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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7日，在长江北
路沿线的广场、小游园、公交站
台，随处可见一些身穿橙色工作
服的工作人员在穿梭忙碌，他们
是新吴区首批上岗的“城市管
家”。记者获悉，新吴在全市率先
实现“城市管家”一体化管理全域
覆盖，全区目前共有800余名“城
市管家”，他们统一着装、规范作
业。

“非机动车停车区的车辆乱
停，请来整理。”“广场上有一块油
污，赶紧把洗扫机开过来清理。”

“公交站台上的座椅上有灰尘，来
擦拭下。”……记者现场看到，新
吴“城市管家”除了统一着装和随
身携带一部对讲机外，还统一配
备了智能手环、喷水壶、铲子、夹
子、干湿抹布、口哨、文明停车告
知单等作业“八件套”（如图）。江
溪街道“城市管家”郭师傅边展示

他的装备边介绍：“这些都是我们
日常工作中的亲密‘伙伴’，能让
我的工作更高效。比如智能手
环，不仅能记录我日常的工作轨
迹，还能监测心率、血压、血氧等
身体数据。如果在工作中出现身
体不适，手环会及时提醒我休
息。铲子、喷水壶、抹布等工具小
巧便捷，分类放到定制的腰包里，
随身携带，拿取方便。”

“城市管家”队伍是城管队
伍的补充力量，为城市精细化管
理提供了有力支撑。江溪街道
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家”工
作负责人张娴说，早在2020年
街道就率先在全市采用“城市管
家”一体化管理模式。为了改变
以往“一把扫帚扫天下”的粗放
型保洁模式，还投入使用了一批
深度清洗车、洗扫车、道板清洗
车等作业车辆，通过“人工+机

械”相互配合的模式，实现多机
种立体化作业。目前街道的“城
市管家”实行“早六晚十”两班倒
工作模式。工作内容主要是对
主干道及道路两侧可视范围实
施高质量管理服务，包括沿街机
动车、非机动车引导停放管理，
道板以上区域环卫保洁、城市家
具日常管养、沿街店外经营、乱
堆乱放劝导管理以及“撤桶”后
沿街商铺生活垃圾统一收运
等。“城市管家”的上岗，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公共区域失
管、管理能效低的突出矛盾。

据了解，今年新吴区专门出
台“城市管家”实施指导意见，对
城市管理的职能定位、工作机制、
协同配合、考核奖惩等进行了明
确。通过对外招标委托第三方公
司统一实施市场化运作管理。

（刘丹 图文报道）

“城市管家”配备八件套上岗
新吴区率先实现一体化管理全域覆盖

本报讯 昨天，无锡动物园内
即将满百日的小熊猫在记者面前
略显害羞，一个劲地往“奶爸”怀里
钻。但过了一会儿，她就摇着小尾
巴悠闲踱步，喝起奶来却毫不含
糊，健康活泼的萌样人见人爱。这
表明，我市首次人工繁育小熊猫获
得成功。

6月 18日一早，随着笼箱内
传出一声声类似小猫的叫声，动物
园饲养员发现了一只刚出生的小
熊猫“女宝宝”。在确认小熊猫妈
妈并未有带仔迹象后，饲养员立即
将其抱出进行人工育幼。此前，无
锡动物园未曾有过人工育幼小熊
猫的先例。“目前，国内动物园小熊
猫人工育幼成功案例不多，且成活
率在10%以下，这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无锡动物园
的工作人员表示。

刚出生的小熊猫宝宝与成年
小熊猫长得不太一样，体重只有
122克，灰灰小小的，一个手掌就
能托住。为确保小熊猫健康成长，
动物园当即成立育幼小组，24小
时全天候照料，对她每天的体重增
减、排便次数、粪便颜色等一一进
行登记，并及时调整育幼方案。

