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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走在路上，外卖骑手
从身边呼啸而过的情景很多人都
遇到过，危险性不言而喻。昨天，
上班早高峰时段，在解放东路与学
前东路、人民东路的两个十字路
口，几名身着黄色、蓝色制服的外
卖员套上了“文明梁溪 志愿同行”
的红马夹，手握执勤旗，一次次劝
导着斑马线上越线的人。本周起，
一场外卖员参与交通指挥的行动
在梁溪区展开，“换位思考”下，让
外卖员紧绷安全、文明两根弦，守
好心中的“斑马线”。

“您压线了，麻烦往后退一
下。”“等下！还没变绿灯，你看车
那么多，多危险。”“您的头盔歪了，
请您戴好。”……槐古大桥下，外卖
员朱师傅认真地指挥着交通。这

是朱师傅第二年做外卖骑手，闯红
灯、不戴头盔、逆行、越线……这些
外卖员送餐过程中最常见的交通
违规行为，他都有过。这边刚被处
罚，那边一溜烟继续用生命“跑
单”。这次，变身交通指挥员，朱师
傅才真正体会到交警工作的不易
和违反交通规则的危害性。

如今，外卖是很多人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梁溪区人口密
度大，辖区内的网络订餐平台运行
繁忙，外卖员为抢时间，常常在风
驰电掣中走街串巷，抢过斑马线，
由此引发的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为了规范外卖员和市民的交通出
行，引导广大市民文明出行。在梁
溪区文明办的倡议下，交警部门加
强对外卖企业、外卖小哥的违法约

谈，通过上岗执勤教育、规范小哥
的交通行为，让他们切身体会到交
通安全的重要性。

现场，梁溪交警大队一中队中
队长邓军杰手把手教外卖员如何
引导交通。他表示，从交通违法者
到交通管理者的特殊换位思考，给
外卖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体验
课”，远比只开罚单效果好。接下
来，外卖员参与交通指挥的行动将
在梁溪区持续下去。外卖员在驾
驶过程中出现交通违法行为，交警
每月会将其车牌号报给外卖企业，
由企业开展安全教育，并组织违反
交通规则的外卖员，根据交警安排
参与指挥交通，以此影响更多外卖
员和广大市民安全出行，文明出
行。 （张月 图文报道）

“换位思考，守好心中的‘斑马线’”

外卖员“变身”交通指挥员

本报讯 13日上午，稻香路
开启三方共治停车秩序新模式：
在原有的“城警联动”治理违停基
础上，新增10名城市保安参与其
中。这是滨湖区第一条实施三方
联动治理停车秩序的道路。

在现场，10名城市保安身着
标有“城市停车管理”字样的统一
制服，按照城管和交警的统一安
排，在稻香路沿线开展不间断巡
查，发现停放不规范的非机动车立
即现场纠正，引导骑行人将车辆入
框、顺向停放。同时，对机动车驾
驶人进行规范停车的宣传劝导。

停车秩序管理一直是稻香路
的城市管理老大难问题，此前公
安、城管部门联合对稻香路存在
的停车难、停车乱问题进行了多
轮整治，包括统一施划停车位、违
停拖移等，但乱停放问题仍然时
有发生。“城市保安作为辅助力
量，将从早上7点开始上路巡查，
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滨湖区城
管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说。一段
时间之后，城市保安还会兼顾沿
街的市容环卫巡查工作，对可以
现场处置的问题当场处理，对现
场无法处置的问题及时上报执法
部门。

春节前，滨湖区辖区内将共
有100名城市保安陆续上岗，以
加强停车秩序辅助管理力量，提
升问题处置的时效。目前，城市
保安作为第三方管理力量参与到
停车秩序治理的做法已在锡山
区、新吴区、滨湖区相继展开，公
安交警+城管执法+城市保安三
方联动已逐步成为我市停车秩序
管理的新模式。 （范绪锴）

