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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从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获悉，《无锡市不动产登
记条例（修正案）》由市、省两级人
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正式颁布，
修正后的《无锡市不动产登记条
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已于
2021年1月1日施行。

据悉，无锡是全省首个颁布
不动产登记法规的地级市。新
《条例》旨在进一步保障不动产
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以人
为本、登记便民的服务理念，并
从优化不动产登记营商环境，使
群众办事更加省时省力的角度
出发，明确了核发的电子证照效
力，调整了不动产登记的公告期
限及受理时限，精简办证材料。

对于登记申请人而言，其领
取的电子证照与纸质证书具有同
等效力，再也不用像过去一样担
心证书遗失或毁损，在其办理转
移或者变更等登记业务时也不
用再一味地需要提供纸质证
书。这一修改为群众登记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便利。目前，我市
已与多家银行合作推行抵押证
明电子证照化，办事群众不用再
在办理完抵押后将相关纸质不
动产登记证明提供给银行，而是
由银行直接线上查看生成的电子
证照确认抵押登记的完成，真正
做到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
跑腿”。

不仅如此，为了简化预告登
记申请流程，协调相关部门将预
告登记约定纳入到买卖合同格
式文本中，明确“出卖人将经其
盖章的不动产登记申请书交买
受人的，视为双方共同申请登
记”，真正从服务对象需求出发，
免去了开发企业到登记机构配
合申请登记的压力，提高了预告
登记办理速率，最大程度上方便
了预购人，有力保障交易安全。
此外，《条例》删除了“共有不动
产用途变更可由共有人中的一
人或者多人申请登记”的规定，
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权利人对私
有财产享有的合法权利，减少不
动产登记风险。 （练维维）

新版《不动产登记条例》

正式施行

本报讯 市级机关单位投身文
明城市建设的好做法、好经验，将在
我市各个居民小区广泛传播。从市
文明办获悉，我市启动开展“携手共
创文明家园”活动，发动百余个市级
机关分别与一个社区挂钩结对，组
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服务社区群
众，定期开展文明共建活动，解决居
民百姓的重点、难点问题，为文明城
市建设打造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
近一个月来，各市级机关已走进结
对社区开展了100多次活动，与社
区群众携手，共建文明家园。

近日，勤俭新村的居民欣喜地
发现，小区门口至广勤路约150米
的路面新铺了沥青不再坑坑洼洼，
小区内室外燃气设施旧罩换新，
老新村形象正发生着点滴可见的
变化。日前，与站北社区结对的
市市政和园林局派出第四批党员
干部志愿服务队来到勤俭新村，
宣讲文明城市建设应知应会，走
访百姓了解社情民意，收集社区
难点问题。勤俭新村既有基础市
政设施老化、绿化布局不合理等
老旧小区“常见病”，也有用水、用
电、用气等安全隐患。活动中，市
市政和园林局志愿服务队在帮助

解决小区常见问题的基础上，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着力协调解决小区
难点问题。据悉，该局志愿服务队
已制定小区小游园和绿化提升设计
方案，将通过小区环境美化助力老
新村旧貌换新颜。

全市各地的“携手共创文明家
园”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市级
机关党员干部队伍利用下班时间和
休息日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宣传
文明城市建设，清理老旧小区楼道
小广告，维护停车秩序，劝导不文
明行为。各机关深入社区大走访，
收集、协调、解决小区难题，帮助社
区完善相关设施，营造良好的环
境。相关单位还结合自身实际，开
展有特色、接地气的活动。市公安
局把流动车管所开进太湖花园第二
社区，为居民提供驾驶证补换等服
务，还进行通信网络诈骗案件防范宣
传和户籍办理及群租房管理咨询。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则走进东亭街道
春合社区、庄桥社区，针对老年人养
老方式、养老需求和养老问题发放现
场问卷，为后续规划优化公共服务体
系提供支撑。

据悉，接下来，“携手共创文明
家园”活动将常态化开展，市级机关
单位将至少每两周一次走进结对社
区开展活动，与基层群众携手共创
美好家园，确保为社区办成一批公
益实事，进一步夯实文明城市建设
的基层力量。 （朱冬娅）

市级机关与社区共建文明家园

本报讯 昨晨，锡城最低气温定
格在1.8℃！这是自7日起，连续六天
最低气温在冰点以下后，我市的最低
气温首次回到0℃以上。随着白天暖
阳的威力显现，今明两天回温明显，最
高气温将直冲17℃。不过顶峰过后，
冷空气又要来了，预计双休日我市最
高气温将下降10℃，一夜回到升温
前。

今年“三九”不走寻常路。先是
2021年的首波寒潮，将锡城带入连续
冰冻天气。随后冷空气暂歇，昨天
下午我市最高气温犹如火箭般冲至
15.8℃，与早晨的温差达到了14℃，
气温回升暖如三月。午休时候出
门，大家已不再缩手缩脚缩脖子，而
是尽情享受回暖的幸福，恍惚和前

