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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宏盟海洋科技有限
公司自愿将企业名称转让给
无锡市润大机械附件有限公
司，此次转让不涉及其他权利
和义务，特此声明。

无锡宏盟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9日

公 告

本报讯 3月28日，无锡迎来
室外公墓开放祭扫之后首个周末，
然而当天却没有出现人潮、车流拥
挤的状况。因采取预约制以及交通
管制等有效措施，又受雨雪天气影
响，各大公墓接待市民量较往年大幅
下降。无论是公墓周边交通秩序，还
是公墓里面的祭扫，都显得井井有
条。另据114预约统计，3月29日、4
月1日及4日将出现“扫墓高峰”，尚
在观望的市民建议另择日期。

上午9点左右，记者登上青龙
山公墓扫墓专线。三四分钟后，车
上座位基本坐满，车子就出发了，一
路上清清爽爽非常通畅。专线驶入
青龙山公墓后，在接待大厅门口停
下。

下车后市民们就可以直接去扫
墓了。“私家车进不来，蛮好的。”一
位市民说，往年车子一直会堵到公
墓里面，接驳车根本出不去，今年这
样的安排很好，又节省时间又方
便。扫墓的人不多，衬得公墓的环
境格外空旷和开阔（上图）。往墓区
走的路上，有公墓设置的平价鲜花
售卖点，有10元、20元、30元三个
价位。接待大厅入口处暂时拦了起
来，一旁张贴着除落葬外其他业务
暂停办理的公告，几位工作人员在
门口接受市民的咨询。

青龙山公墓主任张志军介绍，
早上6点多就有人过来扫墓了，那
时还不到交通管制时间，所以有开
着私家车的。等到7点以后，私家

车就进不来了。大多数人都是坐公
交接驳车，还有开电动车来的，也有
把车停在附近停车场然后走进来
的。到上午十点左右，接驳车差不
多来回有十趟了。

习惯了往年扫墓大军的“冲击”，
当天平稳有序的场面让张志军忍不
住夸赞，“这次公交、交警、民政等各
部门配合得很好，公墓的压力少了许
多。”他表示，往年清明期间仅青龙山
就要接待100万人次的扫墓大军，压
力巨大。从预约数量看，28日无锡
室外公墓预约近4000个号，按每个
号三个人计算，差不多一万多人。

扫墓高峰会在何时出现？从
114的统计来看，截至3月28日中
午，3月29日和4月1日预约量均

已突破8000个号，也就是说，这个
星期天和下周三会出现祭扫“井
喷”。而接下来的“小高潮”有可能
出现在4月4日清明节当天，目前
已经预约将近7000个号。

“实施预约制的好处，除了可以
控制祭扫现场人数外，还可以供各
部门及时调整管控举措。”滨湖区公
墓管理中心主任张美洁介绍，从27
号开始，就已经能逐渐看出哪些日
期客流会比较多。她表示，目前他
们跟公交、交警等单位部门专门建
了个微信群，收到114的预约提示
后，各方都会连夜准备起来，比如配
足人手，调配车辆，做好充足的应对
工作，保障清明祭扫有序进行。

（王晶 图文报道）

本报讯 3月28日上午，虽然
下着雨夹雪，但是无锡动物园大门
广场依然迎来了扬州、泰州、南通三
地的旅游团。自3月19日省文化
和旅游厅发布了《关于我省旅行社
及在线旅游企业恢复部分经营活动
的通知》以来，无锡动物园与相关外
地旅行社积极筹备，推出精品游线，
以满足短途游游客的需求。

经过一周的筹备，扬州、泰州、
南通三地旅行社同时开班，也为疫
情后外地游市场开了一个好头。据
悉，每家旅行社都制定并实施了疫
情防控措施，及时提醒游客做好自
身防护。每辆车的客座率上限控制
在50%，并配有相关防护物品等。
来自泰州旅行社张导游介绍：“此次
开班至无锡动物园，前期做足了准
备，毕竟现在疫情还未结束，但是近

段时间前来咨询出游的市民不少，
出游兴致也提高了。”无锡动物园、
无锡海洋馆面对疫情不松懈，入园
的游客都要进行体温测量以及出示
苏康码（如图），同时也做好相应场
馆、公共场所的消毒工作。

当天，前来游玩的每位小朋友，
都得到了无锡动物园一份限量版的
精美小礼物。来自南通的游客说：

“家里的娃憋了一个寒假了，这次听
说开通了省内游，我们立即报团参
加了。”无锡动物园内欢乐大马戏、
畅玩海洋馆、萌宠科普游……这些
精彩的游玩内容，成为来园游客特
别是小朋友们的最爱。

