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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太湖新城发展
集团获悉，雪浪小镇未来中心项目9号
楼于近日获评中国建筑节能协会2022
年第三批零能耗建筑项目，这也是目前
全市零能耗建筑中综合体量最大的项
目。该建筑将于明年6月底全面完工，
建成后可实现零能耗、零碳排放。

未来中心项目9号楼位于雪浪小镇
西北角，总建筑面积近6500平方米。“在
施工过程中，我们采用全过程BIM技术
作为施工指导，用三维可视化设计模型
替代原有二维图纸，通过数字信息仿真，
模拟建筑物所具有的真实信息，可以有
效提高工程效率，节约建设成本。”太湖
新城发展集团新慧恒公司相关负责人张
成杰说，结合夏热冬冷地区特点和建筑

自身设计特点，还综合应用了高效节能
外围护系统、单晶硅太阳能光伏组件等
零能耗绿色建筑节能技术。

满满的“黑科技”，助力项目实现绿
色节能。据了解，9号楼空调系统采用
地源埋管水源VRV系统，不仅具有常
规VRV的节能、安装灵活等特点，更具
有地源热泵与地下土壤进行热量交换的
优势。尤其是在夏季高温天，该系统在
向室内提供冷气时，其废热能向温度更
低的地下散热并储存热量，到了寒冷的
冬季，又可以利用地下土壤的温度为室
内供暖，该系统可以实现近40%的节
能。此外，该项目还采用了三玻两腔双
银中空玻璃幕墙结构，可将室外的冷和
热有效隔离，降低室内的冷热负荷。“据

统计，雪浪小镇未来中心9号楼是全市
零能耗建筑中综合体量最大的项目。”无
锡经开区建设局相关人员说。

目前，9号楼已获评江苏省绿色建筑
品质提升项目“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
示范类型”，获得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资
金。接下来，该建筑将进行外幕墙和机
电管线安装，预计明年6月底全面完工。
建成后，9号楼综合节能率将达到100%
以上，实现可再生能源利用率100%，每
年可节省136.25吨标准煤，也就意味着
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99.59吨。值得一
提的是，9号楼不仅能“自来电”还能“输
出电”，预计该建筑全年能耗值为
426.369兆瓦时，而建筑本身太阳能光伏
应用的年发电量就能达到474.97兆瓦

时，除能承担本建筑全年用电能耗外，余
电还可并网供未来中心其他楼栋使用。

眼下，我市正力促绿色建筑的规模
化发展。“我市建筑领域不断加大绿色节
能推进力度，加快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超
低能耗建筑建设、装配式建筑和可再生
能源建筑应用，确保新建居住建筑75%
节能标准。”市住建局建筑节能与设计处
负责人介绍。据统计，2017年我市在全
省率先提出新建民用建筑全部执行二星
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去年又进一步
明确单体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大
型公共建筑按照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设
计建造。2018年至今，我市新建二星级
及以上绿色建筑面积达9594万平方米。

（耿沐言、孙倩茹）

“黑科技”打造“绿楼宇”

体量最大零能耗建筑明年投用

法官在手机APP上生成执行任
务，经审核后由对应片区网格员签
收，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
势，网格员快速协助法官完成一系列
执行任务。

“三熟”的网格员助力解决“老大
难”，效果是否达到预期？日前从梁
溪区委政法委获悉，经过半年多的部
署完善，该区目前已建立“网格+执
行”长效协执联动机制，并通过科技
助力，让网格员成为法院执行工作的

“触角”和“前哨”。数据显示：机制建
立以来 ，该区执 行案 件 合 格 率
100%，位列全市第一，结案平均用
时同比减少9.62天，执行完毕案件
结案平均用时同比减少14.12天。

案在格中执
查人找物最难，却是“网”的长处

在法院工作中，执行难向来是
“老大难”问题。“在执行工作中，最难
的是查人找物，而许多小标的额案
件，只要找到被执行人，基本都能促
成执行和解或执行完毕。”梁溪法院
执行局副局长吴迎春告诉记者，梁溪
法院年均各类执行案件超1万件，其
中涉及财产处置的案件量较大，而
10余人的执行法官团队精力有限，
查到人、找到物后，还要落实后续执
行工作，执行法官分身乏术。

网格员恰恰对人、地、情况都
“熟”。近期的一个执行案件就佐证
了“三熟”的重要性。案件中，执行法
官上传被执行人周某信息，周某在某
广场上班，其车停在该广场地下车
库。片区网格员迅速上门摸排，帮助
执行法官找到案涉车辆，并一同找到
被执行人。被执行人也当即履行部
分案款，承诺后续按期履行完毕。

