大件垃圾破碎作业

线。工人将收运单位送来的废旧木制家
具、废旧沙发等进行人工拆解后投入破碎
机，经过机械破碎，这些大块头的木板、柱
子变成了颗粒较为均匀的小碎块。破碎
过程中产生的金属收集后送到磁选机进
行再次筛选。刘阿龙说，这些破碎后的木
料、筛选后的金属将按照不同的用途、属
性分别进入再利用环节或处置终端。

在分拣中心三楼的垃圾分类智慧运
营管理平台，各类数据都一目了然，中心
的11辆可回收物收运车目前在什么位
置、车队各工作人员是否在岗等情况也都
一目了然。

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公室工作人
员介绍，惠山区垃圾分类分拣中心投入使
用后，我市生活垃圾四分类收运体系得到
进一步完善，补齐了可回收物收运环节的
短板。据了解，各区此后都将建成相对集
中的可回收物分拣中心，按资源再生利用
行业的相应标准，对可回收物进行科学细
分。经过科学细分后的物料，可以直接进
入不同的再生资料利用企业进行再生利
用。 （范绪锴）

全市首个可回收物分拣中心运营

近日，山北街道惠
峰社区的党员和居民将
居民公约牌放置在社区
醒目位置。这份《惠峰社
区居民公约》历时三个多
月,体现共建和谐家园、美
好社区的愿望。

（吕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