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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主汛期将至，高温季
近在眼前，锡城道路又将迎来每年
最严峻的“大考”。道路是不是平
整、路面会不会积水，窨井盖有没
有塌陷，市民的实际出行体验就是
马路的“考分”。从无锡市政设施
管理处获悉，近期，市政“道桥扁
鹊”忙碌在城市大大小小的道路
上，进行车辙病害治理、雨水井盖
平整、排水管道疏通三大专项整
治，从细节入手给道路品质“加
分”。

“今年，市政道路设施面对‘大
考’做了更加充分的准备。”无锡市
政设施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夏季高温易使沥青软化变形，
形成凹凸不平的车辙，往年都在夏
季过后对道路病害进行修复。“现
在提前做好预防工作，这个夏天无
锡出现的‘波浪路’会大大减少。”

据悉，一个多月来，中山路、人
民路、解放环路、学前街等85条市

管道路和700多个马路交叉口已
完成车辙病害治理，面积达32000
平方米。“波浪路”修复用上了新技
术，无锡市市政设施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技术人员介绍，修复路面使用
的沥青砼里添加了5‰的抗车辙
剂，还用上了新型改性沥青。“传统
沥青在四五十摄氏度的气温下就
可能软化，改性沥青则可以承受六
七十摄氏度的高温。”据介绍，除了
在修复材料中添加抗车辙剂，本次
整治还要求所有“波浪路”作面层
和基层的双层铣刨，提高路面稳定
性。

和“波浪路”一样，高低不平的
窨井盖也给市民出行带来不快感
受，甚至可能影响交通安全。据
悉，本次专项整治把路面雨水井盖
列入治理项目，修复井周沥青，抬
升塌陷的井盖，并把损坏的井盖更
换成新型防沉降材料。一个多月
来，85条市管道路已整治井盖病

害400多处。
近日，市市政设施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的一辆新型联合疏通车开
上运河西路，对吴桥-腐乳浜路段
的雨水管进行疏通。新型车辆上
路，疏通、清淤一次性完成，取代了
以往先用疏通车疏通管道、后用污
泥车清运污泥的流程，大大提高作
业效率。连续工作了3天之后，工
程车干干净净地消失在夜色里，不
留抛洒滴漏。赶在主汛期前通畅
管道排水路径，这样的场景近期正
在锡城各地上演。

从无锡市政设施管理处了解
到，为尽可能减少对交通出行和百
姓生活的影响，道路三大专项整治
都安排在夜间进行。不知不觉间，
市民脚下的马路已悄悄变了模样，
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平顺舒畅的出
行体验。

上图 人民路修复“波浪路”施
工。 （东亚 摄影报道）

修复“波浪路”、平整窨井盖、疏通排水管

三大专项整治给马路“加分”

本报讯 昨日，宜兴和桥镇添益
农机合作社5台收割机天一亮就驶入
金色的麦田，帮农户收割小麦。“今年
小麦又丰收，预计亩产680斤左右。”
合作社负责人季春平说。据悉，因去
年约30%的耕地休耕，今年全市小麦
面积约38万亩，普遍长势不错，5日
后进入大面积收割阶段。

“今年暖冬，整个冬季温度比常年
高，有利于小麦生长，但和质量、产量超
历史的去年比仍较低。”季春平抄起一
把拖拉机里的小麦捏了捏。3月里2次
低温带来的雨雪，使一些晚播小麦受轻
微冻害。他们种的宁麦系小麦在今年
的气候条件下抗病性不强，致产量降
低。再加上5月高温天气较多，使小麦
加速灌浆，这样被“逼熟”的小麦自然粒
数、饱满度都不如去年。他预计亩产将
比去年降低约10%，但仍高于常年。江
阴、惠山等地粮农及相关农技信息同样
显示，今年小麦仍是丰收年。

小麦收割期仅10天左右，收得快
不快，主要靠农机。今年的农机服务
依然让农户们感到暖心，“基本一喊就

来”。市农业农村局人士介绍，针对夏
收已及时配足农机，本地自有收割机
1300台完成检查验收，并和跨区作业
单位敲定引进1500台收割机，其余数
千台插秧机、拖拉机、植保机等农机亦
已做好作业准备。预计夏收期间机械
化收获水平保持在98%左右。为保
障农机作业效能，全市81家涉农加油
站开辟了农机加油绿色通道，对其优
先加油并享受10%的价格优惠。