“春江水暖鸭先知”，春天已经
来到，旅游行业熬过了最灰暗的日
子，正在慢慢迎接自己的“春天”。

（小满 图文报道）

动物园迎来三地省内游首发班

本报讯 好消息！昨从无锡太
湖交通卡有限公司获悉，受疫情影
响，暂停使用的公交老龄卡年、月票
可以延长有效期，老龄乘客可前往
指定营业网点办理相关延期手续，
咨询服务热线0510—88760000。

据了解，公交老龄月票受理时
间为2020年3月28日至2020年9
月10日，已充值的2、3月份月票有
效期延长1个月，在受理期内均可

办理延期手续。公交老龄年票，受
理时间为2020年4月1日至2021
年3月31日，在暂停期间（2020年
2月8日—3月25日）受影响的已充
值年票，原有效期延长2个月。此
外，2020年3月26日至3月31日，
交通卡公司对已充值过2、3月份公
交月票和年票的老龄卡，乘坐公交
车免除计刷卡次数。

（顾庆赟）

公交老龄卡年、月票可延期

本报讯 近日获悉，梁溪区图书
馆、新吴区图书馆、锡山区图书馆已
陆续恢复开放，30日，惠山区图书馆
也将恢复开放。目前，各区图书馆
均仅提供图书借还、新证办理服务，
暂不能现场阅览，少儿图书限家长
代借还。此外，位于长江北路2号的

“吴韵书香”24小时图书驿站已开
放，方便附近的读者阅读和借还书。

无锡市图书馆17日复开当日

即接待读者1060人次，流通图书
4629册次。市图开放第二天，梁
溪区图书馆、新吴区图书馆也恢复
开馆，锡山区图书馆于23日起恢
复开放。需要注意的是，到区图书
馆借还书除了戴口罩，也需要准备
一次性手套。新吴区图书馆建议
只还书的读者可在民生大厦1F以
及软件园分馆（3W咖啡门口）自
助还书箱还书。 （张月）

各区图书馆陆续恢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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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墓开放首个周末秩序井然
4月1日及4日将迎来祭扫高峰

“新体”和“老体”的两所游泳馆是我市复工复产后第一批开放的游泳场
馆。昨天下午，市卫生监督所监督员对其进行现场监督检查，督促其负责人
每日做好泳客的体温检测、锡康码扫描、登记联系方式，监督员工戴口罩、勤
洗手等个人防护。 （钦嫣 翁定孟 摄）

游泳馆“重启”

上接第 1 版>>>相信这些物
资一定能大大助力柬埔寨国
内的抗疫工作。

周海江表示，作为在柬投
资的中国龙头企业，红豆集团
的发展特别是西港特区的建
设得到了柬方的大力支持。
此次向柬埔寨捐赠防疫物资，
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重要指
示精神、助力柬埔寨抗击疫情
的务实举措。同时，捐赠百万
只口罩也表达了对柬埔寨人
民的一份深厚情谊，为加深中
柬友谊作出民营企业应有的
贡献。

国家有号召，红豆有响
应。疫情发生以来，红豆集
团闻讯而动，发挥自身优势，

迅速转产防护服、隔离衣和
口罩等抗疫物资，圆满完成
有关物资保障任务，获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高度肯定；
周海江主动交纳 1000 万元
特殊党费，体现了一名共产
党员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
当。截至目前，红豆集团共
赶制完成国家调拨的隔离衣
达65万件。

当天，黄莉新还参观考察
了红豆集团党建馆，详细了解
企业发展历程和非公党建工
作情况，希望红豆集团再接再
厉，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
质量发展。

（高美梅、惠晓婧）

红豆集团百万口罩助柬抗疫

上接第 1 版>>>在充分协商中凝聚起对党
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的广泛共识，形成推
动落实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的强大合力；坚
持以协商成大事，更加灵活经常地开展各
类协商，突出加强对事关无锡长远发展的
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和人民群众关
心关注的民生热点难点问题的思考研究，
更好地把协商民主的优势转化为无锡高质
量发展的治理效能和工作成果；坚持以协
商促团结，引导参与协商的各方树立协商
理念、遵守协商规则，形成同心同德、开拓
奋进的工作局面。

会议传达学习全省统战部长会议精神，
审议通过《中共无锡市委2020年度政党协
商计划》，要求全市统战系统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
作的重要思想，扎实做好全年各项工作，当

前尤其要围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继续引导统一战线成员在疫病救
治、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医疗领域科技创新
等方面担当责任、贡献力量，积极支持非公
企业有序复工复产。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统一战线制
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深化统战系统机构
改革，全面提升统战部门工作水平。各级党
组织要进一步强化协商意识，真正做到有事
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要精
选协商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
策。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党外人士意见
建议办理的力度，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
落实。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高美梅、惠晓婧）