技术专员姚师傅说：“养小熊猫

宝宝就像坐‘过山车’，时不时出现
的状况经常让我们措手不及。”起
初，为了让小熊猫宝宝更好地吸收
营养，在与多家动物园沟通交流、查
阅资料之后，决定使用专用奶粉与
婴幼儿奶粉进行混合喂养。然而喂
奶初期，小熊猫宝宝的体重不升反
降，出现了经常排稀便、眼分泌物过
多引起眼睛肿胀等问题。幸而在大
家的悉心照料下，小熊猫宝宝逐渐
康复并茁壮成长。如今，小熊猫宝
宝的体重已达到1300克，样貌也越
来越接近成年小熊猫，不久之后就
能与广大游客见面。

记者当天还获悉，一只小长颈
鹿6日从上海动物园“远道”而来，
落户无锡。

这只长颈鹿“男宝宝”名叫姗
六，于2021年 6月20日出生，如
今身高约 2.5 米，体重约 300 公
斤。姗六的妈妈和无锡动物园内
的长颈鹿九儿的妈妈，是同父异母
的姐妹。所以说，姗六是九儿的表
弟。据上海动物园介绍，姗六很喜
欢跟其他长颈鹿在一起，平时最爱
吃的食物是南瓜。目前，姗六正在
室内隔离以适应新环境，中秋节期
间可能会来到室外与游客见面。

（卢易、周楚楚 文/刘芳辉 摄）

我市首次成功繁育小熊猫
一只小长颈鹿“远道”而来，与表兄团圆

本报讯 因软管老化、破损或阀
门失管造成的燃气泄漏，是威胁社区
燃气安全的最大隐患。为了提升燃
气用户安全用气环境，9月1日，胡埭
社区网格员联合燃气公司上门为辖
区内100余户使用瓶装液化气、管道
燃气的居民免费安装燃气自闭阀、更
换金属包覆软管，并进行了使用安全
培训。

网格员杨冬妮与燃气工作人员
先来到居民杨新玉家，进行瓶装液化
气安全检查，经仪器检测，发现存在
减压阀松动、连接软管超期使用等安
全隐患。网格员说明来意后，燃气公
司拆除了旧的橡胶软管，装上新的
软管和安全阀，拧紧螺丝、测漏、点
火确认……更换完相关配件后，又仔
细检查各环节的安装是否有纰漏。

“我们老两口每天做饭，习以为
常，一直没注意要更换零件，这回社区
帮我们换了新软管和安全阀，还是免
费的，真的是太贴心了。”杨新玉很高
兴。随后杨冬妮向他说明了燃气使用
注意事项，手把手指导，增强老夫妻安
全用气意识和事故预防、处理能力。

胡埭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为使用瓶装液化气与管道煤气的
家庭筑牢安全防线，切实维护居民生命
财产和公共安全，为辖区居民营造安
全、稳定、和谐的居住环境。 （胡杨）

免费更换软管和安全阀

为社区燃气安全
加把“锁”

本报讯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
夜。昨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白露，然
而，无锡当天温度不降反升，最高温达
34.8℃，趋近高温线。

此前的气温下降主要受台风影
响，这两日温度短暂回升也是正常
的气候现象。除了秋意渐浓，白露
还有昼夜温差大的特征。白露开
始，夏季风逐渐为冬季风所代替，冷
空气转守为攻，加上太阳直射点南
移，北半球日照时间变短，光照强度
减弱，地面辐射散热快，所以温度下
降速度也逐渐加快。今日起，无锡
最高温度将在30℃左右，最低温度
大约在20℃。

6日、7日连续两日气温高升，让
人不禁疑惑，难道是“秋老虎”发威
了？并非如此。“秋老虎”在气象学上
是指三伏出伏以后短期回热后的
35℃以上的天气。形成“秋老虎”的
原因是控制我国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秋季逐步南移，但又向北抬，在该高
压控制下晴朗少云，日照强烈，气温回
升。天气特征是早晚清凉、午后高温
暴晒。对比一下气温、天气特征以及
副高的走势，这几天都不符合“秋老
虎”的气象特征。但未来“秋老虎”会
不会反扑还不好说。 （崔欣润）

