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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租公告
我公司现有房屋资产出

租，位于无锡市五爱北路29
号，出租面积54 6 1 .7平方
米，有意向者可与我公司联
系咨询，并来我公司领取相
关招租材料。本次招租时限
为10个工作日（2021年9月
2日至9月15日） 联系人:

朱女士 联系电话:0510-8
2712806

遗失启事
·刘培佩遗失助理经济师职
称证书（专业：人力资源管
理），文号：宜职办（2012）13
号，发证机关：无锡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日期：

2012年6月30日，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张力遗失军官证，证号：军
字第0848456号，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张力遗失2013年10月22
日签发的身份证，编号4202
04198909194515，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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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2290098 QQ : 495430296
城中服务地址：无锡市学前东路1号 服务电话：80500110、13961806872 QQ : 1556902204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

部和省人民检察院、司法厅有关

文件精神要求，无锡市司法局面

向社会选任第五届无锡市人民

检察院人民监督员。报名时间

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至2021年

9月25日止。公告具体内容详

见无锡市司法局、无锡市人民检

察院门户网站或无锡司法微信

公众号。

无锡市司法局
2021年9月15日

无锡市司法局换届选任第五届
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公告

本报讯 连日来，台风“灿都”给
我市带来中到大雨，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办公室未接到反映积水情况、要求
支援的电话。“往年汛期遇强降雨时，
这类电话响个不停，4个人接都很紧
张，今年汛期年景偏恶劣，至目前遭遇
2次台风雨、2次极端短时强降雨，但
只需2个人接电话。”昨日，市防办负
责人表示，排涝能力大大增强是主因。

“除涝，首先要让主要河道在降雨
时水位不过高，其他小河及雨水管里
的水才能尽快排出。”市防办人士说。
近几年来，我市对500多个圩区不断
增设泵、闸或通过改造提升排涝能力，
并加大力度储备应急排涝泵车等大功
率排涝设备，应急排涝能力较5年前

提升了10倍以上，满足正常偏恶劣年
景的防汛需求。在城市防洪运东大包
围，近10年来降雨期间最多开机18
台，约占排涝总能力的66%。

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开发强度加
大，以及台风雨、1小时降雨量超50
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频率增强，老旧小
区、道路低洼点等易积水问题较突
出。业内人士说，内涝是系统性问题，
仅靠河道闸、泵难以迅速解决，雨水管
网通畅也很重要。我市雨水管网面广
量大，因历史原因建设标准偏低，近年
来随着排水达标区建设深入推进，正
在不断改善。

在梁溪区上马墩街道上马墩三
村，比外部道路低四五十厘米的小区

内部是易涝地。但今年汛期，即使遇
到1小时降雨量超60毫米的超强降
雨，这里也没积水。“原因是我们建了
提升泵，将小区涝水通过动力打到人
民路等主要道路雨水管中，同时将雨
水管由原先的水泥管改成了波纹管，
使雨水外排更通畅。”街道建设局负责
人说。据悉，5年来我市通过增设泵
站、管网改造等，使汛期内涝易积水点
下降近四成。

监测预警、部门联动、防御关口前
移，亦使防汛能力增强。“大雨来临前
预降水位是有效举措，以前都凭经
验，如今通过大数据、物联网推演，更
精准高效。”市防办人士说。市防办
今年还将全市道路易积水点路况接

入指挥系统，提前制定应急排涝方
案，遇到突发情况迅速调剂排涝设施
和应急队伍，提高了效率。而经开区
等板块则对重点低洼地段的雨水监
测关口前移，由以前巡查路面有无涝
水改为雨前检查雨水井液位，超过管
道直径50厘米时就“预降”管网水位，
增强了排涝保障。

业内人士说，1991年我市梅雨量
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1个多月才
将涝水全部排出。而2020年我市梅
雨期历时42天、降雨量仅次于1991
年，百姓却未感受到“洪涝灾害”，河道
水位数天内就恢复正常。这不仅基于
排涝设施的加强，也是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提升所致。 （朱雪霞）

今年汛期年景偏恶劣，但市防办接到的涉汛诉求电话大大减少——

应急排涝能力5年提升超10倍

本报讯 一间简易房，几把液
压钳、撬杠、切割机，再有几名工人，
就组成了一个隐藏在市区非法经营
的报废机动车拆解“黑窝点”！昨天
上午，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市
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组成联合突击执
法队，兵分三路，分别对位于钱桥、
前洲、八士3家“拆车黑窝点”进行取
缔。

