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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除液化石油气钢瓶的
安全风险，规范钢瓶更新、报废、
检测管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燃气企业必须充装自有钢瓶
的规定，液化石油气公司将发放
公司自有产权钢瓶，免费提供给
市民使用。液化石油气公司将
不再充装居民自有钢瓶。

具体的办理流程也非常简
便：居民携带身份证到液化石
油气公司，由液化石油气公司
对居民身份信息进行登记，确
认无误后由居民签字确认，交
纳钢瓶押金、发放用气服务卡，
领取液化石油气公司自有产权
钢瓶。

液化石油气公司的自有产
权钢瓶由液化石油气公司投资
购买，实行系统化管理，钢瓶的
检验费等费用都由液化石油气
公司承担。

用户如不再使用液化石油
气，可以凭用户服务卡、押金单

和公司自有产权气瓶到液化石
油气公司，液化石油气公司核
实无误后，将全额退还押金。

对于居民自有钢瓶，可以
折旧抵价，置换给液化石油气
公司（具体置换方法见各液化
石油气公司置换公告）。

现在，很多居民用户家里
的液化气钢瓶可能存在过期未
检或超期报废的问题，液化石
油气钢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
应当“4年一检，8年报废”，但
由于居民普遍缺乏这方面的意
识，一般都不会主动送检。现
在使用液化石油气公司提供的
自有产权钢瓶，用户只需要交
押金，不再需要考虑钢瓶检测、
报废等问题了。

目前，市区有13家液化石
油气公司，市民可以到其中任
何一家办理。如使用中有任何
问题，可以拨打12319热线进
行咨询投诉。

液化气公司钢瓶
可凭押金免费租用

本报讯 一块猪肉经过哪
些工序才能到达学校的厨房？
作为我市学生餐食材供应商库
采购项目四标段（猪肉类）和五
标段（牛肉类）入围供应商之一，
无锡市天鹏食品有限公司最近
投入1000万元，对猪肉生产加
工设备进行了升级，自动化、标
准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昨
天，记者在天鹏猪肉加工车间近
距离目睹一大块完整的猪肉是

如何变成大排、肉丁、肉片的。
猪肉加工车间内的生产流

水线分布着各种陆续引进的肉
类生产加工设备，工人们正在这
条智能输送系统的不同工位上
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为了提升
加工工艺，提高产品品质，车间
配备了不少高效智能生产加工
设备。韩国的切片机可加工肉
片、肉丁等；法国产的绞肉机，可
以将猪肉加工成肉末，做成孩子

们喜欢吃的肉圆；值得一提的是
本月刚刚开始上线的德国产特
莱福第五代定重砍排机，这台价
值300万元的砍排机的独特之
处在于具有创新的4D相机扫描
技术和专利“三明治”导向系统，
能对产品进行精准称重切割，每
小时可加工1吨猪肉，大大提升
了加工效率和工艺水平，这也是
确保学生餐食材加工品质的一
款重要设备。 （朱洁）

确保猪肉品质更高食用更安全
天鹏投资1000万元升级生产加工设备

本报讯 日前，在和风路与立
信大道交界处一建筑工地工作的外
来务工人员栗某某等4人向市劳动
保障监察支队反映，雇佣自己的杭
州某装饰公司没有按时发放工资。
支队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开展调
查，发现该工地未按规定落实建筑
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并存在其他
欠薪隐患。监察支队当即责令该工
地停工整改，并在当天解决了栗某
某等4位建设工人的3.6万余元欠薪
问题。

“让外来务工人员按时足额拿
到工资，开开心心回家过年，是我
们整治欠薪问题的目标。”市劳动
保障监察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市近日开展的根治欠薪冬季攻
坚行动，以招用外来务工人员较
多的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集型
加工制造等行业为重点，突出政
府投资工程项目和国企项目，易
受出口贸易摩擦影响的加工制造
业企业，以及存在拖欠外来务工
人员工资隐患的其他企业。对查
实的欠薪违法行为，做到“两清
零”，即 2019 年 10 月底前发生的

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和国企项目欠
薪案件在 2019 年底前全部清零，
其他欠薪案件在2020年春节前及
时动态清零。

为方便外来务工人员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劳动保障部门进一步
畅通投诉渠道。据介绍，我市人社
部门已建立完善网络、窗口、电话、
信件等外来务工人员举报投诉渠
道，全市劳动监察部门实现“一点
投诉、全市联动”，为外来务工人员
提供就近就快的维权服务；多地建
立了值班备勤制度，联合多部门

“一站式”接待受理。2019 年，全
市劳动监察部门立案处理拖欠外
来务工人员工资案件619件，涉及
外来务工人员 3778 人，涉及金额
3905.7万元。目前，全市工程建设
领域规模以上在建项目773个，外
来务工人员共14.21 万人，其中纳
入实名制信息监管平台项目 710
个，涉及外来务工人员 13.61 万
人。这些重点项目都采取了外来
务工人员实名制管理，建立了工资
保证金和工资专用账户制度，基本
做到了外来务工人员工资按月足

