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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内多地陆续报告新
冠肺炎本土疫情，多个城市疫情
仍处于发展阶段，存在一定社会
面传播风险。为切实做好我市疫
情防控工作，确保人员安全有序
流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提醒广大市民：严格落实“门铃
码”扫码查验，自觉遵守各项防疫
规定！

一、及时主动报备。7日内有
中高风险区或有本土疫情报告的
设区市旅居史人员、省外来（返）
锡人员，特别是有海南三亚市，江
西鹰潭市，陕西西安市，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等
疫情发生地旅居史的人员，以及7
日内乘坐Z166和Z378次列车来
（返）锡的人员要提前通过“入锡
申报系统”进行自主申报或向所
在社区（村）、单位或入住酒店报
备，配合做好信息登记、核酸检测
和健康监测等工作，外出时严格
做好个人防护，健康监测期间不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去室内密
闭场所、不参加聚集性活动。凡
不主动报备或故意隐瞒个人旅居
史，导致疫情传播的，将依法依规
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二、规范合理执码。全市范
围内公共交通、企事业单位、人员
密集公共场所等各类场所部位均
应在入口显著位置张贴“单位门
铃码”，有多个入口的商场、超市、
酒店等场所严格做到“一门一
码”。

三、主动扫码亮码。公众进
入相关场所时，应自觉遵守扫码
秩序，主动扫“单位门铃码”或出

示“个人门铃码”，并向现场工作
人员展示扫码结果。同行多人
的应逐人扫码，严禁“一人扫码、
多人进出”。如“门铃码”出现弹
窗、红色警示的应暂缓入内，按
提示要求落实相应措施。请广
大市民相互提醒、相互监督，共
同遵守扫码验码等防疫要求。

四、专人值守验码。各类场
所的经营者或管理者要按照“谁
受益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主
体责任，安排专人值守，督促进入
人员扫码，严格查验扫码情况，重
点查看72小时核酸阴性报告或
24小时核酸采样证明。出租车
企业、网约车平台应当督促驾驶
员提醒乘客主动扫码，在查验无
误后提供乘车服务。工作人员要
主动为老人、儿童等提供扫码帮
助。

五、强化责任追究。各行业
主管部门要按照“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加强日常检查巡查，
对各类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的

“门铃码”申领和扫码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确保行业领域扫码通
行措施落实到位。各街道（镇）、
社区（村）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
督促辖区单位落实扫码查验、测
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做到“逢
进必扫、逢扫必验”。对拒不执
行“门铃码”申领张贴及通行验
证要求，导致疫情传播风险的，
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
的责任。

无锡市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
控指挥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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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报备、严格扫码,筑牢防控屏障

连日来，全市公安机关持续强
化场所疫情防控攻坚，开展场所疫
情防控“筑盾”行动，落实以“七个
一”为载体、“七个百分百”为目标
的公共场所监管责任制，严厉查处
涉疫违法犯罪行为。

未按规定组织本单位人员核酸检测

8月 16日，新吴公安分局旺
庄派出所在检查中发现，辖区
Lina Club酒吧未严格落实核酸
检测“应检尽检”相关防疫规定。
目前，该店已被公安机关予以熔
断。

8月15日，经开公安分局东
派出所在检查中发现，辖区胜水潭
浴场未严格落实核酸检测“应检尽
检”相关防疫规定。目前，该场所
负责人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
处罚。

8月 15日，滨湖公安分局蠡
园开发区派出所在检查中发现，辖
区瑞廷西郊酒店未严格落实核酸
检测“应检尽检”相关防疫规定。
目前，该场所负责人被依法予以行
政处罚。

8月 15日，新吴公安分局南
站派出所在检查中发现，辖区舒
臣浴室未严格落实核酸检测“应
检尽检”相关防疫规定。目前，该
店已被公安机关予以熔断，负责
人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
罚。

8月 13日，滨湖公安分局蠡
园派出所在检查中发现，辖区猫游
棋牌室未严格落实核酸检测“应检
尽检”相关防疫规定。目前，该场
所负责人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8月 13日，锡山公安分局东
亭派出所在检查中发现，辖区翠
竹苑酒店未严格落实核酸检测

“应检尽检”相关防疫规定。目
前，该场所负责人被依法予以行
政处罚。

8月 12日，惠山公安分局洛
社派出所在检查中发现，辖区天奇
城御葆堂足浴店未严格落实核酸
检测“应检尽检”相关防疫规定。
目前，该场所负责人被公安机关依
法予以行政处罚。

