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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坟公告

尤渡里民航地块（尤渡河

以南、以北）涉及桥东、桥西的

坟墓，因城市建设，须于2021年

1月15日前全部迁移，逾期作

无主坟处理。

联系人：李燕

电 话：0510-82139803

梁溪区广益街道
尤渡社区居民委员会
2020年12月17日

本报讯 2021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将于 12月 26日至
27日进行，科目代码为5开头的考
试科目在12月28日进行。昨日，
记者从无锡市教育考试院获悉，今
年我市共11660人报名参加考试，
实际使用考场数401个，另设置备
用考场。此外，江苏省太湖高级中
学今年不再作为考点，新增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无锡校区作
为考点。

今年我市考研报名人数较去
年有所减少，原因在于部分特殊专
业的报名规则有变化。教育考试
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往年，报考江
南大学部分艺术设计类专业的考
生必须到无锡报名和参加考试。
而今年，该类考生按规定全部在户
籍所在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报名，
应届生则在学校所在地报名。若
不考虑该特殊情况，其余专业考研
总人数仍有增加。

建筑设计等特殊科目考试定
于12月 28日，考试时长为3到 6
小时，各高校规定的考试时长不
同。无锡共有289名考生报考该

类型专业，设12个考场。考试时
长不同为考务工作安排增加了难
度。“我们将12个考场全部设在江
南大学，最大程度为考生提供便
利。”教育考试院负责人告诉记
者，每个考场共2名监考老师，考
试院会为他们提供写明各个考生
考试时间的清单，根据清单按时
收卷。他提醒，参加特殊科目考
试的考生要自行备齐各类考试用
具，考点不予提供。考试时间较
长的考生可以自备午餐，考试中
可以用餐，用餐时间计入考试总
时长。

防疫要求是今年考生要熟知
的重点。日前，市教育考试院公布
考生健康应试须知。考生须提前
申领“苏康码”，在参加考试前连续
14天通过“苏康码”界面进行健康
申报。有中、高风险旅居史的考生

不得参加考试。
市教育考试院负责人提醒，考

生应提前了解考点及周边交通情
况，规划出行线路，至少提前45分
钟到达考点（具体以报考点通知为
准），凭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苏
康码、健康应试承诺书，佩戴口罩
进入考点。入场检查时，考生须听
从考试工作人员指挥，配合考点完
成体温测量等健康检查和登记。
考试开始前，考生须签《健康应试
承诺书》，第一场考试均须上交。
考生不得将手机带入考场，一旦发
现按作弊处理。考试过程中，低风
险考区考生全程佩戴口罩。一旦
身体不适，考生应主动联系考点工
作人员，听从安排。考试结束时，
须按监考员的指令，有序错峰离
场，不得拥挤，保持人员间距，不得
在考点内滞留。 （杨涵）

研究生招考26日-28日进行

考生考前需连续14天健康申报

本报讯 “原来卫生间小，冬天洗
澡，再放个大的取暖器，拥挤而且也不
安全，现在卫生间进行了适老化改造，
照明、取暖设备全部安装在顶部，麻烦
全解决了。”12月15日，在水秀社区
602号楼403室，76岁的户主陶萍芝
高兴地告诉记者。她说，以前一到冬
天洗澡就觉得痛苦，但今年这个冬天
她能够在家里舒舒服服洗澡了。

陶萍芝老人“舒舒服服洗澡”得益
于2020惠民实事项目之一——居家
适老化改造的顺利推进。据介绍，水

秀社区适老化改造项目是基于“适老
生活+”三位一体理念进行的社区老
年人家庭精细化改造，项目包括无障
碍化改造、增补活动设施、增加安防及
养老氛围元素等，通过改善老年人的
居家生活环境来提升老人的幸福感、
获得感、安全感。

据滨湖区发改委相关人士介绍，
2020年滨湖区共确定惠民实事项目
18项（含36个子项），今年所有项目
能全部按期保质保量完成。

（邵旭根）

滨湖区适老化改造顺利推进

本报讯 15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发布2019年度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典型案例，其中包括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竞业限制、调岗、延长试用期、劳动报酬、
造假应聘等较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劳
动争议，所涉及内容和法律问题既具备典
型性又回应社会关切。这也是无锡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连续第六年发布年
度仲裁典型案例。

