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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个人）：50元/行·公告类：60元/行（注销、减资除外）·非个人信息类：500元/次·正文12字/行

报业大厦：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二街1号（海岸城旁）服务电话：81853027、13961806872 QQ : 1556902204
城中服务地址：无锡市学前东路1号 服务电话：80500110、13812290098 QQ : 495430296

遗失启事
·无锡市惠山区惠和残疾人
服务中心遗失增值税普通发
票11份发票代码0320018
0105，发票号码：7280411
0-72804120，声明作废
·遗失无锡市惠山区残疾人
联合会公章1枚、无锡市惠
山区残疾人联合会工会委员
会公章1枚、无锡市惠山区
惠和残疾人服务中心公章1

枚、无锡市惠山区残疾人就
业管理中心公章1枚、中共
无锡市惠山区残疾人联合会
支部委员会公章1枚、无锡
市惠山区惠和残疾人服务中
心财务专用章1枚，声明作
废
·遗失无锡市惠山区惠和残
疾人服务中心信用代码证1
本，代码：5232020650932
72927；无锡市惠山区残疾

人联合会工会委员会代码证
1本，代码：813202063461
1606X7，声明作废
·遗失锡山区三得酒类批发
部（许可证编号JY1320205
0118880）编号320205000
201904110053的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本一张，编号3202
05000201904110054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张，声
明作废

根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财
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新型墙体
材料专项基金清算工作的通知》
精神，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预
收款清算截止日期为2020年6
月30日。凡在市财政局缴纳新
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预收款的
建设项目，未办理专项基金返退
结算的，请按照苏财综〔2008〕
43号《江苏省新型墙体材料专
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
规定办理返退结算；对项目尚未
完工和尚未开工的项目，请提交

相关说明材料办理登记手续。
对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办理的，该
专项资金预收款将全额上交财
政。

办理地点：中山路升平巷
15号无锡市节能监察支队

办理时间：2020年 3月 31
日前

咨询电话：82738267（吴春
晓）、82730810（缪国虎）

特此公告。
无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0年3月2日

关于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返退结算的公告

根据《江苏省散装水泥专项
资金管理实施办法》（苏财综
〔1999〕69号）、《关于<江苏省散
装水泥专项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的补充通知》（苏财工〔2000〕
50号），凡在2015年10月1日
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向无
锡市财政局缴纳散装水泥专项
资金预收款的建设项目，按规定
使用散装水泥（含商品砼、预拌
砂浆）的，请缴款单位在2020年
3月31日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专项资金预收款结算手续,对建
设项目尚未完工和尚未开工的，

请提交相关说明材料办理登记
手续。对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办
理的，该专项资金预收款将全额
上交财政。

办理地点：中山路升平巷
15号无锡市节能监察支队

办理时间：2020年 3月31
日前

咨询电话：82738267（吴春
晓）、82730810（缪国虎）

特此公告。

无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0年3月2日

关于办理散装水泥专项资金预收款
结算手续的公告

本报讯 昨天，随着一声汽笛响，302号列车
缓缓驶出钱桥停车场，无锡地铁3号线“小蓝”完成
了复工后首日信号动车调试，标志着3号线信号动
车调试正式复工，信号系统全面进入单车调试、多
车调试和系统联调阶段（上图），预计今年5月底可
完成全部调试工作，今年年底通车运营。

按照疫情防控措施，无锡地铁3号线信号项目团
队19人已于2月20日前陆续回锡，并进行复工前的
各项准备工作。动车调试要进行上百项功能测试，全
面验证系统内外部功能和安全性能，提高运输效率。
此次动调作业覆盖钱桥停车场至石门路站，重点为轨
旁数据收集测试、网络漫游测试等项目。

据介绍，相比地铁1、2号线列车，“小蓝”车厢
内部横截面设计为圆拱形，车门两侧的不锈钢把
手采用弧形造型，不仅美观，手握体验也更方便。
由于地铁3号线采用高铁铺轨标准，同时采用了
许多新技术，智能化、自动化水平很高，增强了列
车的可操作性、安全性和舒适性。

（孙倩茹 图文报道）

地铁3号线“小蓝”

完成复工调试

本报讯 疫情防控，不误农时。昨
日，钱荣路旁120亩省茶研所惠山基地
首批地产春茶开采。“由于暖冬，春茶长
势快，这是20多年来全市采摘最早的
一年。”省茶研所主任周静峰说。

