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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
杂，全国多地区出现本土疫情。
西藏外溢病例持续存在；毕节市
社区筛查感染者占比持续较高；
天津疫情发现较晚，目前传播关
系不明，感染者活动轨迹复杂，辐
射较广；河北石家庄、承德市疫情
感染来源不明，社区传播风险仍
存在。为有效控制疫情输入风
险，科学精准防控疫情，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办公室提醒：

一、来锡提前报备

①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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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特别是有天津市，河北省
唐山市，四川省成都市、宜宾市、
内江市，广东省深圳市，湖北省随
州市，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海南省
万宁市，湖南省湘潭市，西藏自治
区等涉疫地区旅居史的来（返）锡
人员；

上述人员务必提前2天通过
“入锡申报系统”进行自主申报、
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单位或入
住酒店报备，按要求落实核酸检
测、健康监测等各项防控措施。
对不主动报备、在报备过程中隐

瞒行程、不履行相应健康管理等
防控规定的人员，造成疫情传播
或严重后果的，将依法依规严肃
追究法律责任。

二、合理规划出行

倡导市民减少非必要跨省、
跨市出行，避免前往发生本土疫
情的省份、地区。确需外出的旅
行人员，出行前通过中国政府网
或国务院客户端微信小程序查询
目的地最新疫情防控政策，并按
规定进行报备、审批。回锡后严
格落实核酸检测和个人健康监测
等防疫措施。

三、遵守防疫准则

所有市民要严格遵守《公民
防疫基本行为准则》，坚持勤洗
手、戴口罩、注意咳嗽礼仪、文明
用餐、遵守1米线、常通风等良好
卫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科学
处理境外包裹和进口冷链食品；
进入公共场所主动配合“门铃码”
查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必须
戴口罩，扫“门铃码”。

无锡市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
控指挥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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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锡返锡，请主动报备

“效率很高，3天内就修好了。”
说起家附近的河堤修复，宜兴金丽
城市花园小区居民忍不住竖起大拇
指。河堤修好后，老百姓不用再提
心吊胆了。

不久前，宜兴金丽城市花园小
区北侧的碓坊河河堤处，出现了一
个明显的孔洞。由于正好位于住宅
楼下，有坍塌的风险，居民们都比较
担心，于是便向相关部门反映了这
一情况。“收到诉求工单是周一，事
实上我们在上周五例行巡查过程中
就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做好了制定
方案、准备材料等前期工作，因此周
一下午就派施工队进场施工。”宜兴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回
忆。

碓坊河河堤位于宜兴老城区，
已有10多年历史，原来破损的孔洞
有一米多长，内部填充的石块已经
脱落。相关部门发现这一问题后，
立即将其列入修复清单，进场后3
天内便快速完成修缮工作，获得了
居民们一致好评。

碓坊河河堤修复是宜兴老旧泊
岸维护的一个缩影。据宜兴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两
年，老旧泊岸坍塌的情况逐渐增
多。目前，宜兴老旧泊岸约63公
里，均集中在宜兴老城区，许多泊岸
年代较长。为此，今年，宜兴将老旧
泊岸的维护修缮列为一大工作重
点。为切实提高群众安全感、获得
感，宜兴还开展了相关专项行动，在
每周五组织人员对老旧泊岸进行一
次例行水上巡查，罗列问题清单，根
据轻重缓急分步实施。截至目前，
已发现问题泊岸28处，其中20处
已完成修复。 （蒋梦蝶）

3天修复1处老旧泊岸

为让辖区居民感受先贤廉政文化，金和社区在辖区清风亭、廉洁桥等地
举办“清廉人物故事会”活动，通过分享《海瑞罢官》等故事，营造崇德倡廉的
社会风尚。 （朱吉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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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9 日，2022 年无
锡马拉松完赛奖牌《绽放》亮相，
看过本报微信视频号发布的宣传
片后，跑友们连呼“没想到”！

无锡马拉松被誉为“春天第
一跑”，跑友们又亲切地称之为

“樱花马”，因为比赛的季节正值
全城樱花烂漫。即便今年的锡马
延期到了秋天，完赛奖牌《绽放》
依然少不了樱花。奖牌正面首先
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朵绽放的樱
花，上半部分还有一个特别的凹
窝，如一汪清浅的湖水，静静漂浮
着点点樱花。奖牌的背面则是无
锡的城市徽标“玉飞凤”，代表着
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传承与文化
底蕴。