2019年，全市共处理各类劳动人事
争议案件23505件,其中立案9985件，
各类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争议案件13520
件。2020年前三季度，全市共处理各类
劳动人事争议案件17388件，立案6452
件，各类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争议案件
10886件。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劳动
争议案件的背后暴露出很多值得注意的
问题，有的企业规范用工意识不足，有的
劳动者维权意识欠缺；还有一些劳动关
系双方在对法律法规的认识上出现偏
差，有的单位与员工遇到争议时未能主
动进行有效沟通协商等。 （赵晖）

劳动人事争议
典型案例发布

15日，山水城
供电所工作人员在
大浮山区一茶厂制
茶车间内为新设备
接电。针对部分茶
厂炒茶尚使用传统
烧煤灶，既影响环
保又制约茶叶质量
的情况，该所积极
主动做好这些企业
的煤改电工作。

（刘芳辉 摄）

日前，梁溪区
银仁社区联合物业
开展“文明楼道 你
我共建”专项整治
行动，对楼道乱堆
放、消防设施损坏、
应急灯失效等问题
进行检查和整改。
图为社区网格员和
纪检人员对小区楼
道内的消防设施进
行排查登记。

（朱吉鹏 摄）

部分道路功能不匹配、分流难等共性问题亟待解决

道桥建设如何破解路网“梗阻”
近日，江海东路（广南立交-景渎立交）扩容改造工程规划出炉，道路等级提升，车道扩容，匝道

补全，原先的半互通立交改全互通，快速内环一个多年的“瓶颈”将打通。
今年以来，我市道桥建设提速，主要交通“短板”开始补齐，但仍存在一些堵点，道路功能不匹

配、分流难等共性问题亟待解决。蠡湖大桥、惠山隧道以及机场路、G312等部分路段依旧是路网
畅通的“梗阻”。随着高浪路、G312等道路的快速化改造开工建设，建成后能否缓解拥堵问题？道
桥建设怎样补足短板？如何将快速路“连线成环”？记者采访了相关部门。

昨天，锡城气温持续寒冷，丽新路社
区老人开心地穿上了量身定做的羽绒服。
这是北大街街道丽新路社区开展的“暖宅关
爱”内容之一，为辖区残疾、独居、困境家庭老
人量身定做羽绒服，帮助老人们御寒，送上冬日
里的温暖。

（柏菲、宦玮 摄）

冬衣暖心

梳理快速内环线上的多个“堵点”，不难
发现：路网结构不完善，服务功能欠缺，局部

“瓶颈”多，缺少分流通道是我市路网不畅通
的共性问题。

记者昨天晚高峰时从吴都路转入蠡湖大
道，在蠡湖大桥上匝道位置堵了十几分钟，然
后缓慢通行。“蠡湖大桥目前是太湖新城多条
南北向主干道进主城区的‘首选’，而附近金
石路蠡湖隧道的车流明显少。”经开区建设局
相关负责人说，这说明分流道路吸引力不足。

“许多堵点是因为一段段孤立的道路尚
未‘连线成环’，出行时需要在不同等级的道
路间来回转换。”市建管中心相关人士举例
说，高浪路由东往西，锡东和新吴段是高架，
进入太湖新城变成地面道路，信号灯多，南北
交叉路多，车流在贡湖大道、五湖大道、立信
大道等交汇处形成堵点。

规划人士介绍，我市道桥建设受制因素较
多，如京杭运河、太湖、惠山等自然因素以及沪
宁铁路等基础设施限制，部分主次干道尚未贯
通或通道单一，车辆多集中在部分道路产生拥
堵。蠡湖大桥、惠山隧道都是此类情况。

随着快速路周边地块开发加快，道路功
能与实际交通需求不配套矛盾凸显。比如，
快速内环西北往东南方向建筑路出口与下游
望山路出口间距超过2.2公里，无法高效服
务太湖大道两侧大量居住片区，导致建筑路
出口经常拥堵。