段时间隔了一个季节，有点春天的
意思了。“温暖天气维持时间不长，
新一轮冷空气周末渗透。”市气象预
报员表示，受锋前增温影响，14日和
15日白天，我市最高气温还将继续
上升。16日和17日两天，我市将再
次受到较强冷空气影响，气温明显
下降。

翻翻日历，16日是“三九”最后一
天，17日将进入“四九”，看来我们要
跟着气温玩“过山车”了。好在周末这
波冷空气影响时间短暂，强度达不到
寒潮过程，也没有雨雪等恶劣天气，下
周气温就会快速反弹。大起大落的气
温容易诱发感冒，气象部门提醒大家
及时关注天气，调整衣物，以防感冒。

（荣倬翊）

温差14℃“大回暖”
预计冷空气周六渗透，双休日最高气温降10℃

昨天，市民在金城湾
公园（上图）和蠡湖边（右
图）享受阳光带来的暖
意。

（刘芳辉、宗晓东 摄）

扬名街道芦庄一区改造一新的小游园近日如期投入使用，夜晚更是灯
火闪亮，为冬夜增添了一丝温暖。芦庄一区建造于1990年，历经了30年的
风风雨雨，小区已经陈旧。借着老新村改造的机会，这个游园也被改造一
新。下一步，芦一社区还将进一步做好环境提升规划，提升辖区居民的满意
度和幸福感。 （吕枫 摄）

本报讯 1月12日，宜兴至
长兴高速公路江苏段通过省交通
工程建设局组织的交工验收，这
意味着宜长高速通车在即。宜长
高速将打破宜南山区张渚、太华、
西渚三镇的高速公路空白局面，
作为长三角地区第二条宁杭快速
通道，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具有
重要意义，也为沿线旅游业增添
发展新动能。

昨日上午，记者在宜长高速
项目现场看到，宜长高速附属设
施和标志标线均已完成施工，具
备通车条件。宜长高速项目总
监李井增介绍，宜南山区地形地
貌复杂，生态环保压力较大。“为
了减少对沿线生态环境的破坏，
项目沿线不设取土区，隧道及路
堑开挖材料90%以上利用于项
目建设上，节约了大量土地资
源”。同时在隧道洞口种植梅
花、海棠、水杉等各类花卉、植
物，与原生态景观融为一体。据
了解，宜长高速涵盖了江苏省高

速公路主要工程类型，桥隧占比
较高，结构形式多样，山岭隧道里
程和数量均居全省高速公路首
位。

宜长高速沿线竹林密布、水
源优质，人文景点密集。项目通
车后，南京和杭州游客来到宜南
山区的红汕坞、龙池山、竹海、云
湖、善卷洞等旅游风景区将不用
再绕路。李井增告诉记者，过去
从宜兴张渚镇岭下村出发，驾车
前往“一山之隔”的长兴县煤山镇
罗岕村需要绕行约42公里，如今
隧道贯通，车程时间从约50分钟
缩短至约10分钟。

据了解，总投资130亿元的
茗岭窑湖小镇国际旅游度假区正
加速建设中，预计2022年6月开
始试营业，届时将进一步推动宜
兴旅游业加速崛起。张渚镇副镇
长朱晓鹏说：“待宜长高速建成通
车、窑湖小镇对外开放，宜兴地区
年客流量将达700万人次。”

（雷颖）

为沿线旅游业增添发展新动能

宜长高速进入通车倒计时

本报讯 走在路上看到一座警
务工作站（如图）是什么样的感受？
更增一份安全与踏实！昨天从市公
安局巡特警支队获悉，我市首批21
座警务工作站均已全面实体化运
行，目前警务工作站警情自处率已
达95%，覆盖区域内派出所日接警
量降幅超 90%，所辖区域违法警
情、刑事案件发案数同比下降
31.84%、20%。

“警务工作站位置就在十字路
口，每天都会有很多路过的市民来
咨询地址、户籍甚至法律问题。”市
公安局梁溪分局中山路警务工作站
在去年7月1日试运行，副站长樊
加平介绍，工作站地处主城区核心
区域，商业密集、老旧小区成群，面
对群众的求助也更多，“目前我们站
内便民服务区中的居住证延期办
理、驾驶证补办、交通违法缴罚等功
能都已开通，市民如果不会操作机
器，我们会进行指导。”该站自试运

行以来，已帮助和救助群众4000余
次，获赠群众锦旗13面——这也说
明，警务工作站是一座“安全堡垒”，
也是一个“便民超市”。

警务工作站全面投用后，也有人
好奇：它与派出所有啥区别？有！市
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吴啸宇介绍，属地
派出所承担职能众多，但警力有限，
于是为了“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警务工作站主要承担接处警、巡逻防
控、应急处突等8项职能。就拿110
处警工作来说，警务工作站全量接
警，处理案件类警情时先到现场进行
前期处置，了解情况、固定证据后移
交派出所受理；处理非案件类警情时
则由警务工作站单独派警处置，既能
提高接处警质量，也能让派出所集中
精力抓好其他基础工作。