额支付。
对于恶意欠薪违法行为，我市

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前
不久，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接到投
诉称，无锡华庄某工程项目包工头
邰某、杨某拖欠21名工人38万元
工资。经过调查发现，项目总包单
位是江苏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邰
某、杨某为瓦工班组包工头，出现欠
薪是因为这两人携款逃匿。因总包
单位存在违法分包且未履行总包代
发工资责任，执法人员责成该总包
单位先行垫付被拖欠的21名工人
工资，邰某、杨某因涉嫌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处理。
据介绍，今年我市在惩治恶意欠薪
行为方面，落实了重大劳动保障违
法行为社会公布要求，规范拖欠外
来务工人员工资“黑名单”管理实施
失信联合惩戒。2019年公安部门
受理处置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移
送案件34件，已抓获嫌疑人19人；
列入拖欠外来务工人员工资黑名
单、实施联合惩戒21件；向社会公布
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4批37件案
例。 （挥戈）

老板年底拖欠工资？试试看！
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开展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

本报讯 元旦、春节的脚步
越来越近，春节返乡逐渐成为出
行热词，也有一部分人将假期旅
行计划提上了日程。由于近期气
候变化导致南北温差拉大，无锡
人在出游选择上也有了新变化。
昨天，记者从各大旅行机构了解
到，除了常规避寒游，无锡人对滑
雪、泡汤的热爱愈发明显。

同程艺龙与同程旅游联合发
布的元旦、圣诞出行及出游报告
显示，从全国范围内看，期间东北
三省的冰雪游线路最受欢迎，前
十大国内游目的地中东北占了四
席，吉林雾凇、雪乡、哈尔滨冰雪
大世界、长白山等都是冰雪游热
门“打卡地”。近期从无锡前往东
北的出游订单量，同比上涨更是
超过250%。而周边游产品中，
无锡融创雪世界受到游客欢迎，
尤其对长三角游客而言，可以近
距离感受北国冰雪乐趣。

“2020年元旦虽然只放1天

假，但只需请2天，就可以得到一
个5天的连休，很多游客也选择
拼假感受冰雪魅力。”同程旅游相
关负责人说。

泡温泉也是近期人们出游的
一大选择。特别是2020年元旦

“小长假”的缺席、气温逐渐降低，
令更多人选择周边游，同时也刺
激了温泉泡汤这类旅游产品的需
求。国内哪些地方的居民最爱温
泉游？从近日驴妈妈旅游网发布
的《2019 温泉旅游消费趋势报
告》来看，最爱温泉游的要属来自
长三角地区的游客。上海、杭州、
苏州、南京、无锡都进入了热门客
源地前十榜单中。这些城市及周
边地区的温泉资源丰富，可供选
择较多，为当地居民温泉游提供
了便利。以无锡为例，周边就有
天目湖御水温泉、南京汤山颐尚
温泉、苏州天颐温泉等，均入选国
内最受欢迎的十大温泉景区。

（小满）

东北游订单量猛增 温泉游进热门榜单

今冬无锡人爱上滑雪、泡汤

本报讯 “朋友圈里卖的‘网
红’食品到底怎么样？”“平时市场上
的瓜果蔬菜怎么挑？”一场“食物小
搭配”主题的科普讲座在滨湖区万
科社区展开，主讲人是江南大学食
品学院的研究生志愿者李方斯。他
所在的江大“食品安全进社区进学
校”志愿团队，7年来走进了377个
社区、58所小学，向公众科普食品安
全、营养知识。

早在2012年，江大食品学院研
究生会的一些学生，深感公众因食品
知识匮乏给谣言传播提供了土壤，于
是成立志愿团队，学以致用为社区居
民做科普讲座。为了确保科普讲座
的质量，食品学院的老师们也参与进
来，提供专业指导。江大食品科学与
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教授李
兆丰说：“很多时候科学不是简单对
与错，比如有些人一提食品添加剂，
就觉得不好。其实添加剂在食品安
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只要不是违
法、超范围、过量添加，是完全没问题
的。”

志愿活动起步阶段，学生需要自
己联系社区，还要准备讲座的内容，做
宣传海报，投入了大量精力。2016
年，原无锡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现
并入市场监督管理局）关注到了江大
志愿活动。双方正式签约，助力志愿
活动。由食药监局负责对接社区，志
愿团队则专注于内容准备，食品安全
科普覆盖面进一步铺开。

可贵的是，志愿者都是江大食品
学院的研究生，他们要完成课业、撰
写论文、找工作，余下的时间并不充
裕。即便如此，团队从最初的十几
人，一路壮大到现在的80人。“食品
安全进社区进学校”项目的学生负责
人、志愿者徐洁茹说，“做志愿活动在
学校里很受欢迎。”在这样的氛围下，
志愿者们一年年毕业，又一届届传
承。