高浪路快速化改造近日正式开工建设，
保留与其南北相交的13条主干道正常通行，
由蠡湖大道学府立交到运河西路分段全封闭
施工约2年3个月，虽然给沿线居民出行带
来诸多不便，但难掩市民对这条道路快速化
的企盼。

今年多条道路扩容改造让路网畅通的步
伐加快。江海东路扩容改造工程将在太湖大
道和金城路之间新增多个上下匝道，原先半
互通的景渎立交一直是内环的一个“死角”，
改造后，可彻底消除与金城路、机场路之间转
换不畅的“短板”，车主无需再上下环线进行
交通转换（如图）。

目前，凤翔路快速化改造已进入收官阶
段，广石路口的拥堵有望缓解。项目负责人
介绍，预计明年春节后，一条通江达湖的快速
路将开始服务市民出行。

此外，G312快速化改造完成后将改变道
路老化、客货混行局面。规划人士透露，该项
目主线以高架形式取代地面道路，建成后，将
与钱荣路、高浪路形成我市一条“中环”快速
路，提升锡东、新吴和惠山板块的通行能力。

加快道路快速化改造，尽快将快速路“连
线成环”。随着高浪路快速化改造动工，新建
的新锡快速路向南衔接高浪路高架，向北接
上江阴长山大道。未来，快速南外环和东外
环走廊将无缝对接，并串联多个外围组团，届
时快速外环将真正“快起来”。

“每建设一条快速路，都要考虑到主线
的分流道路，通过上下匝道与快速路相连，
分流一些短距离交通，既能确保快速路网
服务长距离过境交通的主功能，又能将短
途交通有效分离出。”采访中，规划人士大
胆地提出“主辅分离”避免形成堵点的办
法。比如，考虑到凤翔快速路建成后突增
的车流量压力，惠山区规划部门提前谋划
惠山板块内5横4纵路网规划，保障凤翔快
速路的通达率。

“快速路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尽可能
一气呵成或分阶段连续实施，尽量避免新老
衔接，造成建成一条路、带来一个新堵点的尴
尬。”市建管中心总师办杨炜举例说，高浪路
快速化改造，从菱湖大道到珠江路段，还有2
公里左右下穿京沪铁路段，如果不成系统连
续实施，两头高架，就很可能在该处形成新的
堵点。

采访中，有专家提出，无锡的内环高架
进出匝道基本是成对布设，而且距离较近，
一些市民习惯有高架就上，即使是短途交
通，为了少“吃”几个红绿灯就选择走高架。
这就导致了频繁进出高架形成不必要的匝
道口拥堵。该专家指出，快速路主要是服务
长距离交通，如果市民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
出行习惯，短距离交通尽量避免“涌上”快速
路，各行其道，不仅快速路更快，地面道路交
通也将更加有序。

□ 本报记者 孙倩茹

扩容改造提速，快速路“连线成环”

缓解道路“硬件”通行压力

提升

建设注重连贯性，避免带来新“堵点”

短距离交通避免“涌上”环线

呼吁

本报讯 “终于找到我的女儿了，
简直不敢相信！”今年，李女士在无锡
市救助管理站“人脸识别”技术的帮
助下，与9年多前走失的女儿重新团
聚。近年来，市救助管理站依托寻亲
互联网平台、新技术手段，外加“现代
铁脚板”，不断拓宽寻亲渠道，已成功
寻亲近百人。

“寻人信息时效性强，刚走失的几
天属于寻亲黄金时段。”无锡市救助管
理站工作人员介绍，该站在传统寻亲
方式基础上，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号、今
日头条、抖音等网络平台消息传播快、
受众面广、关注度高的优势，及时推送
寻亲信息，提高寻亲效率。小代跟随
父亲在常州一处工地打工时走失到无
锡，市救助管理站对其救助后，立刻在