未落实“门铃码”通行验证规定

8月 17日，梁溪公安分局广
益派出所在检查中发现，辖区建龙
浴室未按规定落实进入人员“门铃
码”通行验证措施。目前，该场所
被公安机关予以熔断。

8月 16日，经开公安分局华
庄派出所在检查中发现，辖区陕康
修脚店未按规定落实进入人员“门
铃码”通行验证措施。目前，该场
所被公安机关予以熔断。

8月 16日，宜兴市公安局新
街派出所在检查中发现，辖区吕
小燕按摩店未按规定落实进入人
员“门铃码”通行验证措施。目
前，该场所负责人被依法予以行
政处罚。

8月 15日，锡山公安分局张
泾派出所在检查中发现，辖区迎春
阁养生馆未按规定落实进入人员

“门铃码”通行验证措施。目前，该
场所负责人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8月13日，江阴市公安局城中
派出所在检查中发现，辖区鑫缤纷
娱乐有限公司未按规定落实进入人
员“门铃码”通行验证措施。目前，
该场所负责人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8月 12日，滨湖公安分局河
埒口派出所在检查中发现，辖区天
海浴场未按规定落实进入人员“门
铃码”通行验证措施。目前，该场
所负责人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8月11日，惠山公安分局西漳
派出所在检查中发现，辖区西漳雅
之居旅馆未按规定落实进入人员

“门铃码”通行验证措施。目前，该
场所负责人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未按规定上报从业人员信息

8月16日，经开公安分局东
派出所在检查中发现，辖区馨浪轩
休闲足浴店、景之韵足浴馆均未按
规定落实从业人员登记上报工
作。目前，两个场所被公安机关予
以熔断。

当前，全市疫情防控正处于关
键时刻，更需要广大市民群众凝聚
同心抗疫共识，协力构建防疫“钢铁
长城”！

未落实防疫规定，这些场所被处罚

本报讯 连日高温使部分丘陵
地带的农作物水分蒸发过多，有叶
片发焦现象。18日，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办公室组织泵车奔赴滨湖区雪
浪街道吴塘社区，为100多亩果树

“解渴”。这也是市防办10年来开展
的首次抗旱作业。

“持续高温下，这些果树有的
树叶已经发焦，急需‘解渴’，但水
塘储水不足，而镇级河道横大江河
离这里有近千米远，咋办？”17日，

吴塘社区的几名果农急得团团
转。社区有 5 个灌溉用的水塘。
以前夏季塘里总有清水，但今年出
现罕见的干涸现象，有的已看得见
塘底，有的储水量不足正常库容量
的1/5。

吴塘社区工作站站长杨伟君了
解后，立即向街道和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办公室电话汇报。市防办接到
电话后迅速调度市防汛物资储备中
心人员前往查勘，准备适用水泵等

物资，助果农抗旱。
18日8时，一辆载有10多名防

汛抗旱工作人员的泵车开到社区果
树基地。他们将水泵在车上安装
好，然后将管带从附近的横大江河
接到泵车上，再从泵车一路铺设到
果园……2 小时后，一股清水从管
带里冲出落向水塘。12时，引水结
束，水塘注入了1000立方米河水。
这时，工作人员个个衣服都湿透
了。在短暂的休息后，他们又开始

为下一个水塘引水。至16时，3个
水塘“喝”足3000立方米河水。19
日，这里另外2个水塘也将储上河
水。

市防办人士说，地势较高的农
田出现这样明显的旱情还是首次
遇到。平时用于防汛的泵车在抗
旱时派上了大用场。据悉，当前
我市各级正利用泵车等设施积极
为企业、农户解决储水不足等问
题。 （朱雪霞）

市防办开展10年来首次抗旱作业

为百亩丘陵果树“解渴”

本报讯 昨晚，梁溪区“‘溪’有爱
心”车队从扬名幸福嘉里出发，为辖区
内困难职工、困境青少年、困境单亲母
亲送去“清凉”。此次活动由梁溪区总
工会、团区委、区妇联共同举办。

“今天将把这些清凉礼包送到所
有36户困难职工家中。”梁溪区总工会
党组书记王飚告诉记者。活动现场，
由“‘溪’有爱心”志愿者组织的20辆车
排成一列，与各街道社区团干部结对，
一起上门为困难职工家庭送上一封慰
问信，留下一张志愿服务联系卡，发放
一份消暑礼包，并为困境青少年送上
开学的祝福。 （韩玲）