这几年，锡
马的完赛奖牌
都藏着精巧的小
机关，如八音盒、
放映机等，令人爱
不释手。今年，有趣
的交互体验依然是奖牌
的设计方向。别小看奖牌正面
那朵显眼的樱花，其实内有乾坤
——自上而下滑动樱花，上半部
的凹窝宛若花朵绽放：左边伸展
出缤纷油纸伞，流转着独属于烟
雨朦胧的诗意风情，正如锡马的
前半程，选手们将尽情领略江南
如诗如画的风光，沉醉于碧波万
顷、小桥流水之中，油然而生“人
在画中跑”的感受；右边则延伸出

锡城印象，传统的江南建筑与摩
登的当代地标交相辉映，正如锡
马后半程，奔跑进日新月异的城
市风光中，一幅充满现代气息的
都市图景跃然眼前。

绽放，是花朵的高光时刻。《绽
放》奖牌将在11月6日见证27000
名选手、第9次锡马和这座城市的
高光时刻。 （卢易 图文报道）

本报讯 昨日，江苏省第十一届
残疾人运动会在泰州落下帷幕。从市
残联获悉，本届残运会无锡共有84名
残疾人运动员参赛，累计收获73枚金
牌20枚银牌6枚铜牌。其中，集体项
目的表现尤为亮眼，坐式排球实现双
冠王，三人制聋人篮球男队获得冠军，
女队获得季军。

本届残运会中，我市残疾人运动
员分别参加游泳、三人制聋人篮球、田
径、特奥等比赛项目。虽然我市全体
参赛人员集训时间不足15天，却在赛
场上凭着全力以赴、奋勇拼搏的精神，
取得了金牌数超越上届水平的佳
绩。宜兴市残疾人运动员杜伟在乒
乓球公开级混合赛中为无锡队取得
第一枚金牌。无锡残疾人运动员姚
娟连获3枚金牌，在F44级铅球、标
枪、铁饼项目中再次展现老将的非凡
实力。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我市在田
径和特奥项目成了全省夺金大户，田
径队共获29枚金牌、特奥项目共获
16枚金牌。 （耿沐言）

省残运会
无锡获73枚金牌

18日，第二届无锡“太湖人才杯”
高校校友足球赛在江苏省太湖高级中
学拉开帷幕。此次大赛共有来自清华
大学无锡校友会、北京大学无锡校友
会、同济大学无锡校友会等16支球队
参加。整个赛事将持续到 10 月 30
日。 （宗晓东 摄）

本报讯 至8月底，全市生猪存
栏8.2万头，同比增加13.9%。市农业
农村局信息显示，一改“十三五”初本
地上千家小散猪场构成地产生猪供应
者的状况，当前27家规模生猪养殖场
挑起保供大梁。无锡生猪养殖业显现
了强劲的向现代农业进击之力。

因为达不到雨污分流、干湿分离，
废水处理达标等要求，到2018年，无
锡有2000多家小散乱养殖场因此退
市，生猪自给率一度下滑至不足
10%。近几年来，由于国际经济形势
日益复杂多变，疫情呈突发性、多发性
态势，猪肉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对

城市和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性日益突
出。除了与省内其他城市签约成立域
外养殖基地以保障一定的自给率外，
发展科技含量高、生产水平位于全国
全省前列的生猪规模养殖业成为无锡
发展方向。

位于宜兴的润坤牧业公司从项目
立项、环评审批到用地需求等，政府给
予全力保障，不少环节企业跑一趟就
能办成。一路绿灯，使这个占地450
亩、可年出栏生猪12.6万头的养殖场
筹备不到一年就迅速投产，成为我市
最大的生猪养殖场。市农业农村局信
息显示，2019年以来，全市生猪养殖

业招商引资力度加大，生猪存栏量以
平均每年50%的速度增加。

规模养殖场“牛”在哪？和粪污乱
堆、苍蝇乱飞的传统养殖方式比，润坤
上万头生猪的居住环境上了不止一个
档次。猪舍里装有从丹麦进口的环控
系统、温控系统，通过物联网、大数据
等技术，温度控制在28℃左右；智能
化系统可自动监测猪舍异味，一旦超
过设定数值就自动开启风机将异味排
出，引入新鲜空气——妥妥的智能“别
墅”。生猪吃饭也很有讲究：喂料时，来
自正大集团的专用配供饲料全自动喂
料机传输至每个食槽；乳猪、仔猪、哺乳