白露当天气温反升
昼夜温差将拉大

本报讯 “近 2万元的住院费
用，我个人只出了502.44元！”近日，
家住经开区的沈老伯说，今年73岁
的沈老伯属于特困供养人员。今年
一季度，沈老伯因患慢性胃肠炎在市
第二中医医院住院，三次住院医疗总
费用19671.4元，其中基本医疗保险
报销12318.71元，医疗救助资金支
付 4795.18 元，个人花费 2557.51
元。让沈老伯惊喜的是，出院后不久，
他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显示市红十
字会将2055.07元的帮扶款打到了他
的个人银行账户上。

沈老伯享受到的帮扶来自无锡
市2022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为特殊
困难群体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提供
医保政策范围内免费住院医疗服
务。该项目为2022年度民生服务

“十百千”行动中人代会票决产生的
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由市医保局
牵头，联合市红十字会、市慈善总会
对三类困难群体（低保对象、特困供
养人员、困境儿童）进行精准医疗帮
扶，即在定点的医疗机构以及经定点
机构转诊发生的基本医保政策范围
内住院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医疗救助三项制度保障后的个
人负担部分，再动员社会力量进行慈
善帮扶。

记者了解到，随着基本医疗保障
制度不断完善，我国构建了基本医疗

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
综合保障。“三条保障线”牢牢托起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大大减轻了患者医
药费用负担。但是对于特殊困难群
体来说，突如其来的医疗费用仍然是
沉重的家庭负担。为有效覆盖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之外的医
疗费用，市医保局创新帮扶模式，与
市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开展深度合
作，实现对困难群体医疗费用的“四
重综合保障”。

记者了解到，经民政部门认定并
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
员、困境儿童，无需申请，即可享受医
保政策范围内“免费医疗”政策。符
合条件的人员出院结算后2个月左
右，银行卡就会收到来自市慈善总会
或红十字会的帮扶费，同时将收到一
条告知短信。

据统计，2022年1月—5月，相关
部门通过该政策已向594名困难群众
发放帮扶费用75.37万元，人均帮扶费
用约1269元，单次帮扶费用最多达
6608元。下一步，市医保部门将进一
步推动民生实事项目落实，充分发挥
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等社会组织在减
轻大病医药费用负担方面的作用，奋
力破解共同富裕道路上因病致贫返贫
难题，让三类特殊困难群体感受到“十
百千”行动的民生温度和社会关爱。

（史春阳）

创新医疗帮扶模式，实现四重综合保障

三类困难群体
享住院“免费医疗”

本报讯 小小菜市场连着大民
生。经过5个月的时间，原本老旧的
水乡农贸市场日前焕新面世。新市
场不仅“颜值”大提升，还实现了数
字化运营管理，变身为“智慧农贸”，
让周边百姓的“菜篮子”拎得更安
心。

“市场改造后购物环境更好了，
而且在手机上就可以实时查看蔬菜
的来源。”正在买菜的市民刘德圣告
诉记者。改造前的水乡农贸市场不
仅存在灯光昏暗、地面积水，没有厕
所和空调等问题，摊位规划及菜品
摆放也混乱无序。今年3月起，华庄
街道投资1000余万元对该市场进
行改造升级，改造后实现了数字化
经营与专业化管理，菜品布局也得
到了优化，摊位总数增至138个，可
以服务周边居民3万人以上。

“水乡农贸市场改造强化了精

品意识，按照新型农贸市场标准精
心雕琢，并增设智能化管理系统，建
成了具备市场数据采集分析及反向
指导供应链功能的‘数字菜场’。”无
锡新城农贸市场有限公司水乡市场
负责人姚宏伟说，水乡农贸市场数
据信息纳入了智慧农贸平台监管
中，可以实时查看菜品检测信息、商
户交易排名、一个月的菜价趋势等。

值得一提的是，该农贸市场还
引入了智能化AI溯源电子秤，实现
菜品识别只需1秒，配合系统自动称
重，高效缩短了顾客排队等待的时
间，优化购物体验。据了解，水乡农
贸市场将组织商户培训AI电子秤
的使用方法，尽快让市民和商户体
验到AI电子秤带来的便捷。不止
于此，市民还可以直接扫描购物小
票上的二维码，直接查看商品信息，
实现农贸市场管理、服务和监管的