交警+城管+保安
稻香路停车秩序三方共治

本报讯 消防验收是建设工
程投用前的“关键一环”。昨从市
住建局消防处获悉，我市自去年起
对重点建设工程消防竣工验收试
行“容缺服务”，全建设周期跟踪管
控，先一步“预验收”以便最终顺利
通过验收，原先重点工程消防竣工
验收连同整改通过平均用时约40
天，现在15天内全部办结，有些工
程甚至几天就通过验收，有效压缩
了建设工程在消防验收环节耗时，
赢得服务对象点赞。

5个小时完成8万平方米超大
综合体消防验收？不难！把“功
课”做在前面，变验收检查为验收

“服务”。去年6月，新吴万达广场
开业前一周，市住建局消防处组织
专家组成员用5个小时完成消防
验收，助力大型综合体如期交付开
业。“因为介入早，问题发现得早，
整改时间充裕，工程结束验收时，
基本都能一次通过。”新吴区住建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去年以来，我市消防系统对待
重大民生建设工程，从项目开工起
全建设周期跟踪，遇危大工程节
点，组织中期消防指导，工程结束

前3个月开始介入开展“预验收”，
帮助建设工程“有问题，边建边
改”，工程结束进入正式受理阶段，
基本不出现因整改导致的大返工。

服务重大产业项目，去年我市
建立了消防审验专家库，消防领域
93位专家集结入库。“目前，在服
务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地铁4号
线一期工程、医院、学校等重点民
生项目上，专家库成员发挥了积极
作用。”市住建局消防处负责人介
绍，去年，11位评审专家通过5天
前期沟通和一整天质询讨论，圆满
攻克太湖隧道因超规范、缺乏相关
消防技术标准支撑存在的验收难
问题，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验收。

据悉，去年，市住建部门共受
理消防审查597件，办结541件。
今年，我市还将推广建设工程消防
验收“样板件”，将民用建筑、大型
公共建筑、道路桥梁和隧道等在验
收中易出问题的部位形成标准样
板，让消防施工有“样”可循；同时，
推广运用网络技术手段，提升“不
见面”审批效率，进一步优化消防
审批流程，让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数
天内办结成为常态。 （孙倩茹）

试行“容缺”预做“功课”

重点工程消防竣工验收
15天办结

本报讯 1月初，梁溪区获评省
级全域旅游示范区。近日，梁溪区
全域旅游集散中心也启动运行。

走进位于兴源中路和县前西街
交会处的这一全域旅游集散中心，
就能清晰看到“江南水弄堂 运河绝
版地”的旅游品牌，墙上大屏播放着
旅游宣传视频，通过跑酷运动串联
起锡城各大历史街区、重要景点，新
颖时尚。另一侧则是各类“锡有文
创”，靠近咨询台处布置有阅读角，
除了免费的手绘地图、旅游手册外，
关于无锡城市发展、文化名人丛书
也是一应俱全，供游客在等车之时
歇脚阅读。

“社区+旅游”“街区+旅游”“商
贸+旅游”等创新形式的旅游业态，
对于旅游集散中心的服务提出了更
高要求。工作人员小薛告诉记者，他
们会提供各类旅游咨询服务和预订
服务，比如行李寄存、景点预订、投诉
接待、婴儿车租赁等，而交通配套、线

路引导等个性化的定制服务也会涉
及。而随着出游方式的变化，越来越
多的游客不再选择传统的景区，而是
更多会去文创园区、网红店，甚至是
一些背街小巷、小弄堂都会成为旅游
目的地。“一有时间，我就会搜集各种
出游信息，哪边多了个网红小店，从
这个景点到那个景点公交地铁怎么
换乘，才更省事，哪个旅游APP上预
订产品更实惠，问我就对了。”小薛指
着墙面上放置的区域旅游全景图告
诉记者，上面除了有各种传统和特色
景点外，还有老城区城市更新后的小
巷深度游内容，以便引导游客个性化

“读城”。
记者了解到，随着梁溪区加快推

进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还
将完善对全域旅游集散中心的布局，
集商务、商业、文化、生态、休闲于一
体的锡钢浜水上旅游集散中心也已
投入建设。

（韩玲）

全域旅游配套集散中心投用

引导游客个性化“读城”

