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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3日，无锡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党员干部职工观
看电影《长津湖》，邀请数十位老兵观
影，其中还有一位抗美援朝老兵。

观影过程中，老兵们凝神聚气、严
肃深情。“这场仗我们不打，就是我们
的下一代要打。”“没有冻不死的英雄，
更没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
耀。”“希望下一代，能够生长在一个没
有硝烟的年代。”……影片中那一句句
直抵心灵的台词，让在场老兵忍不住
落下眼泪。

今年已经94岁的抗美援朝老兵
舒有幸1950年12月参加抗美援朝
战争，在朝鲜八年，见证了那段艰苦
卓绝的岁月。作为汽车团战士，他曾
在战场上英勇穿过敌机封锁，把枪

炮、弹药、粮食等军用物资运送上前
线，作为后勤保障人员，他同样穿梭
在枪林弹雨中，用火热的身躯筑起这
道“钢铁长城”。“电影里敌人吃的是
热乎乎饭菜，我们的战士没有冬衣，
啃着冻土豆，这就是真实的历史，”舒
有幸回忆电影中的种种镜头哽咽地
说：“当时的条件比电影里还要艰苦
很多，我们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拼死
也要胜利！”

老兵中，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特级飞行员李景贺难掩激动：“当年我
们没有制空权，眼睁睁看着敌人的战
斗机轰炸我们的同胞，落后就要挨打
啊，如今我们强大了，有了自己的先进
飞机，培养了一代代忠诚爱国的优秀
飞行员，我们再也不怕了。”（张子秋）

老兵受邀观看《长津湖》难掩激动

“就是拼死也要胜利！”

本报讯 “9月26日起，来自泰
州的3个检查组，深入我市危化品企
业开展专项执法检查，覆盖全市48
个重大危险源企业、153个重大危险
源，揪出超百项问题隐患。”昨日傍
晚，为期8天的专项交叉执法检查画
上“句号”。后续，根据查出的“问题
清单”，将落实属地应急管理部门督
促企业限期整改。

如何避免重复无效的检查事项，
直击隐患，揪出问题？此次交叉执法
亮出“利剑”：一张30多页的“对标检
查表”，1名“火眼金睛”的行业专
家。“多天检查下来，基本1小时内能
排摸出企业安全生产薄弱点，在有些
规模较小的危化品企业，甚至能直接
把最大的隐患揪出来。”市应急管理
局危化处负责人表示。

12日上午9点，记者跟随泰州
市应急管理局检查二组来到江阴苏
利化工企业，该企业厂区占地110
亩，有 6个生产车间和1个辅助车
间，并且有一个重大危险源场所：氯
气气化区。经过约10分钟的检查内
容介绍后，检查组成员与企业安全员
立即行动起来。

“请安全员启动氯气罐区消防报
警按钮，中控室收到危险报警，厂房
内未听到报警提示。”泰州专家组成

员苏胜洪说，根据经验，由于大型化
工企业厂区内以设备为主，人员稀
少，有些罐区长期停产，企业自查时
常常集中精力盯中控室对危险源的
控制，忽视厂区内同步报警。类似这
种“自认为”的安全区，往往是隐患的
发源地，此次交叉检查深入这些“忽
视区”，帮助企业发现问题。

仅仅2个小时，就发现11条事
故隐患。苏利化工安全负责人说：

“早在交叉执法组来企业前一周，‘对
标检查表’就已提前发来，我们根据
表里的内容逐条对标自查自纠，并准
备相关原始图纸和资料，然而不少隐
患还是靠专家查出来的。”

来自泰州的检查人员说，交叉执
法检查，对检查组专家而言，环境变
了，非“熟门熟路”的企业，检查时对
事不对人，看得更细、查得更严，很多
容易被漏掉的隐患，在此次检查中都
一网打尽。