“今日头条”等平台上发布寻亲信息，
发布第二天就帮助其找到了亲人。

一些与家人失散多年的流浪人
员，往往存在精神方面的障碍，交流
沟通十分困难，提供的信息也真假难
辨，加上寻亲黄金期已经错失，这时
就轮到人脸、指纹、DNA血样信息采
集比对等技术显身手了。当身在南
京的李女士接到无锡市救助管理站
的寻亲电话时，不敢相信近十年杳无
音讯的女儿找到了。仅今年以来，无
锡市救助管理站利用这些技术手段
寻亲成功的就有13人，其中大多已
失散多年。

当然，人脸、指纹、DNA血样信息
采集等技术也不是万能的。有的人长
期在外漂泊，面貌已经发生较大变化。
一些年龄较大或较小的流浪者，没有采
集二代身份信息，查不到人脸、指纹等
信息，增加了寻亲的困难。无锡市救助
管理站把交流协调能力强、社会工作知
识丰富的骨干力量放到寻亲队伍中,坚
持“一人一策、一人一档”，专人跟踪寻
亲进程。此前，一名生活无着的13岁
男孩进入救助站后，对寻亲非常抵触，
不愿回家，所提供的父母姓名、户籍、亲
友、联系方式等信息都无法查证。在和
男孩聊天时，工作人员无意中听到一所
学校的名字，之后查到这所学校在河南
省商丘市民权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工作人员远赴民权县实地走访，发扬现
代“铁脚板”精神，持男孩照片深入社
区、街道，询问装修工人、商店老板、社
区居民……不放过所掌握的每一条线
索。功夫不负有心人，经多方查询，终
于有了头绪。工作人员历时46天，终
于将孩子送到了亲人身边。

“寻亲工作不容易，有时候感觉找
到了有价值的线索，打电话到当地社
区、村委询问，却被误以为是诈骗电话
直接挂掉。”一名无锡市救助管理站工
作人员说，“但只要有线索，我们就会
坚持，能够让亲人重聚，让家庭团圆，
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殷星欢）

互联网、人脸识别、“铁脚板”，救助站拓宽寻亲渠道

助近百人找到亲人

本报讯 这两天，锡城的最低温
度都在冰点以下，无锡动物园内的动
物朋友们，特别是来自热带的动物，
纷纷走进暖房，开启了一年一度的取
暖季。

来自热带、亚热带的两栖爬行动
物，在无锡过冬需要依靠地暖、树枝加
热丝以及中央空调。“两爬馆”的饲养
员董师傅每周都会为蛇、陆龟分批泡
澡。董师傅说：“体长1米的红尾蟒比
较温顺，每周给它在特定浴室内用温
水泡澡，可以促进其排便和蜕皮。”而
身长近7米的网纹蟒会自行泡澡，室内
环境温度需控制在27℃至31℃，热点
温度控制在31℃至33℃。珍稀陆龟
对于冬季的环境温度要求较高，除了
要有紫外线灯替代日光浴外，还需要
注意照射时长及安装位置、距离，保
证饲养环境的湿度等。“白天温度控
制在26℃至30℃，夜间温度控制在

24℃至26℃，饮食上除了要提供清洁
的饮水外，以龟粮为主，辅以新鲜蔬
果及青草等。”董师傅介绍。

怕冷、喜静的长颈鹿，在气温低
于10℃时，就喜欢到室内避寒了。长
颈鹿的“卧室”里，不仅有地暖，还铺
着厚厚的“稻草床”，饲养员每天都会
对稻草进行翻晒。墙上还设有加热
板，保证了夜间环境温度在15℃左
右。

此外，怕冷的鳄鱼进入了满是浴
霸的室内，享受20℃左右的室温；节
尾狐猴在晴好的天气，排队腆着白肚
子晒太阳；领狐猴有了自己的取暖

“别墅”；“草原哨兵”细尾獴外场的小
房子终于变成了“小暖房”；河马到室
内享受“温泉”……这个冬天，来动物
园享受“冬趣”，看动物们是如何“花
式”过冬的吧。

（陈菁菁）

动物园动物朋友
如何“花式”过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