目前，志愿团队在“食品安全进
社区进学校”项目之下发起了名为

“中国儿童食育计划”的子项目，设计
“微课”并准备在无锡一些学校试
讲。李兆丰说：“未来志愿活动将继
续扩大规模，江大食品学院会依托科
研力量，做好领头羊，面向社会招募、
培训志愿者，持续推进科普工作。”

（殷星欢）

江大食品安全志愿团队

“传承”7年
走进377个社区

本报讯 为了招徕生意乱
喷涂小广告被行政拘留5日，这
是我市整治“三乱”（俗称牛皮
癣）以来首例拘留案。昨日，公
安、城管部门披露了案情，以警
示相关人员要遵守法律，不能为
了私利随意制造“三乱”污损城
市环境。

11月下旬以来，在新吴区鸿
山街道辖区的鸿昌路、德育路等
道路沿线的路灯杆、隔离桩上出
现了大量喷涂的小广告，广告内
容都非常雷同。城管执法部门随
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接警后，无
锡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执法一
大队立即展开调查，进行现场取
证、视频研判，并联系无锡市价格

认定中心对受损的公共设施进行
了评估。18日上午，办案民警将
违法行为人宫某当场抓获，并缴
获作案用的油墨小广告印章两
套。原来，宫某为了招徕生意，就
想出了在城市公共设施上大量印
制小广告的主意，截至到案发前，
他已经在鸿山街道辖区印制了
100多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的相关规定，宫某被处以行政
拘留5日。

据悉，截至11月，全市共对
48万余处“三乱”进行了清理，立
案查处2907起，对涉嫌违法的手
机号码停机处理1413起，共开出
罚单5.3万余元，整治力度较之
前明显加大。 （范绪锴）

喷涂小广告被拘5日
我市整治“三乱”以来首例拘留案

12月20日，沪宁城际高铁一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行驶在无锡市区。
12月30日零时起铁路将实施新列车运行图，届时长三角编制旅客

列车运行线1105对运力创新高，合肥至阜阳、亳州间高铁高频次开行，
合肥至中原、西北方向高铁加密开行，徐盐高铁开行列车28对，连镇高
铁连淮段开行列车11对，增加西南、华北等重点方向运力。

（还月亮 摄）

昨天，学员们在市少年宫演
奏以“中国旋律”为主题的乐曲。
当日是冬至，市少年宫举办“金色
的梦”文艺教学系列汇报演出，学
员们精彩演绎一年来的学习成
果，让家长和师生一起感受冬日
别样的温情。 （宦玮 摄）

冬至旋律

本报讯 走进王敏老人的家里，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换鞋凳。下面两层
放鞋子，最上头是软座垫子，换鞋时可
以直接坐上去，不用再扶墙弯腰。这
样的适老化改造，王阿姨家还有好几
处，对她这样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
生活的安全系数提高了许多。记者日
前了解到，作为今年为民办实事项目
之一，目前，市区特定困难老年人家庭
住宅实施适老化改造已进入收尾阶
段，原计划改造500户，实际惠及近
700户。

王敏今年65岁，住在滨湖区的水
秀新村。她腿部动过大手术，走路不
方便，而老伴患脑梗塞，儿子又中风，

平时起居都需要她一个人照顾。一家
人的日子过得格外小心，生怕哪天不
小心摔一跤就麻烦了，现在真是放心
多了——他们需要的地方，都进行了
改造。

卧室的床头，有一颗红色的按钮，
有状况可以随时报警；黄色的扶手就
安在床边，起身和下床时可以借个力；
巴掌大的感应灯放在床头柜上，起夜
时，人一动就自动亮了；在家里活动有
助行器和四脚拐杖；卫生间里马桶旁
的扶手可以随时收放，不占地方；洗澡
还有助浴椅。此外，卧室、客厅、厨房
分别安装了红外感应器、烟感报警器
以及燃气报警器。所有这些设备，织

成一张安全网，缓解年龄和疾病带给
他们的不适应。更让王阿姨感动的
是，施工方知道家里都是残疾人，特意
给两个卫生间都安上了扶手，并垫付
了多出的钱。

今年年中，《无锡市困难老年人家
庭适老化改造实施办法（试行）》正式
通过，面向市区五类困难老人家庭，计
划完成改造500户，每户给予最高不
超过8000元的政府补贴，为省内最高
标准。据施工方福康通项目经理白伟
铭介绍，他们通过前期上门评估，结合
老年人家庭的实际情况，为每户制定
不同的改造方案。所有的改造进度、
前后对比都可以通过福康通的平台进

行查看，也方便政府部门和第三方监
督和验收。

据介绍，目前滨湖区的201户已
经全部完成施工，其他区也将完工。

“实际改造量将近700户”，白伟铭介
绍，有的区在计划的基础上进行了扩
面，像滨湖区就增加了100户。同时，
梁溪区和滨湖区还将智能看护设备作
为改造必选项，为老人提供进一步的
安全保障。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相关
负责人表示，为有效提升老年人的幸
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明年适老化改
造项目还将继续推进，数量不少于
500户。

（穆穆）

今年适老化改造收尾

惠及近700户困难老人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