母猪饲料都不同，安全又营养。公司老
总韩涛说，这里不仅比传统养殖更卫
生、舒适，而且人工可节约50%，两三千
头商品猪只需4个人管理，饲料也因投
喂定时定量而可节约20%。

“全市27家生猪养殖场均已实施
企业化运作，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养
殖，约30%引入了智能化设施。”市农
业农村局人士说。预计全年生猪存栏
量可达10余万头，能繁母猪可达近万
头，再加上域外基地签约的1.56万头
能繁母猪，全市生猪自给率可达
30%，达到区域重要农产品保供安全
基准。 （朱雪霞）

27家规模猪场挑起保供大梁
至8月底生猪存栏8.2万头，同比增13.9%

本报讯 昨天，由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联合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
起的2022年“你点我检”活动第二期
投票结果出炉。奶茶、酱卤肉、冰激
凌、海苔、烤肠等为最受消费者关注抽
检品类。惠山区长安南胡巷小学周
边、汉堡王、东 实验学校周边、麦当
劳、必胜客为最受关注场所。

此次“你点我检”活动，参与投票
者在备选清单中选出抽检品类和抽检
场所。活动总访问量56580人，累计
票数849148票，参与投票者在25个
食品种类、219个抽检场所清单中选
出10个抽检品类和5个抽检场所。

“将群众的‘关注点’转变为监管
的‘着力点’，合力守护消费者身边的

‘菜篮子’，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市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安全抽
检监测处人士介绍，食品安全抽检仅
凭监管部门的力量很难面面俱到。

“你点我检”就借助了群众的力量，结
合“互联网+”方式来推进食品安全监
管。

邀请热心市民到抽检现场，参与
抽样检验环节则让“你点我检”带给群
众更高的参与度和获得感。19日，市
监部门邀请了部分市民代表来到了市
食品检验检测中心，现场参与抽样检
验环节。由消费者票选出来的产品封
样送到这里，现场进行各项理化指标
检测。市民代表亲身了解食品检测流
程，体验食品安全监管和检验检测工
作，现场气氛热烈。

据悉，“你点我检”全年将开展三
期共500批次抽检。目前已进行了两
期共300批次的抽样检验，275批次
检验结果已出，全部合格。（周茗芳）

“你点我检”
抽检结果出炉

本报讯 9月19日，我市援助
四川核酸检测队在圆满完成任务后
平安返锡，市卫健委和各派出单位
代表组成的欢迎队伍来到苏南硕放
机场出口处迎接英雄们凯旋。

4日，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在省
卫生健康委专家组指导下，我市组建
了由市人民医院、市二院、江南大学
附属医院、市中医医院、市妇幼保健
院、市精神卫生中心、市儿童医院等
市属医院和江阴、宜兴、梁溪、锡山、
惠山、滨湖、经开、新吴等地医疗机构

51人组成的援川核酸检测队。一到
四川，按照当地核酸检测的设置及人
员要求，51名队员开始在实验室分
工协作，不畏困难，连续作战。援川
检测队（无锡）领队、江南大学附属医
院医学检验主任技师周桓介绍，自9
月4日抵达四川后，检测队迅速熟悉
情况，确定基本检测流程，每日研判
报告进行风险提示，四川方面还给予
检测队各种物资配备保障。一系列
措施，让我市援川核酸检测医疗队圆
满完成了任务。 （葛惠 图文报道）

我市援川核酸检测队凯旋

（上接第1版）火车站、老东门和梁
溪科技城的城市设计也已经展开，
再次激活属于它的繁华原貌，让更
多人领略到老城区的风采；围绕环
城古运河景观环境的提升，梁溪区
还结合部分更新区域，打开沿河空
间，串联水陆游线，形成沿河公园，
既守护与延续了古运河的历史文
脉，又满足了市民游客观赏休闲的
需求。此外，梁溪也在全面提升城
市功能，重点沿中山路、人民路两条
轴线，做强做优核心商圈，对区域内
的现状商业体，如崇安寺一、二期
等，进行改造提升，焕发老城的动能
与活力。

无锡人心中的“龟背壳”区域也
将迎来新变化。根据梁溪区商务局
与市自规局梁溪分局共同编制的
《无锡梁溪区商业策划》，中心老城
的商业定位是一个具有引领性、以
商旅文融合为特色的市级商圈。同
时，该片区也是重点更新单元，规划
从城市功能、开放空间、交通体系、
人文历史四大方面入手，让“龟背
壳”焕发新生。