据悉，本轮无锡与泰州重大危险
源企业交叉执法检查，泰州相关部门共
组织近20人专家团队，对我市48个重
大危险源企业实施全覆盖式检查，共查
出问题隐患数超百项。下一步，在落实
整改过程中，对于未及时整改以及整改
不力企业，将联合属地应急管理和消防
部门执行顶格执法处罚。 （孙倩茹）

泰州3个检查组来锡8天交叉执法

剑指153个重大危险源

本报讯 昨天，来自全省13个
城市高水平园艺工人齐聚锡山龙光
塔下，用6个小时营造出65块创意
精妙、美轮美奂的绿化小品。

经过前期选拔，各市选出最优秀
的工匠参加决赛。决赛主题为“青山
毓秀、绿水情怀”，各参赛选手围绕主
题自主拟定参赛作品名称，在3米×
4米的花境中开展景观创意设计和
景观营造。每位选手在竞赛中至少
采用8种由竞赛组委会提供的花境

植物。经过脑力和体力的比拼，选手
们呈现出一个个造型优美、富有创意
的景观小品。这些精美的作品将保
留在九龙壁广场附近，供市民游客金
秋观赏。

作为今年全省百万城乡建设职
工职业技能竞赛的重要项目，“二泉
杯”绿化工决赛由我市承办，为全省
高水平园艺工匠提供切磋技艺、交流
技术、提升技能的舞台。

（卢易 文、刘芳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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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双色球第2021117期开奖，奖
池8.97亿元。上期双色球开出红球号码
为06、14、17、18、31、33，蓝球号码为06。

当期双色球头奖开出3注，单注奖
金为1000万元。这3注一等奖花落3
地：上海1注,安徽1注,广东1注,共3
注。二等奖开出46注，单注金额55万
多元。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8.97亿
多元。本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2元可中

1000万元。

双色球今晚开奖 奖池8.97亿元
上期双色球头奖3注1000万元

金秋送“福”，“红”运当头。为
回馈广大购彩者对福利彩票一直以
来的关心与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
行管理中心决定针对全国联销的

“正当红”系列即开型彩票开展亿元
派奖活动。

派奖时间
派奖时间自 2021年 10月 10

日0时起，11月11日17时整止（以
销售系统实际兑奖时间为准）。

派奖规则
派奖期间，对单张彩票兑取“正

当红”游戏头奖100万元、200元、
100元、30元奖等的购彩者进行派

奖，其中100万元奖的派奖金额为
100万元，其他三个奖的派奖金额
为相应设奖金额的50%。

具体派奖规则为：兑取100万
元的中奖者，派送100万元固定奖
金；兑取200元的中奖者，派送100
元固定奖金；兑取100元的中奖者，
派送50元固定奖金；兑取30元的
中奖者，派送15元固定奖金。需要
提醒的是，中奖者应在规定时间内
及时到销售机构指定的地点兑取中
奖奖金并获得派奖奖金，逾期未兑
奖则视为放弃派奖奖金。

彩票玩法

“正当红”系列即开票有10元，
20元，50元三个面值，玩法简单易上
手。玩法一：刮开覆盖膜，如果任意
一个“我的号码”与任意一个“中奖号
码”相同，即可获得该“我的号码”下
方所对应的奖金；如果刮出“ 红”图
符，即可获得该图符下方所对应的奖
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所有面值均
可参与该玩法）。玩法二：刮开覆盖
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
得该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50
元面值可参与该玩法）。

总之，这款票不仅好运连连，满
满正能量，而且玩法简单，即刮即

乐，不如一起刮上几张，收获快乐收获
福运吧。

关于停止销售“‘节’大欢喜”等
65款即开型福利彩票游戏的公告

根据《财政部关于停止销售“‘节’
大欢喜”等65款即开型福利彩票游戏
的审批意见》（财综〔2021〕39号）的要
求，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