这是融“网”于“执”的一道缩
影。梁溪区目前已建成完善的覆盖
全域的网格化服务体系，网格管理也
有信息化支撑，网格员力量助力法院
执行发挥“奇效”。梁溪区和梁溪法
院制定出台网格协助执行联动机制
工作规程，将协执事项确定为协助查
人找物，协助送达法律文书，协助现
场执行、见证执行，协助促进执行和
解、化解执行矛盾等七类。

数据多跑路
动态追踪分析，打通“最后一米”

打开梁溪区“网格化执行”手机
APP，法院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了该
系统运行方式：法官将执行信息录入
待办事项，法院专人审核后该事项推
送至街道协执工作站，工作站签收后

派发至相应片区网格员，由网格员开
展协执任务，待网格员上门后将结果
第一时间上传，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
下一步执行工作，完成闭环处理。

法院和社区网格存在数据壁垒，
“网格+执行”智慧系统的研发恰能
畅通法院和基层网格的对接。

数据赋能提升执行效能。在近
日的一起离婚纠纷案中，网格员通过
手机APP接收到协执任务后，仅用
15分钟就查找到了被执行人。在执
行法官和网格员共同释法明理下，被
执行人当场作出书面承诺，达成了执
行和解。“该系统集待办事项、业绩统
计、案件列表、通讯录等5大模块、12
项业务应用功能于一体，通过大数据
自动匹配、统计、分析、比对，及时获
知协执工作动态。”吴迎春介绍，通过
动态追踪，能够对执行工作全过程监
管，同步提升执行工作的时效性和规
范性，打通执行“最后一米”。自“网
格+执行”联动机制运行以来，梁溪
法院通过线上智慧系统向网格员发
起协执任务 200 余件，办结率达
100%，平均办理时限仅2天。

多面手发力
用好“融”的力量，打造善治无锡

如今，网格员们的“协力”更有显
示度。在一起业委会商铺返还案件
中，通过基层网格协助法官执行，保
障800多户业主的投资收益；网格员
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某公司拖欠员工
工资，协助法院通过以物担保的方
式，及时化解劳资纠纷，让80多位职
工拿到工资……

虽然网格员是“多面手”，但面对
执行工作，专业性也不能马虎。据悉，
梁溪区目前有专职网格员805名、
4981名联络员、15609名志愿者。如
何更好地发挥效率？“网格协助执行是
项新课题，我们定期组织资深法官培
训指导、带队实战。”梁溪区委政法委
副书记邹锋介绍，该区为此项工作还
专设激励机制。崇安寺街道政法委员
宋颖认为，网格员的工作每天就是与
老百姓打交道，对片区人员熟悉，法院
提供的协执信息越全面，双方配合的
紧密度越高。

打造善治无锡，更好用好“融”的
力量。相关人士表示，推动更多职
能部门业务融入网格、资源汇聚网
格、力量聚合网格，做强现代化治理
方式，做优多元化治理形式，做实网
格化治理模式，能够不断提升网格
化社会治理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 （张子秋）

融“网”于“执”，法院结案平均用时同比减少——

“三熟”网格员巧解执行难
“清理得很干净，特别满意。”梁溪区

86岁低保老人王玉琴享受到了免费上
门清洗油烟机服务。据悉，该暖心服务
是市民政局开展的一项为100户低保高
龄老人免费清洗油烟机的“微幸福”项
目。

清洗油烟机看似微小，却切切实实
满足了老年人的刚需。当日上午，王玉
琴知道工作人员要来家中清洗油烟机，
早早地就在门口等候。虽说是免费清
洗，但志愿者一点也不含糊，用专业的清
洗工具和喷剂，对厨房油烟机里外进行
仔仔细细的清洗。据悉，王玉琴平时都
是一个人在家烧饭，年过八旬的她行动
已有所不便，清洗油烟机对她来说也是
一件头疼的事。这次看到清洗后的油烟
机光亮如新，王玉琴满意地笑了，一个劲
地向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牵手爱心企业，以专业化服务为老人
送去温暖。“考虑到一些低保老人家庭生
活困难，油烟机清洗不便，我们前期主动
对接红星美凯龙等爱心企业，共同为有需
要的老人提供上门清洗油烟机服务。”市
民政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顾维仪介绍，
每次都是由专业人员为有需求的老人提
供专业化服务，确保油烟机干净、清洁工
作做到位，这样既能减轻老人生活的困
扰，又能延长油烟机的使用寿命。

据统计，该项目目前已为21户低保
高龄老人提供上门清洗油烟机服务。接
下来，市民政综合服务中心还将对70至
80岁及以上的老人进行全面摸排，为有
意愿且符合条件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为其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耿沐言）

11月21日上午，我市惠山区
接外市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的密
切接触者协查。经核实，该人员为
河南省来锡人员，具体在我市活动
轨迹及涉及重点区域、场所如下：