更直观的区别是，警务站屯警
街面，反应速度变快，更增安全指
数。“在交通管理、服务群众等方面，
警务工作站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吴
啸宇说，目前警务工作站接处警时

间平均缩短至7分钟。不仅如此，
市公安局在人力上加码——身在警
务工作站一线的站长、教导员许多
都是“80后”的精干力量。

1997年出生的华颖杰是市公
安局锡山分局门楼警务工作站的一
位新民警，之前在东北塘派出所实
习。“来到警务工作站后，主要进行
接处警和路面巡逻工作。”华颖杰观
察发现，警务工作站有像自己一样
的“新兵”，也有经验丰富的“老”警
官，比起之前在派出所的工作，大家
可以专心投入接处警工作，有效、快
速解决大部分警情。

这位新民警的观察结论，可以
用一次警情的解决来佐证——警务
工作站的反应之“快”，有时可以以

“秒”计算。2020年 11月 12日下
午，犯罪嫌疑人戴某在东亭街道某
购物广场假借试戴戒指，趁店员不
备携戒指逃离现场，正在附近巡逻
的门楼警务工作站警力听到呼声快
速反应，仅用12秒就控制住了戴
某，当场查获被抢夺的戒指。

（张子秋、实习生 庞雯君）

接处警缩至7分钟，

警情自处率超95%21座警务工作站全面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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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完成20家，今年计划
再完成28家“智慧”农贸市场改造

让菜篮子拎出

上接第 1 版>>>奋发进取、实干担
当，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过硬成
果，高水平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征程。

会上，还进行了民主测评和评
议。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
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市检察院主

要负责同志；各市（县）区、无锡经开
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各党委工
作部门、政府工作部门、人民团体、
市直属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和部分基层代表
参加会议。

（高美梅）

幸福感
本报讯 经过6个月的改造，日前锡山商

贸城全新亮相。一排排柜台整齐划一，琳琅满
目的蔬果、水产、鲜肉摆放有序，垃圾分类投
放到对应的收集箱里，还有便民服务站和服
务台等设施，为周边居民带来了舒适的购物
体验。而大大小小、遍布在市场里的各种电
子显示屏，更让这个传统的农贸市场看起来
“有点潮”。

锡山商贸城管理方人士介绍，在此次升
级改造中，市场引入了智慧菜场管理系统。
摊位前的智能溯源电子秤外形和基本功能与
传统电子秤一样，不一样的是，成交数据将实
时传输给市场后台管理系统。悬挂在服务
台墙上的显示屏，显示着市场里的交易、质
检等信息，市场管理方可通过显示屏看市
场大数据分析，结合数据分析调整布局。
市场内还专门设立了“检测室”，随时对产
品进行抽检，其结果也自动实时上传。

锡山商贸城是我市农贸市场改造

的一个缩影。2020年，市、区两级共完成农贸
市场标准化改造20家，其中市级13家，超额完
成当年“为民办实事”完成10家农贸市场改造
的目标。

“智慧化已成为农贸市场升级改造的标
配。”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负责人介绍，为
能给前来买菜的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去年进
行改造的农贸市场在软件设施的升级中，不约
而同地引入了智慧监管系统。通过入口处信息
公示大屏、各摊位的商户显示屏、智能追溯电子
秤、食品检测信息系统等，将市场数据系统联
网，进行大数据采集。“商户交易数据、产品价
格、食品安全溯源信息等都能够实现方便快速
地查询。”该人士表示，这样市民不仅可以通过
显示屏看到商户和菜价信息，还能追溯商品信
息，消费更放心，吃得更安心，同时也能借助现
代科技手段提升市场管理水平。

“今年的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工程将逐渐
覆盖到锡山区、惠山区的村镇。”市商务局相关

负责人透露，按计划年内将完成28家农贸市
场的改造，其中有一半位于八士、荡口、张泾、
查桥、杨市等村镇地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列入改造计划
的农贸市场，都将通过“智慧”的加持，让传
统菜市场变得时尚起来。如丁村集贸市场，
在已定改造方案中就引入了触摸一体机和
智慧管控系统，前者只需出示小票二维码
扫一扫，即可进行追溯查询；后者除了对安
全通道、消防器材等进行实时监控外，还
会按时自动清理垃圾，对宠物进行智能识
别，大型犬类进入时自动报警。

据悉，下一步，根据《“美丽无锡”市
区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行动计划》，我
市还将支持农贸市场在传统销售模式
的基础上探索线上线下互动发展模式，
例如线上下单、短距离送货上门、门店
取货、第三方配送等，激发农贸市场发
展活力。 （祝雯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