“溪”有爱心
为困难群体送清凉

本报讯 “感谢滨湖区委区政府
对我们的支持与鼓励，作为即将踏上
新征程的青年学子，我们将严格自律、
刻苦钻研，学成归来，回报家乡。”昨
天，滨湖区举行优秀青年人才奖学金
发放仪式，即将就读于南京大学古文
字学专业的准大学生黄晶琦在收到2
万元“奖学金红包”后，向记者分享了
自己的激动与喜悦。当天和黄晶琦一
起受到嘉奖的还有另外近40名学生。

“如今的滨湖，已经成为各类人才
近悦远来的热土、创新创业的高地，我
们将真诚为有志青年提供施展抱负、
成就梦想的舞台。”滨湖区主要负责人
表示。 （徐啸雨）

滨湖区向优秀学子
发放奖学金

本报讯 依托市级文保单位秦
淮海祠享堂改造而成的文渊坊小剧
场今日正式启用。剧场联合本土喜
剧演出机构，推出全新的轻喜剧演出
品牌——文笑雅堂。19日、23日、26
日、30日，每晚7点半，“文笑雅堂”将
准时开演公益脱口秀，为市民游客带
来独具魅力的文旅新体验。

“文笑雅堂”能同时容纳近百名观
众。东林文旅工作人员介绍，观众需
提前在相关小程序里报名，先期推出
的60个名额已被抢光。 （张月）

“文笑雅堂”今晚开演

17日，钱桥街
道舜柯社区居民在
社区刚开设的避暑
场所内开心聊天和
阅读。连续高温，
该社区将新建成的
500多平方米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作
为避暑场所向居民
开放。

（刘芳辉 摄）

本报讯 为了加快新疆优质
农副产品“走出来”，无锡援疆的
消费扶贫实践在不断创新。昨天
上午，第一批来自新疆克孜勒苏
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合奇县的“冰
川羊”羊肉在家乐福无锡宝龙广
场店“露脸”。截至目前，已有戈
壁沙棘、苏木塔什白蒜、冰川有机
牦牛等新疆特色农产品在锡上
市，并转销国内其他城市。去年
一年，无锡援疆工作组完成消费
扶贫任务2500万元。

“肉质很不错！”“没有羊膻
味，挺香。”现场品尝过“冰川羊”
的市民对羊肉的口感赞不绝
口。有“中国玛纳斯之乡”之称
的阿合奇县盛产优质羊肉产品，
这次到来的“冰川羊”生活在高
寒山区，自然散养，因食用天然
植物且高运动量，肉质鲜嫩味
美。

“一次次洽谈合作，让产销双
方日趋加深了解，消费市场和生产
基地的距离越来越近。此次联手
家乐福中国总部，为新疆优质农产
品搭建了全国销售网络体系。”无
锡市商务局援疆干部、阿合奇县商
务和工信局局长陈海威介绍，
2007年起，阿合奇县定点由无锡
重点支援。无锡援疆工作组持续
推动产业援疆，进一步加强消费扶
贫，通过举办多渠道、多类型的农
产品展销会，以及开展网络销售,

让当地的农产品从田间“直
通”市场。经过推动，与多
家销售商达成合作，去年
中科沙棘公司产值突破
2000余万元，实现了企业增
产增收、居民增收。此外，在
阿合奇的本地电商创业团队已
有18家150余人，今年上半年，
全县电子商务销售额达2624.06
万元，同比增长15%。

当天，无锡对口支援新疆阿
合奇冰川羊入驻家乐福中国销售
仪式同时启动，这些飘香的羊肉

还将陆续进入该超市的全国门店
销售，走进千家万户。

（周茗芳 图文报道）

无锡援疆消费扶贫拉近消费市场和生产基地距离

阿合奇“冰川羊”来了

17日，由新吴区文
化馆主办的“打开艺术
之门 探索国粹风采”暑
期少儿京剧体验营活动
在鸿山遗址博物馆举
办，学生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开展了精彩的京剧
文化“非遗体验”之旅，
学生们兴致盎然地领略
了京剧艺术的无穷魅
力，展现出了浓厚的学
习兴趣。

