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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第九
届无锡文博会新闻发布
会召开。5日至9日，以

“文旅融合引领新消费”
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
（无锡）国际文化艺术产
业博览交易会暨第二届
中国无锡旅游产业博览
交易会将在太湖国际博
览中心举行。5天里，近
千家海内外参展商来锡
献宝献技。

无锡文博会是省内
唯一保留的以文博会为
名称的专业性展会，由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
无锡市人民政府主办。
2011年至今，无锡文博
会已连续举办八届，经
过多年的孵化和培育，
展会人气和销售额快速
增长。八届文博会累计
观展人数达95万人次，
现场交易额25.92亿元，
成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
国都具有影响力的文化
品牌。

本届文博会定位为
“市民文化客厅，百姓文
化大餐”，继续免费开
放，观众只需线上预约
或现场登记便可入场。
展区规模首次突破5万
平方米，设“承创筑梦”

“海外视野”“典藏大师”
“艺聚动力”“业界探新”
五大展示板块，十二大
主题馆。江苏省工艺美
术大赛精品展暨“艺博
杯”工美精品评选永久

落户无锡文博会，展会
期间将上演大师精品
秀。

本届展商覆盖珠宝
玉雕、书画艺术、茶艺茶
道、海外艺术等领域，形
成品牌矩阵。海外风情
特展将展示 24个国家
的文旅特色商品；江苏
城市展区带来文化美学
生活体验展、新概念新
生活文创市集等，打造
有趣的品质互动体验空
间；无锡馆围绕“旅在无
锡、艺在无锡、食在无
锡、阅在无锡、影在无
锡、住在无锡”六大版块
进行情景布展，浓缩“太
湖明珠 江南盛地”自然
风光、人文风情，为观众
带来沉浸式体验。

本届文博会开幕式
准备了锡剧造型秀、畲
歌畲舞秀、锡博文创
秀，主舞台与各展区交
相辉映。开幕式后将
举办“文旅融合新消
费”主题论坛，邀请中
国旅游研究院、驴妈
妈、灵山集团、故宫文
创合作伙伴等业内代
表前来论道，把脉文旅
融合大趋势，探索文旅
消费新热点。5天展期
中，还将举行文物艺术
品拍卖，上演国家级非
遗项目松阳高腔、秦腔、
苏州评弹以及世界级非
遗海宁皮影等节目。

（张月）

本 报 讯 （晚 报 记 者
袁晓岚）挖掘机、起重机、
推土机等非道路移动机械
在 无 锡 要 办 环 保“ 身 份
证”了！昨天，市生态环
境局召开全市非道路移动
机械编码登记培训会，意
味着无锡非道路移动机械

“身份”登记工作正式启
动。接下来，将通过摸底
调查和编码登记，为每一
台非道路移动机械贴上环
保“身份证”。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人士
介绍，非道路移动机械包括
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大型工
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

货场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
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
铺机、平地机、叉车、桩工机
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
场内车辆等。据保守估计，
无锡至少有上万台非道路移
动机械。由于工程机械种类
繁多、应用领域广阔、流动性
强、工作场所不固定、使用时
间无规律可循，加之无有效
识别区分标识,给生态环境
等部门日常监管带来了很大
难度。

据介绍，根据 2018 年
《中国机动车环境管理年报》
统计，非道路移动机械在保
有量仅为机动车总保有量

1/6 的情况下，排放
氮 氧 化 物 573.5 万
吨 、颗 粒 物 48.5 万
吨，与其他机动车排放
的 氮 氧 化 物 574.3 万
吨 、颗 粒 物 50.9 万 吨 相
当。也就是说，一台高排
放挖掘机的污染排放量相
当于 5 辆小汽车。市生态
环境局相关人士表示，尤
其是到了秋冬季，逆温、静
稳、小风等不利气象条件增
多，市区的工程量较大，非道
路移动机械的使用量相对较
多，对环境的影响更大。

针对非道路移动机械保
有量大、无主管单位、无牌照

管理，对大气污染严重等问
题，无锡从本月起对非道路
移动机械排放实施备案登记
和标志管理，全面普查、登
记、上牌。“相当于给每台机
械都上户口，发放一张环保

‘身份证’。”该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通过摸清“家底”，发
放环保标记，从而将非道路