模样在变，情怀不变

“从小生活在这里，对老城一直
有感情，现在，这里宜居也宜业，百
姓们也享受到了发展的红利。”刚退
休的李楠，不久前搬回了面貌一新
的老城区，住在运河边的一个小
区。小区在去年完成了宜居住区改
造，开窗见绿，出门即景，楼下还新
添了健身器材，重新铺设的步道走
上去省力又舒适。过去，李楠曾因
不满老城区陈旧的生活环境，搬离
了这里，而今，变美的老城区如磁石
般又把他吸引了回来。作为国家级
老城区更新改造试点地区，梁溪区
近年来多措并举，着力推动绿色低

碳发展，老城区“改”出了新气象，居
民幸福感显著增强。

穿越时光隧道，老城厢的模样
虽然在变，但人们对她的情怀不
变。小娄巷、南长街、曹张里、民丰
路……一条条烟火巷子，每每走近，
都仿佛在听她诉说着往事；生煎包、
小馄饨、糍饭团、大饼油条等颇有

“资历”的小吃，使钟情于“锡式”味
道的人们对老城念念不忘。鉴于
此，梁溪区结合生态修复、文化特色
彰显、历史建筑活化利用、产业兼容
复合利用、完善民生配套等理念和
手段，从更深层次上实施城市更新，
在城市更新中留住老城浓浓的烟火
气息。

更新改造后，老城区变新了、变
美了。街道整齐洁净、建筑现代感
十足，京杭大运河和古运河水质良
好，沿河文化带凸显文化气息，居民
们沿着河畔的绿色步道在城中绿地
穿行，鸟语花香令人陶醉。与此同
时，梁溪区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和现代服务业，跨境电商、总部经
济、数字经济、文旅融合等新产业、
新业态生机勃发。人们对于梁溪，
又生出了新的情愫。

时代在变，乡愁不变

梁溪，是无锡一直在续写的鸿
篇巨著，品读起来韵味悠长，又常读
常新。这里有世界文化遗产点黄埠
墩和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千里运
河独一环”吸引着世界目光；这里的
惠山古镇祠堂群是历史奇观，也是
海内外华人的寻根宝地；工商文化
在此发祥，时至今日，依旧闪耀；“书
圣”王羲之、“画圣”顾恺之、“乐圣”
华彦钧（阿炳）曾在梁溪生活或定
居，区域内更涌现了薛福成、秦邦
宪、张闻天、陆定一、钱锺书、顾毓

琇、王选等名人，引发各界前往其故
居追念先贤……随着时光的推移，
老城区承载的乡愁更加浓郁。

今年中秋小长假首日，古运河
景区人流量比去年同期增长32%；
三天假期景区商家销售额突破1600
万元。梁溪区以“今夜‘梁’宵‘双9’
嗨购节”等多彩活动为平台，在清名
桥广场用四场各具特点的市集，结
合国风动漫演出、全民电竞比赛和
场景营造，成功吸引年轻人，充分释
放民众消费新活力。“喜欢逛南长
街，有种走进历史深处的感觉，但又
会被身边的潮玩拉回现实。”大学生
小吕一语中的。景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随着周边地块的焕新出新和周
围道路的全线畅通，景区将整合更
多资源，带动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建
设“无锡景、梁溪情、运河风、国际
范”的世界旅游目的地。

据了解，梁溪区正全域谋划推
进古运河、大运河的保护开发，深入
挖掘运河文化、民族工商文化等历
史内涵，整合清名桥、小娄巷、接官
亭弄、北尖公园等景区街区，结合

“百宅百院”工程活化利用一批历史
建筑。通过对历史建筑和工业老厂
房的活化利用，梁溪区在展现地方
历史文化的同时，填补了城市公共
服务设施的缺口。此外，梁溪区还
将特色文化符号和元素融入城市设
计中，打造城市文化品牌。特别是
对于历史街区等区域，通过下“绣
花”功夫、进行精细化“微改造”，在
提升环境品质的同时，传承文化、延
续乡愁。

城市总是在“变”与“不变”中前
行。城市需要变化，有变化才有发
展；城市也需要守住一些东西，传承
下去，这些正是能让我们找到精神
家园的密码。精彩梁溪，正守护着
这样的密码，努力破茧成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