（宗晓东 摄）

打开
艺术之门

本报讯 日前，无锡地铁集团向
全市一线医务人员捐赠了10万元的
爱心防疫款。

今年以来，我市广大医务人员战
斗在第一线、冲锋在最前沿，成为无
畏坚守、无私奉献的最美“逆行者”，
筑起了一道道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的坚固防线。截至今年7月底，我
市累计向兄弟城市派出医疗队 28
批、10660人次。捐赠仪式上，一首
《天使再出征》MV让大家感受一线
医务人员“召之即战、战之能胜”的铁
军风貌。 （卫曦臻）

地铁集团捐赠
爱心防疫款

本报讯 2022江苏省帆船俱乐部
联赛首站日前在锡山区鹅湖镇南青荡
水域举行。这是继第五届全国青少年
帆船联赛暨江苏省帆船俱乐部联赛后，
再次在鹅湖镇奋楫扬帆、破浪前行。

此次比赛设二个小项，5个组别，
共有60名小水手扬帆鹅湖南青荡水
域。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帆协小水
手认证赛事，参赛选手成绩将纳入中
帆协小水手年度积分参与排名。“天气
虽热，但有风，适合比赛。”无锡银鸥文
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教练王绪驰说。
近年来，锡山区鹅湖镇依托丰富的湖
荡资源优势，成功承办多场水上运动
赛事。 （尹晖）

省帆船俱乐部联赛
首站在锡开赛

（上接第1版）
无锡东站、各交通道口等重点

部位，涉疫城市来（返）锡人员查验
严格、有序地进行着。面对今年多
轮疫情冲击，锡山区把外防输入作
为重中之重，跨前一步主动搜集外
地“露头”风险源，加强对入锡通道、
落脚点“一头一尾”的管理，做到人
员来锡留痕、在锡有踪、离锡可溯，
坚决守好无锡“东大门”。

围绕“主动防、早发现、快处置、
强机制、稳运行”，锡山区深化对“九
版方案”和“九不准”要求的理解认
识，积极探索、精准研发实用打法。
同时不断提能力、强攻坚，适度提高
隔离房间、核酸检测、流调溯源、物
资保供等能力建设规模，选优配强

“一长七组一感控监督员”、社区工
作者等专业化基层力量，推进“智能
型”技防网二期建设，同时深入开展

“锡净、提能、强基”行动，扎实推进
预警监测、通道查验、数据汇集、机
制建设等173项具体攻坚措施，杜
绝漏管失控。

坚持“项目为王”，推
动经济企稳回升

用政策的创新指数、干部的辛

苦指数和工作的落实指数，对冲下行
压力、稳住经济大盘，确保下半年
GDP增速高于全市平均1个百分点以
上。8月12日，方力在锡山区委工作
会议上提出了锡山区今年全年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增长16%、突破2000
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45%的冲刺
目标。

“锡山区今年在超百亿元重磅
产业项目上实现了‘零’的突破。”锡
山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6 月
28日，总投资 112亿元的力神动力
电池研发总部及生产基地项目启动
建设，这标志着包括德力佳二期项
目在内的2个省重大实施项目已全
部开工。

今年以来，锡山项目引建鼓点密
集，各板块发展热潮涌动。天天都有
客商盈门，周周都有项目签约、开工，
一批个头大、品质优的项目抢抓建设
黄金期，开足马力、加快推进，撑起了
锡山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天地”，彰显
了锡山发展的新力量。锡山区发改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市下达锡山招
引备案总投资10亿元以上重大产业
项目9个，其中50亿元2个（含100亿
元1个），截至目前完成备案6个，其
中，100亿元1个。

立足落地、开工、生产、达产四个
维度，锡山将坚持“项目为王”，办好金
秋招商月等活动，全年招引落地超10
亿元产业项目20个以上，其中超50
亿元项目2个、超100亿元项目1个，
完成工业投资280亿元。

守住底线加固底板，维
护安全稳定局面

抓好安全生产工作重在落实。
7月，锡山区吹响了安全生产百日攻
坚行动的“出征号角”，燃气安全、危
化品全周期管理、道路交通治理水
平、消防安全防线、冶金工贸企业监
管……加固每一道防线，绝不让重点
行业领域安全有疏漏。锡山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半年，该区将以更加
负责的工作态度、更加严格的监管手
段，不折不扣开展好重点行业领域安
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坚决遏制各类
事故发生。

安全稳定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
和基础。据了解，聚焦守住底线、加固
底板的锡山区将一体推进安全生产大
检查、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百日攻坚
行动，深化信访突出问题攻坚，确保社
会大局安全稳定。

（尹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