本报讯 经过半年多的建设，近
日，宜兴厨余垃圾处理项目一期工程
正式投入生产试运行。随着项目的
投用，宜兴不但对餐厨垃圾流通实现
了透明化监管，建立起了收集、运输、
处置完善的餐厨垃圾处理体系，还实
现了绿色无害循环处理，变废为宝。

一直以来，餐厨垃圾处置都是
宜兴的短板。此前，大部分餐厨垃
圾由各乡镇收集后，在临时处理点
进行处置，配套设施不完善，处理工
艺不够先进，容易产生二次污染。
去年7月，宜兴采用PPP模式正式
启动建设厨余垃圾处理项目。项目
总投资约1.236亿元，分两期实施。
本次试运行的一期工程处理规模为
110吨/日。

如今，宜兴厨余垃圾收集范围
覆盖全市域，每天，餐厨垃圾车会定
点定时上门收运。记者在处置现场
看到，新投用的餐厨垃圾收运车安

有“智慧大脑”，车内装有车载定位
和视频设备，可将数据和图像实时
上传至收运系统智能监管平台，确
保垃圾日产日清、应收尽收的同时，
全程溯源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的每日
产量、变化趋势等，从而制定合适的
管理措施。餐厨垃圾进入处理系统
后，最终产生粗油脂和沼气。处理
过程中提取的毛油和粗油脂委托有
资质单位进行资源利用，作为生物
柴油和航天用油的原材料。提油后
的废水经厌氧产沼后进入生活垃圾
焚烧厂渗滤液处理站深度处理。产
生的固体残渣、沼气、臭气等则进入
焚烧厂焚烧处置。

据宜兴环卫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阶段，宜兴在进一步优化餐厨垃圾
收集路线的同时，重点完善收运体
系，进一步排摸厨余垃圾产生单位，
实现应收尽收，并在后期有序推动二
期工程建设。 （蒋梦蝶）

宜兴厨余垃圾收集范围覆盖全市域

收集、运输、处置“一条龙”本报讯 昨天，历时9年编修而成的《惠
山区志（2001-2010）》正式发行。这是惠山
区建区以来的首部区志。

盛世修志，志推盛世。据介绍，《惠山区
志（2001-2010）》共206.8万字、34篇，内容
涵盖惠山区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
设、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是一部
反映惠山区建区初的十年间发展的轨迹和脉
络的志书，全面系统、翔实记述了这一历史时
期取得的成就，不仅为惠山经济社会发展保
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为党委、政府科学
决策、再创辉煌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编修工
作涉及全区100多个部门单位、300多名撰
稿人员，前后有12位修志编辑通力协作，辛
勤耕耘，全书经历了17次修稿定稿和出版社
的3次复审，于2019年底交付印刷。

据了解，昨天惠山区还开启了全区名镇
名村志编纂和名镇名村影像志拍摄，实施“乡
愁记忆”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同时开展家
（族）谱文化资源普查和征集等，最大程度把
原生态的历史文化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真正
让人们记住乡愁、留下乡思、保存乡音、传承
乡俗。 （裘培兴）

历时9年、300多人撰稿

《惠山区志》发行

近来，毛岸新苑社区纪检工作组不定期深入辖区内冷链食品仓库，对这里
的冷冻食品进行防疫监测、抽样检查，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排查防控监
督，从源头抓起，确保食品安全。 （吕枫 摄）

医院门前试点
静化缓速垫

全国首创，既改善堵点交通状况，又不
影响行驶舒适度

本报讯 这几天，在江南大
学附属医院门前的机动车道内，
地面上出现了几块橙色减速装
置，引起许多驾驶员和行人的注
意。昨从交警部门了解到，为改
善和缓解医院附近道路行人出
行量较大、机动车车速过快等影
响交通安全的问题，在江南大学
附属医院门前的前杨道试点了
全国首创的静化缓速垫，相比传
统的减速带，缓速垫减轻了车辆
通过时引发的震动，既抑制了行
车速度，又不影响行驶中的舒适
性和安全性。