自2021年12月10日24时起，在
全国范围内停止销售65款即开型福
利彩票游戏。

停止销售的65款即开型福利彩
票游戏的兑奖截止时间为2022年2
月8日24时。

福彩刮刮乐“正当红”亿元派奖迎金秋

福彩3D游戏3600万大派奖正
在火热进行中,每种玩法都加奖,单
注最高增加360元。这不，近日，无
锡彩民张先生拿着两张中奖彩票来
到市福彩中心兑奖，他在 3D 第
2021262期喜中35注单选收获奖
金4.9万元，比派奖前多得1.26万
元。这两张中奖彩票分别出自梁溪

区新生路28-3号 32020208站点
和梁溪区南市桥巷48号32020544
站点。

兑奖时，中奖彩民张先生说，买
福利彩票十多年了，平时都乐于投
注，现在加奖肯定要加大投注力度
了。虽然没中到大奖，但小奖时常
还能中到些，买的时间久了，选号的

经验也就培养出来了。这次中奖彩
票上的号码都是自己选的，当时在
投注站看着走势图凭经验和感觉选
的，本来也没抱太大希望。当晚开
奖后，通过手机一查发现竟中大奖
了，还是挺开心的。

福彩 3D游戏 3600 万元大派
奖，自2021年 9月19日至11月1

日，共计 40 期（第 2021252 期-第
2021291期），返奖率高达70%。对
3D 单选、组三、组六、1D、2D 五种
投注方式开展派奖活动。派奖后，
单选单注奖金1400元，组三单注奖
金460元，组六单注奖金230元，1D
单注奖金 14 元，2D 单注奖金 140
元。

福彩3D派奖正当时，无锡彩民收获奖金4.9万元

仅用一个月，守中五注双色球二等
奖，奖金共79万多元。近日，无锡彩民
徐先生来到市福彩中心兑奖，他在双色
球第2021114期幸运中5注双色球二等
奖，共计收获奖金79万余元。中奖彩票
出 自 江 阴 市 澄 江 镇 黄 龙 村 33 号
32023655福彩投注站。

徐先生购买福利彩票已有十余年，
平时空闲时间较多，喜欢到投注站看走
势，分析双色球号码。每次分析出号码
后，徐先生都会倍投并一直守着，直到至

少中出四个红球他才会换一组号码继续
守。徐先生说：“自己辛苦研究的号码肯定
要守，即使中一个也挺开心的，每次守号都
乐在其中。”

说起这次中奖，徐先生感到很幸运，因为
这五注号码他才守了一个月，平时他投注的
倍数也很少。这次投注5倍正巧又碰上了大
奖，让他一次性收获了79万多元的奖金。兑
奖时，徐先生笑着说：“一直坚持购彩，即使不
中奖也没想过放弃，福利彩票本就是公益事
业，现在又中到这么多奖金，很值得。”

无锡彩民守一个月中5注双色球二等奖79万多元

盘踞城郊接合部，继“小飞龙”后又一城市管理“顽疾”

电动三轮车非法上路如何根治？

无证驾驶、随意变道、违法载人、乱停乱放、逆向行
驶、闯红灯……在锡城街头巷尾违法上路行驶的非标
电动三轮车，不仅影响城市交通秩序，更影响城市交通
安全，是继“小飞龙”后出现的又一城市管理“顽疾”。

为除去这一城市“顽疾”，早在2019年，我市就启
动非标电动三轮车专项整治行动，然而，电动三轮车非
法上路现象屡禁不止，如何才能根治？

非法上路拉货载人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锡山区皮

革城电动车批发市场探访。一路走
来，两侧商铺门前相隔几米就会发
现停有一辆电动三轮车，有的甚至
停有两三辆，马路上不时有电动三
轮车驶过，车上都载满了货物，有的
还载了人。