移动机械纳入日常管理，助
力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有效改善环境空气质
量。该负责人提醒说，相关
企业和个人应及时、主动申
报持有和使用的非道路移动
机械，在微信小程序“非道路
移动机械环保信息采集”注册
账号并完成登记申报。

本报讯 近日，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进
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的实施意见》，31条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的实招为无
锡打造国内一流的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
供最有力的司法支持。

据了解，本次出台的
《意见》秉持“平等保护、公
平公正、善意审慎、诚实守
信”等基本理念，让诉讼办
事更便捷。无锡法院在诉
讼服务大厅公示立案流程，
设立智能导诉设备，并探索
建立无人值守的24小时自
助式诉讼服务中心，为当事
人提供自助办理立案全流

程覆盖的服务平台。在无
锡中院的推动下，市工商联
设立了无锡市法联商会商
事调解中心，通过“商会调
解＋司法确认”模式，实现
诉讼和调解的有效衔接。
为了加快办案效率，法院实
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

在司法保护更深入方
面，法院主导建立了知识产
权互联互通保护工作机制，
使政府、司法、中介机构、院
校及相关企业在知识产权
保护过程中实现信息共享、
资源共享、优势共享。同
时，法院着力探索灵活运用
破产和解工作机制，帮助暂
时困难的企业渡过难关或

推动落后企业“完美落幕”。
在投资创业更安心方

面，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严
厉打击敲诈勒索、寻衅滋
事等危害企业家人身安全
的违法犯罪行为，突出打
击在企业建设发展或市场
竞争过程中的村霸、行霸、
市霸等违法犯罪行为，严
厉打击“套路贷”违法犯罪
行为。严格区分经济纠纷
与刑事犯罪，准确适用非
法经营罪、合同诈骗罪等
罪名，坚决防止利用刑事
手段干预经济纠纷。法院
充分考虑企业生产发展实
际，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措施
等等。 （石易 潘唐玮）

本报讯 昨天是 122
“全国交通安全日”，从交警
支队了解到，666“电视交
警”综合服务平台三期正式
上线，新增的功能将为市民
办理车管业务和查询路况
带来便利。

666“电视交警”是交警
支队和江苏有线无锡分公
司联合打造的一个频道。
平台上线一年以来，累计访
问数近百万次，学法免分成
功数近3万笔。据介绍，平
台一期上线的学法免分功
能，实现了看电视免违法记
分；平台二期上线了违法曝
光台、学法免分新规两大功
能，单次最高可以免6分、
一个记分周期最多免 10

分，“电视交警”成为交管新
规独家试点平台。昨天上
线的三期功能中，设置的

“交通直播间”将对早晚高
峰、重大活动和节假日路况
及交管信息进行视频直
播。“有线车管所”将新车六
年免检、AB类驾驶证审验
学习等服务从线下搬到线
上，提供一站式车管服务。
此外，“电视交警”开通了手
机移动端，市民添加江苏有
线无锡分公司的微信公众
号后，可以在手机上查看实
时路况，以及办理相关的车
驾管业务等。

据了解，除了为驾驶人
办理车驾管业务提供更多
途径外，本月交警将结合当

前正在开展的全市道路交
通安全“百日整治行动”、星
火治逆治非、冬季事故预防
等行动，查纠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提高市民安全出行意
识。随着冬季来临，天气日
渐寒冷，市民外出穿上厚厚
的冬衣，戴帽子和围巾等情
况增多，人体灵活度和反应
能力下降。对此交警部门
提醒机动车驾驶人开车时
要仔细观察路况，注意礼让
行人，不要打电话、看手机
等分心驾驶，路上遇到拥堵
应交替有序通行。提醒行
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不要
闯红灯和逆向行驶，自觉规
避交通违法行为，安全文明
出行。 （念楼）

挖掘机挖掘机、、起重机起重机、、推土推土机机
要办环保要办环保““身份证身份证””了了

第九届文博会周四开幕
会期5天，等你来“淘宝”

“31条”提供有力司法支持

无锡法院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出实招

“电视交警”三期上线
手机上可以看高峰路况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