上午9时，记者跟随交警秩
序大队民警严斐来到现场。此
时正是医院就诊高峰时段，前杨
道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非常
多。记者看到前杨道上共设置
了六块长方形的橙色缓速垫，车
辆通过时，车速明显降低。“以前
这条路经常发生人车拥堵状
况。”该院副院长刁文凯说，由于
医院设有两个医疗诊区，虽然诊
区之间设置了地下通道，但有的
就诊市民图方便或不熟悉地下
通道，会选择从地面通行，加上
路边还有不少违停车辆,造成车

辆和行人拥堵。自设置了缓速
垫和机非隔离栏后，交通秩序明
显好转。

“在前杨道路口设置了一
块显示路面突起的交通标志
牌，提醒驾驶人注意前方道路
有缓速垫提前减速。”严斐说，
同时地面施划了从短至长的
白色横线加以提醒，而缓速垫
使用了鲜艳醒目的橙色，垫子
前后还有隆起的白色三角图
案，可以再次提醒驾驶人减速
行驶。

为什么不选择目前普遍使

用的减速带？严斐说，车辆通过
普通减速带时，驾驶人会产生强
烈的颠簸感，驾驶舒适度不佳，
所以有些驾驶人会选择从旁边
绕行，反而会带来安全隐患。此
次在医院门前试点采用缓速
垫，主要考虑到医院附近多数
是前来就诊的患者，当车辆通
过设有减速装置路段时，车上
人员不会感到有强烈的颠簸
感。严斐表示，静化缓速垫今
后会在一些医院、居民小区、综
合体等人流量较大的道路上使
用。 （杨柳 图文报道）

上接第 1 版>>>中山路核心商
圈的商贸集聚优势，进一步擦亮

‘城市名片’、提升‘都市形象’，
方能增强中心城区吸引力。”许
立新说。

梁溪的首要目标是争创都市
文化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按照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世界级度假
目的地标准，全方位提升环境品
质和文化品位，全力打造国家级
都市文化休闲型旅游度假区。许
立新表示，今年梁溪将深度挖掘、
整合文化遗产价值，加快接官亭
弄、三里桥的开发建设和南长街、
清名桥的拓展提升，全力推进锡
钢浜游客集散中心等重点项目建
设，进一步擦亮古运河品牌。

中山路核心商圈代表着无
锡的商业形象。今年，梁溪将启
动中山路商圈商业连廊、人行天
桥规划建设，加快崇安寺改造和
小娄巷二期开发建设，推动一批
老旧载体改造升级，打造高端楼
宇、平面街区、地下枢纽三大空

间有机融合的都市新商圈，重现
中山路商圈繁华形象。

此外，梁溪还将高起点规划
梁溪创新新城，高水平推进大运
河和惠山北坡保护开发，打造有
根有魂有魅力的主城特色。

聚 焦 城 市 品 质
建设百姓宜居宜业区

“探索创建全市首个小微创
业孵化基地，着力构建多层次、
标准化、规范化的创业载体群；
适度扩大低保覆盖范围，完善因
病、因残致贫等专项救助和补充
性救助制度，确保凡困必帮、有
难必救；加快推进学校建设项
目，力争交付使用4所、开工建
设6所，完成维修改造35所；完
成81个城区闲置用地建设公共
体育设施项目……”许立新列举
了今年要做的民生实事。

宜居区的建设是中心城区
居民十分关心的事，梁溪力争全

年完成房屋征收面积150万平
方米以上，高标准完成500万平
方米以上的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在推进老旧小区国有物业进驻
全覆盖的基础上，全面提升小区
物业管理水平，让群众拥有越来
越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
感。

老城厢还将更高标准推进
生态环境品质提升，确保空气质
量持续向好，优良天数比率持续
上升，推动“绿在城中”向“城在
绿中”转变，精致打造水清河畅、
岸绿景美、宜居宜业、文旅融合
的水韵梁溪新形象。

许立新表示，梁溪必须实实
在在补齐民生短板，系统抓好文
明城市建设，让城市更文明、更
安全、更干净。要在“美丽无锡”
建设上争当示范，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更加注重在细微
处下功夫，精致建设、精细管理、
精彩亮相，建设具有鲜明江南特
点、无锡特征的现代都市区。

勇担新使命 梁溪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