让残疾人同步迈入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

上接第 1 版>>>街道副主任
蔡旭告诉记者，辖区400多家
企业大多是小规模传统制造，
合同到期的低效“散乱污”将
先行退出，同时以海峰海林轴
承为代表的潜力企业将加快
转型。蠡园开发区根据区域
楼宇分布和产业特色，对湖景
等园区做新一轮归并整合，优
化集成电路产业后续发展空
间。

笼腾好，还要快招凤。这
个3月，滨湖各板块一把手多
了一个新身份——“招商队
长”，在精准化、多元化招商的

同时，树立全区“一盘棋”合力
打造完备“载体链”。滨湖区
发改委相关人士表示，今年落
地新企业需百分百进入“企业
入驻平台”审检，同时明确产
出指标，杜绝低效企业。

高新产业提升亩均效益
有数据充分证明。2月10日
至3月10日一个月内滨湖新
兴产业集群整体开票金额进
度为92%，高于全区平均21
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路产业
开票金额大大超去年同期，开
票进度达177.5%。

（邵旭根）

推动低效地块变身产业“金地”
上接第1版>>>建成后将对优化全省过江通
道布局，缓解江阴长江大桥交通压力，促进

“锡常泰”城市组团跨江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据悉，江阴第二过江通道是国务院《长江
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

年）》（国发﹝2014﹞39号）中批复的江苏省
14 条过江通道之一，明确为公铁两用过江
通道。2019年7月，江阴第二过江通道设计
项目部在南京揭牌，项目设计工作全面启动；
当年9月，江阴第二过江通道开启地质勘察
工作。 （唐芸芸）

江阴第二过江通道计划今年开建

上接第1版>>>再把责任链条上每个环节的
责任厘清楚、担起来，就能在刚性约束、严限
严入、严查严究中绷紧环保之弦、担好环保之
责，让污染者感到“不能承受之痛”，让违法者
付出沉重代价，使生态保护各项部署真正落
到位、见实效。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制度的生命力在于
执行，制度的力量在于落实，打赢污染防治攻
坚战，就要把聚力攻坚的气和劲鼓起来，就要
更加重视制度的力量，形成靠前“防”、科学

“治”、长效“管”的制度体系，在持续不懈的攻坚
克难中，让绿色成为无锡城乡的最美底色。

以“制度之力”保护“环境之美”

本报讯 新开通的扫墓专线运
行情况如何？昨天一早，记者进行
了实地探访。

早上8:30，来到位于滨湖区蠡
园街道香雪路的梅园公交站台，这
里25辆扫墓专线公交一字排开，几
个防雨帐篷热水齐备，迎接着每一
位出发扫墓的乘客。整条香雪路临
时交通管制，用于停放公交。

青城公墓、青龙山公墓、梅园公
墓、湖景公墓、陈漕湾公墓，每一个
目的地，车玻璃上都有专门的标识
标牌，坐哪辆车，一目了然。

志愿服务情暖人心。“麻烦出示
下预约短信。”“请再配合测个温。”
来自滨湖区民政等部门的党员志愿
者放弃休息日，穿上红马甲，来到现
场协助公交人员一起做好防疫引
导，看到乘客掏手机出示短信，还贴
心地帮他们撑伞，遇到年纪大的还
会扶着他们入座。

记者看到，为保证专线乘客的

绝对安全，前几日取消使用的“速行
通”临时启用，乘客需照着二维码扫
一扫，方可乘车。

“为做好服务保障，公交集团调
动新城、梁溪2大分公司，出动人员
100多名，并做到每趟消毒。”市公
交集团营运发展部经理秦杰早早来
到现场坐镇指挥，据他介绍，往年清
明节前后，只开通青城公墓、青龙山
公墓专线，这次加开3条线，且免费
乘坐，还是第一次。

记者注意到，香雪路另一侧停放
着两辆120救护车，以备不时之需。
市急救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这也是由
于疫情防控需要，首次出车保障扫墓
者，“如遇发热患者，将立即送往市九
院作进一步观察。”

记者跟着坐上了青龙山专线公
交体验了一番（右图）。一路上，每
个路口，都有交警保障，畅行无阻，
大约过了10分钟，汽车稳稳停靠在
了墓区牌坊前。“今年的路况可以说

是历年来最好的一次，一方面有交
通保障，另一方面私家车少了。”驾
驶员陈国良说，7:00—11:00墓区
禁止机动车进入，这让公交专线出

行成了市民不错的选择。“以前是人
等车，现在是车等人，以往堵的时
候，3 公里路要开 1 个多小时。”

（顾庆赟 图文报道）

25辆免费公交直达五大墓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