信息化转型，有效保障市场交易公
平和食品安全。

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新城农贸·
果色花香农贸市场也同时焕新启
用。除了引入AI电子秤、智能化管
理系统，该农贸市场更具便民服务
特色，对口支援消费帮扶专区和基
地直采直销专区正式上线，大大地
缩短了农产品流通环节，形成从产
地到零售终端的无缝对接，将安全、
质优的基地蔬菜直达消费者手中。
更贴心的是，果色花香农贸市场还
设置了便民服务中心，为市民提供
缝纫、配钥匙等服务类业态。

此外，还将推行“U鲜计划”为
应届大学毕业生给予创业基金，集
合生鲜食材、水果、特产等商品自营
品牌的唯乐MART也将于9月3日
试营业，进一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
需求。 （耿沐言）

无锡经开区两个老旧农贸市场焕新“登场”

智慧农贸让菜篮子拎得更安心

昨天，渔业工人在养殖池捕捞大闸蟹。中秋前夕，东港镇港南养殖基地大
闸蟹进入成熟期，开始规模捕捞上市。该基地通过科学方法养殖，不仅让市民
提前尝鲜，也为养蟹专业户带来增收的契机。 （刘芳辉 摄）

本报讯 “太湖石、旋转楼梯、
星空广场，蠡湖畔又多了个打卡
地！”近日，历经7个月精雕细琢，
近2.2万平方米地铁4号线大剧院
站出地面工程已基本完工。其中，
位于大剧院路南侧、即将开放使用
的地铁4号线大剧院站1号口，以
时尚新颖的造型，引来不少市民驻
足打卡，也成为蠡湖之畔一道别致
的地标风景。

“颜色和线条都很时尚，外部
环绕的绿植也很协调，很有‘国际
范儿’。”市民蒋女士说。记者在现

场看到，一座优雅洗练的亮银色建
筑点缀于大剧院南侧，银灰色镜面
钢结构造型，宛如一滴巨大的镂空
水滴。作为离无锡大剧院最近的
地铁出入口，靓丽出新的大剧院站
1号口不仅功能性强，也极具视觉
美感。地铁建设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1号口设计灵感来源于蠡湖
流水之美，同时引入太湖石等地方
文化元素，将流畅曲线融入车站出
入口设计，呈现出兼具现代科技感
与传统文化的效果。

地铁4号线大剧院站出入口
功能风格各有特色，由1号口向南
步行100米，焕新升级的10号口

以下沉广场方式串联轨道交通及
周边商业，直通万象城购物中心、
大剧院站站厅及商业街。行走其
中，如同步入“时空隧道”，整个视
线随金属旋转楼梯环绕延伸。10
号口以“现代、时尚、都市”为主题，
通过内部曲线造型与吊顶元素、景
观围栏彼此呼应，匹配大剧院周边
区域的艺术氛围。

让建筑与周边环境相得益彰。
走出地铁4号线大剧院站各出入
口，绿植花卉丰富，各种绿化景观造
型别致，视野开阔。“以疏林草地为
主，搭配落叶树种，是大剧院周边的
景观提升方向。”地铁建设公司相关
负责人说，为实现出站即可见大剧

院，地铁站出入口周边绿植并未选
择常见的乔木，而改用低矮花灌木，
精雕绿化“微景观”。

截至目前，地铁4号线大剧院
站2号口、11号口已开通，1号口将
于近日开放，其余出入口也将根据
地上地下业态开发进度陆续开
放。下一步，无锡地铁将利用绿地
空间，有序串联商业活动广场、大
剧院汇演集散广场、艺术活动广场
和生态游憩广场，结合下沉广场和
景观绿化对地铁站附属设施进行
消隐。未来，更优的片区门户形
象、更多的城市活动空间，值得市
民期待。

（孙倩茹、夏昊森 图文报道）

4号线大剧院站出新，蠡湖畔又添“打卡地”

里进出地铁站，靓！镂空水滴镂空水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