让不少农户开心的是，随着政府
对粮食数量和质量安全重视度加强，
今年小麦销售更省心。“以前收割好后
我们按收购商要求送到指定地点，今
年收割还没开始，他们就已提前到地
头来商谈并负责运输。”季春平说。今
年小麦最低收购价仍为每斤1.12元，
和去年一样。

市粮食和物资保障局人士介绍，
4月他们就着手腾容并仓，至5月中旬
全市粮仓已腾出20万吨仓容，可有效
接纳本地所有入市交易的小麦及粮油
企业从外地引进、用于加工的小麦。

（小朱）

无锡地铁近日开展联合专项执
法活动，认真严格做好不文明行为
的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的执法活
动，让出行环境更和谐、文明。交通
文明离不开城市管理者和普通市民
的共同努力，社会各方都应向不文
明乘地铁行为说“不”。

地铁是观察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
重要窗口。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外地

游客，乘坐一次地铁，就能对这座城市
产生直观印象。在这样一个密闭的公
共空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不仅体
现了自身的文明素养，也折射了这座城
市的文明程度。干净整洁的车厢、彬彬
有礼的乘客会让人增添好感。而一些
不文明行为却会干扰车厢秩序，破坏乘
车环境，影响乘车体验。那些不顾他人
感受，在地铁上大快朵颐，外放音乐制
造噪音，旁若无人地高声讲话，甚至是
在车厢里抽烟的不文明行为给同行的
乘客带来了困扰，也给城市的文明形象

抹黑。而且，不文明的行为容易引起乘
客纠纷，影响地铁运营秩序。

擦亮地铁这张城市名片，关键
在于提高市民的规则意识，涵养文
明素质。文明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
期过程，需要市民提高自身的文明
素养，也需要相关规定加以指引和
约束。通过严格执法，让更多的市
民了解新规和现有的《无锡市轨道
交通条例》，可以让交通文明多一份
认同，多一重守护，进而真正成为城
市的金色名片。 （王皖杰）

向不文明乘地铁行为说“不”

本报讯 以“手”之名，镌刻战“疫”
印记。昨天，江苏援助湖北白衣勇士紫
砂手模集中采集无锡分会场活动启
动。葛焕青、王洵、毛芸、胡晓涵、董乔
菁等5位无锡“最美逆行者”代表在现场
印制了紫砂手模。市妇联负责人介绍，
我市所有白衣勇士的手模一式两份，一
份由个人留存，另一份则与全省援助湖
北的2800多位白衣勇士的手模一起，
永久保存在江苏省抗疫纪念展览馆中。

此次手模集中采集活动由市委宣
传部、市妇联和市卫生健康委联合举
办，为无锡援助湖北的白衣勇士们制
作个人专属紫砂手模纪念品，表达对

“最美逆行者”的崇高敬意。（马雪梅）

紫砂手模
镌刻战“疫”印记

本报讯 昨天从新区公交获悉，为
提升新瑞医院公交出行条件，满足区内
企事业单位员工及镇街百姓就医需求，
于5月20日起试运营786路。

公交786路具体站点设置为，硕
放停车场、香楠佳苑、南星苑小学、硕
放香梅哥伦布、硕放为民服务中心、丽
景佳苑北、丽景佳苑南、孙安路（长江
南路）、孙安路（新农路）、丽景佳苑二
期东门、丽景佳苑二期、咏硕苑、咏硕
苑西、硕放、荷典村、硕放职校、薛典
村、薛典路（锡协路）、薛典路（锡梅
路）、薛典路（泰伯大道）、无锡瑞金医
院、金城路（锡东大道）、上水车、雅迪
科技、联福路（锡山大道）、无锡工业技
工学校（联福路）、东盛路（大成路）、锡
山医院、无锡东站。首班车为6：00，末
班车为18：00。 （小张）

公交786线路
昨起试运营

本报讯 5月19日，新时代文明实
践·大运河幸福365志愿联盟在无锡洛
社六次产业园成立，这也是京杭大运河
无锡段的首个志愿联盟。成立仪式上，
当地聘请了10位文史研究、非遗传承、
群众文化、经典集藏、文明志愿等领域
的运河文化代言人精心制作各式“文化
大餐”为群众传播运河文化，同时整合
洛社3万名志愿者组织各种人文特色
项目，传承并弘扬大运河文化。