11月19日
12：40—12：50 梅村服务区

（未进服务区室内，在货车停车区
路边短暂停留）

无市内活动轨迹
11月20日
9：55—11：00 玉祁育才路-

海瑞路口
11：05—12：45 惠山区玉祁金

润发酒店用餐
12：45 自驾离开我市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请在上述

时间段、地点与该人员存在轨迹交
叉的人员立即向所在社区（村）、单
位或属地疾控部门报备，配合开展
流调排查、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
防疫措施。对拒不配合防疫工作
及瞒报、谎报个人相关情况的，将
严肃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对同时空暴露人员将进行“苏
康码”赋黄码，请被赋黄码人员立
即联系所在社区（村）登记，按要求
实施5天5次核酸检测，并严格执
行各项防疫规定。黄码人员核酸
检测须前往黄码采样点采样。外
出期间全程做好个人防护，不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不前往人员聚集场
所，不参加聚集性活动。市民如发
现家人、亲属、朋友有上述情况，要
督促提醒落实主动报备、核酸检测
等防控措施。

当前，我市疫情总体平稳、可
控，请广大市民关注官方权威发布
的信息，不恐慌、不信谣、不传谣、
不造谣，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若出现发热、咽痛、干咳等症状，请
做好个人防护，及时前往发热门诊
就诊，就诊途中避免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

无锡市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
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2年11月21日

相关人员及时报备

本报讯 记者从市卫健委老龄
办获悉，11 月 21 日，我市正式启动

“江苏省老年人电子优待证”系统。
这是市老龄办、市行政审批局、市大
数据管理局等多部门协作在全省率
先开通的“老年人电子优待证”。此

举将进一步拓宽老年人亮证渠道，
确保老年人能够快捷享受相关优待
政策。

老年人电子优待证遵循自愿申
领、即时办结的原则，凡年满60岁需
申领的老年人通过“灵锡”App，在“江

苏省老年人优待证”板块，按照提示上
传照片即可激活，在鼋头渚、惠山古镇
等景区享受亮证入园优惠，实现了老
年人零跑腿、免申请就可以申领老年
人电子优待证。

（王菁）

我市省内首推老年人电子优待证

为低保高龄老人
免费清洗油烟机

本报讯 非日常垃圾难以及时处
置、村民屋旁杂物整治后又产生，是让
诸多村委挠头的难题。锡山区在全省
率先推行的“数字化”长效管护模式改
革提供了解题思路：1—10月，该区8
个涉农镇、街道村庄杂物乱堆放现象
较去年同期下降60%；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黑榜村仅2个，为市区板块最少。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我市2019
年至 2021年开展相关项目投入250
多亿元，为前10年总和。大力建设的
同时，管护方式老化问题日益突出。

“村委工作人员、网格员光应对下沉到
村里的市级、镇级事务就很紧张了。”
锡山区农业农村局意识到，要实现乡
村长洁久美，由人力管护转向“数字
化”管护是必然趋势。

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是长
效管护的关键。近日，巡查员于10点
45分在厚桥街道新厚桥村口发现有一
堆垃圾，用手机“随手拍”APP拍照后

上传到信息反馈系统。村庄保洁员在
手机上看到后立刻前往将垃圾清理完
毕；10点50分，整改后的照片就上传
到系统，问题迅速销号。

“这样的问题以前整改往往要三
五天，因为信息传导慢。”锡山区农业
农村局人士介绍。由于村域广，每次
对全区村庄环境巡查发现的问题达上
万个，且要人工做好材料后上报至区、
镇（街道），再由其下传至村（社区），费
时费力。今年“数字化”管理平台完善
了信息反馈系统，1145个自然村村干
部、保洁员等均装上了“随手拍”
APP。这样，问题照片上传系统后，村
委就能立刻看到并整改。

“管护村庄面貌不能仅靠保洁队
伍，更要调动农民自觉性。”鹅湖镇圩
厍村书记浦向华说。依托“数字化”管
理平台，村民对于垃圾分类的参与意
识从淡漠到自觉，完成了跨越式改
变。村里不仅建立“一户一码”垃圾溯

源码，由保洁员对每户垃圾分类情况
扫码打分并上传系统，还设立红黑榜，
推动村民主动开展垃圾分类。垃圾分
类“积分制”的推行，则让村民在按积
分兑换毛巾等生活用品的过程中，增
强了自觉维护环境意识。信息显示，
该区8个镇（涉农街道）都基于“数字
化”管护平台的技术加持，围绕垃圾分
类、乡风文明等试点推行“积分制”，使
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加入管护乡村面
貌的行列。