“这个电动三轮车能否上路，
要不要上牌照？”记者走进一家电
动三轮车专卖店，店内摆满了各种
型号的电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
无锡不给上牌照，但还是有人买
的。”店老板说，来买的大都不办牌
照，多是企业内部使用，或个人用
来拉货载人。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几家电动
三轮车专卖店（如图），发现电动三
轮车售价在3000元到5000元，店
主都知道电动三轮车无法上牌照，
但坦言由于电动三轮车不仅可以代
步，还可以接送孩子，更是拉货载货
的好帮手，所以每个月的销售成绩
还是可以的。

在锡山区梓旺新村，记者发现
在居民楼大门前，几乎都停有电动
三轮车，内部道路上常能看见电动

三轮车飞驰而过，而且驾驶者不少
是老年人。

事故频发成新“马路杀手”
电动三轮车以其操作简单、廉

价、实用、方便，得到商家、货运、快
递及靠送货营生人群的青睐，为何
不能上路行驶？

“无牌照、无保险，驾驶人无驾
驶证，且交通安全意识极其淡薄，乱
停乱放、车辆乱调头、逆向行驶现象
十分普遍，导致电动三轮车伤亡交
通事故比例年年攀升，已然成为新
的‘马路杀手’。”交警相关负责人
说，尤其一些非标电动三轮车的安
全性更差，不仅不符合国家标准，而
且大部分私自改装，有的甚至没有
照明和转向灯等装置，再加上车辆
维护缺失，造成刹车等部位失灵，存
在安全隐患。

从历年的事故分析研判，事发
地点多为城郊接合部，非标三轮车
违法载人、醉酒驾驶、无牌无证、逆
行、闯信号灯等违法非常突出。除
此之外，部分车主使用篷布、料布、
广告宣传横幅搭建防雨篷，严重影
响后方行人、驾驶人视线，容易发生
碰撞事故。

“非标三轮车载人、载货现象
严重，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
通事故。”交警说，有的车主把电动
三轮车当“货车”使用，装载物品超
长、超宽、超高的现象经常发生。
此外，发生事故后，由于车主流动
性大，车辆无保险，一旦弃车逃逸，
会给受害者造成严重的人身财产
损失。

多部门联动保证长效治理
电动三轮车到底能不能上牌

照？据了解，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技
术标准，同时在国家《道路机动车辆
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范围内的，可
以办理相关机动车注册登记手续。
也就是说，目前无锡市场上销售的
电动三轮车如果未列入3C认证范
围内就不能办理注册登记、入户上
牌照和不能购买保险。

如何规范电动三轮车上路行
驶？今年7月份，我市对快递行业
的电动三轮车实施化堵为疏、放管
结合的新措施。市邮政管理局、快
递协会和交警部门共同商议，对上
路行驶的快递电动三轮车实行“六
统一”标准管理，快递三轮车购买工
伤保险或第三者责任险，安装RFID

电子信息牌。截至9月14日，全市
共有3311辆快递电动三轮车通过
信息备案，并完成号牌安装，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非标电动三轮车整治不能只
靠一个部门单打独斗，须依靠各部
门齐抓共管。”业内人士说，只有各
区域、公安、交警、城管、街道、行业
协会等多方职能部门整合起来，在
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源头治理等方
面，建立一套衔接紧密、运转高效的
协同机制，形成最大整治合力，治理
才能得到长久效果。

从交警部门了解到，目前，交警
正在开展路面整治“雷鸣行动”，重
点针对载客非标三四轮车，载2人
以上的电动三轮车，假牌、套牌车
辆，涉嫌改装、拼装、加装的电动自
行车，装载货物严重超高超宽的快
递车辆等进行严惩严治。对违规使
用电动三轮车辆接送员工的用工单
位、违规改装销售电动车辆的生产
厂家等，一律收集登记相关信息，并
实行溯源追责。同时，重点查处闯
红灯、逆行、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
不佩戴安全头盔等显见性交通违
法。
（杨柳、见习记者 耿沐言 图文报道）

本报讯 昨从市公安局人口管
理支队获悉，目前全市户籍人口中
百岁老人达624人，其中江阴89人、
宜兴142人、梁溪区166人、锡山区
45人、惠山区61人、滨湖区71人、
新吴区33人、经开区17人。