上午9时，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
到钱桥大道中化道达尔华新加油站
旁的一条小路。“这处非法拆解点

‘隐身’于小巷，不经过暗访排查，很
难找到准确位置。”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车管所干警介绍。随后，执法人
员迅速驶入场内，只见三四百平方
米的空地上，摆放了许多废旧面包
车和小轿车，有的已被拆解得只剩
空空的车架子。空地上还有一辆侧
翻的面包车，几名工人正在用扳手
进行拆卸。在空地的一侧角落，一
辆废弃的货车引起执法人员的注
意。打开车门，车厢赫然摆放了近
百台报废电瓶，驾驶室内还堆满了
各种拆卸下来的电线、螺丝、螺帽等
汽车零部件。

走进一间简易房，里面摆放着
一张床、办公桌和生活用品。从办
公桌上，执法人员发现了一叠叠“报
废机动车回收证明、苏锡常报废车
回收明细”等资料。面对执法人员
的询问，张姓负责人承认没有营业
执照、资质认定书及环保等相关资
质材料。

据市车管所相关负责人介绍，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属于特种经营

行业，企业必须取得合法资质才能
开展经营，目前全市共有5家符合资
质的机动车拆解企业，今年市区约
拆解了2万多辆、江阴8000多辆、宜
兴5000多辆。由于机动车在拆解
过程中，会产生大量铅、汞、镉、六价
铬等有害物质，若操作不规范，不仅
危害人身安全，还会严重影响周边
生态环境。同时，非法拆解的各种

“带伤”汽车零件容易流入汽修改装
市场，存在极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经过调查取证后，联合执法队
对该非法拆解报废机动车窝点进行
了现场取缔，查封所有车辆，待进一
步调查后进行处罚。联合执法组表
示，下一步还将多部门联动，形成合

力，对未取得合法资质从事报废机
动车回收经营活动、违规拆解出售
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的行为，依法立
案查处；对涉嫌非法拼装、改装的违
法行为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

同时，交警呼吁驾驶人不要将
报废车辆交给“黑中介”，应送至市
内具备资质的正规车辆回收公司按
照法定流程进行车辆报废；车主可
凭公司开具的车辆报废回收证明，
到车管所对车辆信息进行注销。如
果车辆未按规定年检，又没有合法
报废注销信息，将有可能影响驾驶
人办理车管相关业务。

（杨柳 图文报道）

多部门联合执法打击报废机动车非法拆解

3家“拆车黑窝点”被取缔

4、奉献互助，人人向善
我市常态化开展垃圾分

类、文明交通、扶贫助残、洁美
行动、便民利民等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项目，特别是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抗击台风、防汛行
动中，全市广大市民众志成城，
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形成志愿
红色防线。截至去年年底，全
市注册志愿者达到 171 万人，
位居全省第二位，市民对志愿
服务活动认同和支持率超过
98%。我市志愿服务工作经验
多次在全国宣传推广，志愿服
务已成为无锡城市的闪亮名

片。
5、普法守法，依法治市
近年来，我市加强普法宣

传教育，利用重要节点及新法
规颁布实施契机，开展12·4国
家宪法日、“美好生活、法典相
伴”等各类主题宣传活动；加强
公共法律服务，全域建成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站），建成全天
候“12348”公共法律服务平台，
在灵锡 APP 上线公共法律服
务地图；加强法律援助惠民，培
育身边的“法律明白人”、积极
开展法律援助、法律咨询等志
愿服务，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

生活，营造人人学法、全民守法
浓厚氛围。

6、诚实守信，你我共建
我市是全国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示范城市。近年来，我市
积极深化“诚信无锡”建设，持
续推进信用积分“诚信阿福
分”，引导人人讲信用、人人守
信用。每年召开诚信会议，深
入开展“诚信建设万里行”主题
宣传，持续发布诚信“红黑榜”，
并利用户外电子大屏、公交车
移动电视等公布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信息，通过社会道德谴责
形成社会震慑力。

文明城市创建应知应会

本报讯 家中常住的非户籍
人口也纳入阶梯水价、气价人口
数，居民用水、用气将享更多优
惠。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
为进一步降低居民生活成本，今
天起，阶梯水价、气价“一户多人
口”的覆盖对象将扩大范围。