在该区“数字化”管护平台上看
到，每个行政村的村容村貌、宅容宅貌
等问题、整改进展都一目了然。“这些
都依托大数据自动生成，也便于区、镇
（街道）及时掌握每个村的管护情况并
科学评价，这有效破解了乡村以前‘做
多做少差别不大’的问题，能更好地激
励村（社区）提升乡村治理效率。”区农
业农村局人士说。

（朱雪霞）

锡山数字化管护助村庄长洁久美
前10个月杂物乱堆放现象降六成

近日，新吴区交通执法梅村、江溪中
队联合新吴区交巡警大队梅村中队在锡
东大道动态治超称重系统前开展治超流
动执法检查。本次执法检查通过新配置
的便携式称重仪对货运车辆实施称重预
检，共查获涉嫌超限超载运输车辆3辆，
精准打击了辖区内超限超载运输行为。

（宗晓东 摄）

昨天，五彩斑斓
的鼋头渚景区格外迷
人。深秋时节，鼋头
渚景区的湖山如同打
翻了调色盘，呈现出
一片片艳丽色彩，美
丽如画。（刘芳辉 摄）

鼋渚秋浓

（上接第1版）完全有理由把无锡建设成
为国际智能传播的重要基地。中国传媒
大学校长张树庭也说，无锡是传统与创
新交相辉映的活力之城，这里既有烟雨
江南的古巷，也有高耸入云的楼宇，既有
传统文化的余韵悠长，也有数字+文化
的生机蓬勃。

智媒时代，无锡应该如何做好国际
传播？“要以文化为根底！”张树庭举例说，
目前世界范围内实现较好传播效果的大
多为文化类的短视频，比如美食、武术、中
医药、节日民俗等，这些有的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是科技赋
能下文化传播的新样式、新形态。“它们在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方面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积极探索中华文
化，寻找与世界各国文化的共识融通之
处，以此助力国际传播，实现事半功倍的
效果。此外，必须紧跟智能媒体发展新需
要，锻造会使用“十八般兵器”的全媒体复
合型专家型后备人才队伍，切实增强国际
传播能力。 （陈菁菁）

本报讯 “候车亭越来越漂亮、越
来越智能，体验感满满。”近来，途经江
阴城区大桥路的细心市民发现，沿线
的12座公交候车亭已全部焕新。“科
技灰”的外观简洁时尚，“自然绿”的顶
棚与周边园景融为一体，“智慧型”的
电子屏高端大气，“可变色”的氛围灯
随季节变换，还有电加热座椅、USB手
机充电口，各种小细节彰显着城市的
暖意和心意。

从该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获悉，大
桥路“城市家具”上新是江阴城市家具
理念的生动实践。依托打造“全国最干
净城市”目标，江阴先后分三批次组织
业务部门、板块赴无锡城市家具主题示
范区参观调研。“建立了城市家具‘提前

介入’机制，在各类城市新、改建项目方
案设计阶段，通过组织部门联审、专家
会审，从源头消解各类‘建管脱节’问
题，提前融入城市家具元素。”江阴市城
市综合管理局市容科负责人张喻燕说，
因地制宜选用符合项目设计风格和实
际管理需求的城市家具，整体提升的是
城市家具的功能和品质。

“城市家具”上新，城市有“颜”更
有“品”。以路名牌为例，大桥路沿线
原有的18个路名牌是简易的立杆式
路名牌。参照《无锡市城市家具导则》
的指导要求，立杆式路名牌全部改建
为高2.8米、宽1.2米的新型电子路名
牌，顶部的路名显示区域采用亚克力
吸塑灯箱，为市民夜晚行路提供清晰

指引，不仅如此，电子路名牌还与公交
候车亭、电子阅报栏接入同一后台，实
现了“联动联控、可控可管”。

“以大桥路为样板项目向全域进
行辐射和推广，打造更多和谐、生态、
舒适的‘城市会客厅’。”张喻燕介绍，
目前，“提前介入”机制已正式运用于
澄江中路、锡澄S1线沿线、南门核心
商圈改造等近10个新、改建项目。在
南门核心商圈忠义主题特色精品街
区，196处夜间亮化、发光字已提档升
级，街区内部还设置了25个休息区域
和、40多个垃圾桶，随处可见的路标、
指引牌及导视标牌造型简洁、内容清
晰，街区的公共空间品质大大提高。

（唐芸芸）

有“颜”更有“品”

江阴“城市家具”上新

日前，市民坐在惠山古镇的休憩座椅
上，边休息边为手机充电。近日，惠山古镇
在映山湖边增加6处休憩座椅，这些座椅
简约而不简单，侧面均配备一个插电座，不
仅有防水盖板和标准插座口，还有两个
USB充电口，方便市民休息时为电子产品
充电，解燃眉之急。 （卢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