百岁老人的长寿“秘诀”，离不
开良好的生活环境、习惯和积极乐

观的心态。宜兴田园广袤、村庄连
片，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城市注入“长
寿基因”；作为主城区的梁溪区，有
较为成熟的生活服务配套，是百岁
老人数量多的重要因素。此外，我
市百岁老人大多是四世或五世同
堂，生活在和睦的家庭中能让许多
老人心平气和、生活规律。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老龄工
作，不断健全提升养老服务体系。
市民政局相关人士介绍，在高龄养
老特别是百岁老人服务方面，主要
通过尊老金的发放和居家养老上门
援助服务给予保障。“十三五”期间，
无锡全面建立并落实老年人福利补
贴制度，累计发放80周岁以上老年

人尊老金6.27亿元。从2020年开
始，无锡百岁老人的尊老金从原来
的每月300元涨至500元。我市于
2018年出台《无锡市市区居家养老
援助服务实施办法》，扩展了接受居
家养老援助服务老年人的数量和服
务的内容，并提高了困难老人和失
能老人服务工时。 （张子秋）

我市百岁老人总数达624位

本报讯 重阳节前夕，梁溪区
金匮街道的养老服务综合体——仁
禾颐养院正式启用，这是梁溪区今年
开放的第3家养老服务综合体。

梁溪区60岁以上人口是全市板
块中最多的，今年以来，因地制宜推
广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集小型养老
机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老年人
助餐中心等功能于一体。今年底，该
区将建成7家养老服务综合体，预计
明年实现养老服务综合体各街道全
覆盖，形成15分钟养老服务圈。

梁溪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
姚霁介绍：“养老服务综合体因为兼
具了养老院、日间照料中心、助餐中

心等功能，比普通养老院更为开放，
外来老人也可以进去活动、就餐，给
养老服务综合体带来了更多活力。
同时，综合体还能提供日托、短期照
料等‘喘息’服务，给子女临时出差、旅
行期间提供养老照料，甚至把助餐、
护理等服务送上门，非常灵活方便。”

“和一般的日间照料中心、助餐
中心相比，养老服务综合体又具备了
专业护理乃至医疗资源，为老人提供
一站式养老服务，老人可以安心地长
期居住在综合体内。”姚霁说：“相比
于一些日间照料中心更多依靠政府
补贴，综合体的收支运营模式也更具
可持续性。”

梁溪区民政局局长方凝表示：
“一个达标的日间照料中心至少需要
约800平方米，助餐中心也需要200
到300平方米，而建设综合体，既节
约用房面积，又能充分整合资源。”

“养老设施对用房要求很高，采
光、通风要好，楼梯、电梯宽度要容得
下担架、轮椅，楼层不能高，最好有院
子。”方凝说，“我们把一些幼儿园、老
厂房、闲置楼宇进行改造，符合消防
安全要求，拓宽楼梯、电梯等。”舒康
养老服务综合体惠龙分院就是由一
座废弃幼儿园改造而成，采光、通风、
院子等条件都比较适合。已经建成、
即将启用的扬名养老服务综合体由

老厂房改造而成，面积达到4000平
方米，是梁溪区最大的一家养老服务
综合体。

“综合体的定位介于机构养老和
居家养老之间，坐落于周边老人较多
的社区，服务于有一定自理能力，但
难以承担洗衣做饭等家务的老人。”
方凝说，凭借灵活开放的特点以及家
门口的便利，综合体使需要全托、日
托和文娱活动的老年人能就近“住得
进来”，上门护理、助餐等服务能“送
得出去”。入住率高是受欢迎程度的
最好体现。方凝说：“已经启用一段
时间的综合体入住率都达到了70%
到80%。” （殷星欢、韩玲）

“老城厢”年底建成7家养老服务综合体新闻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