近年来我市的居民水价、气
价阶梯政策一直比较稳定，其中

“一户多人口”政策施行人口基数
达4人以上的家庭，每户每增加1
人，每年各档阶梯水量、年用气量
基数分别增加 45 吨、60 立方
米。而随着常住非户籍人口数量
的逐年增长，群众用水用气的需

求也在同步增加。此次调整扩大
了“一户多人口”的优惠范围，改
变原来以居民户口簿作为人口数
核定依据的统计方式，将家庭其
他常住人口也纳入了统计范畴。
只要持居民户口簿、江苏省居住
证等在同一住址共同居住生活的
居民、甚至包括持其他我省核发
长期居住证明的外籍人士，都可
纳入优惠范围。

扩大优惠范围后的“一户多
人口”能节省多少？假设一个六
口之家中有2人是常住非户籍
人口，该户年用水量为250吨，
按新的计算方法，6人都纳入阶

梯人口数，阶梯水量基数将增加
90 吨，则水费为：3.86×250=
965元，对比之前，全年预计可
节省水费77元。若该户年用气
量为500立方米，按新的计算方
法，6人都算作阶梯人口数，增加
了120立方米的阶梯气量基数，
则气费为：2.73×420+3.28×
80=1409元，对比之前，全年预
计可节省气费66元。

据了解，“一户多人口”的办
理方式不变，居民可携带居民户
口簿、江苏省居住证等到附近供
水、供气企业营业厅柜台办理。

（周茗芳、见习记者 程澜欣）

家中常住非户籍人口纳入阶梯水价、气价人口数

居民用水用气享更多优惠

本报讯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蔬
菜、肉禽、水产、瓜果等消费逐渐升温。
记者从朝阳、天鹏、苏南水产城等批发
市场了解到，节前“菜篮子”“果盘子”供
应充足、运行稳定，部分果蔬、鱼肉的价
格有所下降。

中秋临近，芋头销售迎来“高光”时
刻。无锡朝阳蔬菜批发市场一天要卖
出50—60吨，本周末将迎来最高峰，估
计销量每天可达120—150吨。“今年芋
头是丰年，每斤 1.5—2 元，比往年便
宜。”一位摊主告诉记者。此外，茭白、
毛豆、藕等时令蔬菜也受到市民们的喜
爱。“这两天蔬菜的销售量一天比一天
大，每天2300吨左右，比前一阶段增长
了10%。”无锡朝阳蔬菜批发市场经理
尤勇介绍，今年蔬菜整体价格处于低
位，近期批发均价每斤不到2元，白萝
卜、白菜、包菜都在0.8元左右。

消费旺季来临，市民最关注的猪肉
价格连续下降，批发价跌至每公斤16—
17元。天鹏集团现阶段每天生猪供应
量在3300头左右，比去年增加了1000
头。“眼下生猪猪源丰富，后期价格上涨
的可能性不大。”天鹏集团相关负责人
许伟芳告诉记者。

“秋风起，蟹脚痒。”只是今年阳澄
湖大闸蟹赶不及中秋家宴了。一位经
销商解释，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统一开捕
上市日期拟定为9月22日，刚好错过了
中秋小长假。“固城湖和苏北一些养殖
基地的螃蟹已提前上市，2两母蟹每只
25元、3两母蟹每只30—40元。”苏南水
产城经理荣光伟表示。眼下淡水鱼一
天销售可达40—50吨，鲫鱼每公斤价格
从前一阶段的30多元回落到20多元。
此外，像文蛤、蛏子、小鲍鱼等海鲜由于
烹饪方法简单，销量也增加不少。

水果交易量也有大幅增长。记者从
朝阳水果批发市场了解到，近期水果礼
盒成为销售冠军，同比增25%以上。“为
了适应电商发展，今年很多水果销售商
还推出了微版礼盒，满足各种家庭购买
的需求。”朝阳水果批发市场经理张晓云
介绍，大众水果也进入热销阶段，日交易
量达到3500—3600吨，超出了去年最高
峰时的销量，其中苹果、软籽石榴、秋月
梨、蜜柚等成为销售大户，水果价格平均
下降10%。 （祝雯隽、实习生 陆心怡）