周静峰介绍，这里的元宵绿、乌牛
早等品种为特早茶树种，再加上山区
小气候，每年都是全市最早开采的。

但受去年秋季干旱影响，今年春茶产
量要同比下降约15%，但价格没有变
化，如特级无锡毫茶、太湖翠竹售价仍
为1680元一斤。

由于疫情防控，外来人员未能及时
到岗，基地茶叶目前由在锡的10余名
工作人员采摘。据了解，受疫情影响，
今年基地早春茶预订量较以往大幅下

降。为此，基地积极与京东、食行生鲜
等电商平台合作，拓展网上销售。目前
已有10余个订单。“上午采摘、下午制
茶，明天就能通过快递送出去。”周静峰
说。让网络客户感兴趣的是基地茶树
品质好，10余年来一直不打农药，采用
杀虫灯、黄板、性诱剂等生态方式防治
虫害。 (小朱 文、刘芳辉 摄）

地产春茶开采 产量略降价格不变

本报讯 3月3日是第21个全国“爱耳日”。
无锡现有听力持证残疾人8819人，非持证（疑似）
听力残疾人5275人，今年以来，市残联完善有关
自费购买人工耳蜗和助听器的补贴执行细则，让
更多人能够走出“无声世界”。

据了解，我市听力残疾人救助政策主要包括
儿童听力言语康复和人工耳蜗手术救助、“耳聪畅
听”行动两项。前者可以为本市户籍重度听障儿
童提供一套免费人工耳蜗，或者自费购买后申请
补贴，后者则是为60周岁以下听力残疾人提供验
配助听器救助。实行一段时间发现，市民对于儿
童人工耳蜗和助听器的自费补贴政策知晓度不高
——去年无锡新增听障儿童31人，申请人工耳蜗
的仅10人。

“一些家庭对孩子安装的人工耳蜗有较高的
要求，比如购买20万元以上的耳蜗，还会去北上
广等大城市进行手术”，市残联康复处副处长吴晓
珺表示，这些自费家庭仍可获得最高5万元的经
费补贴。助听器救助也是同样的情况。“其实不少
家长理解有误。该政策最高补贴每人 5000 元，
不是代表只能买5000元以内的助听器，家长可以
和定点机构商量购买自己需要的型号，超出这个
价位，也可申请补贴。”吴晓珺介绍，如何申请等详
细情况可向当地市（县）区残联咨询，或致电市残
联康复处（0510-82730371）。 （王晶）

听障儿童自费安装人工耳蜗

最高补贴5万元

本报讯 “同呼吸，共命运，山川
异域，风月同天”，昨天，无锡祥生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的近4500件
防护服、6000只护目镜运抵无锡，每
个包装盒上都贴有同样的温馨语句。
据悉，该批物资全部来自迪拜，总价值
约15万美元，即将发往无锡、上海、浙
江等地的医疗机构。

据了解，位于无锡空港经开区长
江东路的祥生医疗公司，是国内超声
影像医学设备知名提供商，于去年12
月3日率先在全市登陆科创板。截至
目前，祥生医疗已紧急向雷神山医院、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钟祥医院、同济医
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武汉）、宜昌市第
一人民医院提供了5套用于ICU的祥
生品牌便携式彩超，并向无锡、浙江、
上海等地医疗机构和援鄂医疗队累计
捐赠了4万余只口罩、15000余件防
护服、6000余只护目镜，助力抗击疫
情。 （顾庆赟）

祥生医疗

再捐15万美元物资

本报讯 2日，城管队员巡查发现蠡湖新城区
域一待开发地块有人搭建简易棚居住，堆放了大
量杂物，地块内可燃物较多，存在火灾安全隐患。
队员及时依法对简易棚进行拆除，对乱堆放杂物
进行清理。目前，滨湖区多部门联合，集中对七大
类乱堆乱放和无照废弃场所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乱堆乱放不仅影响市容环境，更是关系到城
市文明、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的大问题。开展乱
堆放和无照废弃场所整治既是从当前疫情防控的
需要出发，督促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也
是从城市安全整治角度出发，消除乱堆乱放所存
在的潜在安全隐患，实现城市安全的源头管控。
此次纳入专项行动的七大类整治对象为：道路两
侧和门前屋后影响市容市貌、环境卫生秩序的乱
堆乱放，挤占居民小区车库、楼道、公共区域、消防
通道的乱堆乱放，厂矿企业原材料乱堆乱放，建筑
拆迁工地内部建材、物料乱堆乱放，废品回收站乱
堆乱放，山林以及闲置地块擅自堆放物料、垃圾、
建筑渣土，河道、湖泊沿岸乱堆乱放等。

（范绪锴）

七类乱堆放，不可以！

本报讯 春色满园关不住，3月初,
鼋头渚的早樱已经开放。昨日，无锡市气
象局发布了2020年樱花预报地图，预计
鼋头渚主要赏樱品种染井吉野樱将于3
月中下旬陆续开放。

根据市气象局发布的樱花预报，今年
太湖鼋头渚风景区、红沙湾、慧海湾生态
公园染井吉野樱初放日预计在3月16日，

盛花期在3月22日；城区金匮公园、体育
公园、江南大学及独月路染井吉野樱的初
放日提前一天，在3月15日，盛花期为3
月21日。

据市气象局统计，刚过去的冬季
（2019年 12月-2020年 2月）平均气温
7.5℃，比常年同期偏高 2.7℃；降水量
190.6 毫米，也比常年同期偏多 45.1 毫

米。其中，2月份平均气温8.4℃，比常年
同期偏高3.1℃。异常温暖的气候使早樱
较去年提前一周开放。

需要提醒的是，目前疫情防控仍不可
放松，届时游客们赏花游园需谨记勿聚
集，切记坚持戴口罩、勤洗手，配合扫“锡
康码”、测体温。不想出门的朋友，今年来
个网上“云赏樱”也挺美。 （殷星欢）

樱花花期提前 赏花乐事勿忘防疫

本报讯 3月3日，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学校防
控组制定并印发了《江苏省中小学2020
年春季学期开学工作指引》，就扎实做好
开学前准备工作，统筹安排中小学错峰开
学和抓实抓细开学后防控措施三方面工
作给出具体指导。记者采访获悉，我市各
类学校根据相关要求，周密部署，大量工
作做在了前头。后续还将根据《指引》不
断完善相关预案和工作机制，为春季学期
开学做好准备。

《指引》明确，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
精准掌握师生健康状况。其中提到，来自
重点疫情地区或旅居史的、体温有异常或
有疑似病例的师生暂不返校。决不允许

任何师生员工带病返校或复课工作。已
经下沉到抗疫一线的任课教师必须提前
14天向相关组织申请离岗进行居家隔
离。还要注重全员防疫培训，提前谋划教
学安排，做好物资储备和环境整治，强化
校园安全管理并明确开学的基本条件。

《指引》提出，统筹中小学生返校时间
要坚持错区域、错学段、错时间分批有序
安排开学。引导师生安全返校时，实行错
时分批次上下学（一般可按半小时/批），
寄宿制中小学要根据学生返校距离远近
实行“一生一案”。在学校发出正式返校
时间通知后，要对重点关注人群按照相关
要求分类实施开学方案。

《指引》指出，开学后要落实晨午检制

度，加强门卫管制，关注重点人群，科学组
织教学，实施定期消毒，加强住宿管理，同
时要强化学校主体责任和校园安全，强化
组织领导和督查问责。就餐时要采取食
堂送餐、统一配餐、预约用餐、错峰用餐等
方式，尽量避免集中就餐。

无锡市机关幼儿园在此之前就编制
了《无锡市机关幼儿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管理制度汇编》，落实相
应的防控要求和工作。幼儿园相关人士
表示，园部将根据省厅的工作指引进一步
调整、完善各类方案和工作制度。

滨湖中心小学构建了四级防护排查
体系，作为师生返校的基础。该校相关负
责人介绍，学校根据上级要求正在添置洗

手槽，还制定了课程安排、错峰上下学等
相关预案以及教材分发方案，安排相关人
员按年级、班级先行将教材分类。对于开
学后一个月的课程设置，该校根据要求以
及本校实际制定了优化方案。“我们学校
会根据学生到校率和线上教学的效果组
织安排教学，确保所有学生顺利回归正常
教学，同步前行。”该负责人说。

天一中学对学生就餐做了详细预
案。该校负责人说，学校有可供2800名
师生同时就餐的餐厅。为保障学生健康
用餐加大间隔，目前餐厅只可供约800人
同时就餐。学校计划增设就餐区域并拟
推出种类丰富的盖浇饭等菜单，减少学生
取餐时间。 （陈春贤）

江苏省中小学春季学期开学工作指引发布

将实行错时分批次上下学

本报讯 昨日，在市中医药管理
局、市商务局的协调下，江阴天江药业
有限公司向红豆集团、天鹏集团等复
工企业一线员工捐赠了价值8万余元
的3000多贴新冠肺炎预防中药。

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是国内生
产规模最大的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厂
家，第一时间生产新冠肺炎预防中药
颗粒，自2月初以来，捐赠在湖北的国
家中医医疗队10000余贴预防中药，
疗效明显。如今，随着各企业复工，天
江药业又向红豆集团、天鹏集团等一
些复工企业奉献爱心。截至目前，天
江药业已陆续向防疫一线捐赠物资及
药品累计超1000万元。

市卫生健康委中医处处长叶志超
介绍，疫情发生以来，市龙砂医学流派
研究院、市中医药学会积极研究新冠
肺炎中药预防方案，并向社会发布了
中药预防药方，通过增强人体的抵抗
力，达到扶正祛邪的防护作用。采用
中医药手段积极参与企业复工复产，
充分体现了中医“治未病”思想，值得
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卫文）

天江药业

向一线捐预防中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