“双节”将至，“菜篮子”
“果盘子”供应充足

价格稳中有降

昨天，滨湖市场监管局雪浪分局执法人
员在检查超市食品安全。 （刘芳辉 摄） 本报西安电（记者 单红）

直面奥运班底的女篮联合队，如
何奉献一场真正的比赛？江苏
女篮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9
月14日，在一场冠军早已明朗
的决赛中，江苏女篮直面女篮联
合队，以52：100不敌联合队，
摘得银牌。陈晓佳（右一）、张曼
曼、金维娜（左一）、李清云这4
位无锡健儿，为江苏女篮摘银立
下汗马功劳。至此，无锡运动员
在本届全运会上已助江苏体育
夺得四金两银三铜。

这是一场意料之中的比赛，
也是较有分量的一块银牌。全
运会女篮比赛金牌，从实力上
说，早被联合队提前“锁死”，双
方实力悬殊，但江苏队在联合队
的强大火力面前，不畏强队敢于
出手，打出了自己内外线结合的
特点，尤其是在第二节，比分只
输3分，双方分差最少时为11
分。但在下半场比赛中，仅有一
套主力班底的江苏队明显体力
不支，最终以52：100落败。

一个漂亮的外线骨架，对一
支球队会起到怎样的支撑作
用？在本届全运会上，由无锡姑
娘陈晓佳、张曼曼、金维娜构建
的外线骨架，为江苏女篮挺进决
赛立下汗马功劳。

这4位无锡姑娘，是无锡体
育运动学校篮球教练黄德胜、陈
静霞的弟子。有意思的是，黄德

胜、陈静霞是一对“篮球伉

俪”。无锡多年来为国家队、省
队输送了多名高水平女篮运动
员，均由这对夫妇培养。

走出无锡，扩大招生范围，
提升本土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水
平。这4位无锡运动员，除陈晓
佳是土生土长的无锡姑娘，另外
3人均由两位教练在全省范围内
选才招入队伍。80后陈晓佳，与
90后金维娜、张曼曼、李清云，构
成衔接有序的人才梯队。

“江苏女篮在本届全运会比
赛中依靠整体战术配合，内外结
合，比赛节奏掌控很好。陈晓佳
曾参加过里约奥运会，因年龄问
题无缘东京奥运会；金维娜曾征
战过亚运会；张曼曼是国青队成
员，曾参加过国家队大集训，她
们有经验、有能力，构成江苏女
篮的外线骨架。”黄德胜告诉记
者，在半决赛中，广东队有三名
主力队员被国家队征调，导致实
力下降，这也是江苏队在半决赛
中力压对手的原因之一。

相比陈晓佳、张曼曼、金维
娜，由于3号位人选竞争激烈，
李清云上场机会较少，但她仍是
江苏女篮摘银的成员之一。

据悉，无锡运动员冯子夏为
江苏羽毛球女团夺得一枚银牌；
无锡运动员王飞龙（男子10米
跳台U14组）、韦淳渔（男子体
操U17组团体）以及白玉鹏、谭
强、梁永旺（羽毛球男团）代表江
苏队夺得三枚铜牌。

全运会女篮决赛对阵联合队——

无锡健儿不畏强手
江苏女篮摘银犹荣

（上接第1版）在全区推广，深受群
众欢迎。

文明提升涉及方方面面，协同
发力的效果明显。公安、市场监督
等相关部门针对小广告乱张贴、棋
牌室、犬类管理和农贸市场等重点
项目，分别制定出台了整治实施方
案，聚焦共治，目标长远，快速推进
文明城市成果的“项目化”巩固。
同时，遍布全区的10余万名志愿者
也行动起来，深入城乡，倡导文明、
服务百姓。

常态化管理，更需要长效化的
方案和制度化的措施。惠山利用
城管部门的动态大数据分析，结合
市、区“红黑榜”，同时与全国卫生
城市督查协同推进整改提升工
作。惠山的大数据中包含了停车
秩序、公共绿化、公厕建设等城乡

文明的“焦点”，围绕“环境优美合
格区”建设，区督查人员对相关区
域进行定期打分并通报，及时提出
整改要求，同时接受百姓监督。

推动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的“惠山样板”，要持之以恒高标
准高质量抓落实。深度利用城管
大数据，惠山在定期发布“红黑
榜”的基础上，最近首次推出文明
创建“黄榜”，警示相关专项得分
较低区域，并通过不定期督查，促
进整改。

下一步，惠山区有关部门将与
群众一起，共同推进源头治理，以
示范引路，严标准、重落实，坚持为
民惠民利民导向，聚焦农贸市场、
交通路口、居民小区、背街小巷、交
通场站等难点堵点，完善长效机
制。 （裘培兴）

全运会·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