据了解，大运河惠山段全长14.9
公里，主要流经玉祁、洛社、钱桥地
区。从去年开始，惠山从建设高颜值
生态长廊、高品位文化长廊、高经济效
益长廊入手，打造独具特色的大运河
文化带“惠山走廊”。 （马悦）

大运河无锡段
首个志愿联盟成立

寄畅快语

今年小麦又丰收
不少农户未收割已被订购

分类信息
生活资讯全搜索 信息通达全无锡

信息集中 分类明细 服务大众 欢迎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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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款单位：无锡报业发展有限公司日报传媒分公司

收款账号：29010188000154522
开户银行：江苏银行无锡分行营业部

无锡日报社未在任何搜索网站开辟刊登广告的网页、广告信息等相
关业务受理渠道。有此需求的读者请认准无锡日报上刊登的业务联系方
式，勿通过网站搜索查询登报事宜，以免上当受骗。

未经无锡日报社授权刊登广告信息的各类搜索引擎网站必须立即停
止受理无锡日报广告及信息类业务。无锡日报社将保留追究侵权责任方
一切法律责任的权力，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侵权责任方承担。

特此声明。
无锡日报社

声 明

法院公告
（2020）苏0213民催5号

申请人新吴区守成建材
商行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
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新
吴区守成建材商行。二、公

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
票，票号30300051 24815
769，票面金额人民币20万
元，出票人无锡中惠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收款人无锡惠
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汇票
到期日2020年 6月 18日。
三、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特此公告。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

2020年5月19日

招租公告
出租标的物：无锡和畅睦

邻中心商铺；区位：经开区和
畅路与蠡河西路交叉口西南
侧；规模：总建筑面积为43

767.8㎡，分为地上三层和地
下一层（停车场），地上建筑
面积28389 .4㎡，地下建筑
面积15378.4㎡。报名资格：
有从业经验；报名方式：携带
品牌资料，现场报名；报名地
点：项目现场；招商业态：美
食餐饮、儿童育乐、生活配
套、运动休闲等。联系人：李
女士、朱先生，电话：0510
-68519777。

招租公告
无锡市隐秀路901号联

创大厦西一楼254平方米，房
产招租（现租期5月底届满）租
期两年内。有意者请联系：85
160288。

声明
无锡元盛泓博建设有限

公司于2020年4月发现朱振

勇先生于2019年12月10日

在本报发布本公司公章遗失

启事声明公章作废，并私自

刻制了新的公司印章。但本

公司公章实际并未遗失，且

仍在正常使用中。现经本公

司股东会决议，朱振勇谎称

旧公章遗失并新刻公章为其

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本公

司，朱振勇持有的公章自始

无法律效力。特此声明。
无锡元盛泓博建设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遗失启事
·遗失崇安区宝车汽车快修
部（注册号：320202600284
964）编号为：32020200020
1406230054的营业执照副
本一张，声明作废

·蒋云飞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320386672，声明作废

·宗心一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320131329，声明作废

·贾德龙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320569411，声明作

废

·陈建申遗失个人身份证证

号362204198507158138，

声明作废

调 调整鱼类结构 清清理湖体基底

截 拦截水体污染物 投投撒水体消毒剂

种 构建草毯系统 放投放水生动物

生态修复“六字诀”

20日，山北街道惠峰社区
为辖区内无产权单位的三十多
栋楼清理楼顶水箱。

（吴莉敏 摄）

本报讯 “鱼出水，鸟入林；清
风徐来，日落不归。”日前，迷恋尚贤
河畔的清波睡莲，拍客刘云龙在朋
友圈猛“秀”图文，引来好友纷纷点
赞，细心的市民还发现河边的芦苇、
荷叶换成了水草，水中鱼群清晰入
镜，尚贤河的水更清了。经开区生
态环境局相关人士介绍，尚贤河生
态修复工程正有序推进，其中，尚贤
湖整治工程已基本完成。这是尚贤
河建成12年以来的首次水体维护，
生态“调养”两年后，水质有望达Ⅲ
类。

水清岸美，尚贤湖一直是锡城
市民喜爱的休憩“网红地”，为啥还
要整治？“只为水环境越来越好。”
生态环境部门相关人士坦言，近年
来，尚贤湖水体因与外围河道隔
断，水体流动性差，自我修复和生
态平衡能力不足，水质逐年下降，

又因汛期外水进入，夏季出现蓝藻
水华。此次尚贤河生态修复工程涉
及22万平方米水域，工程分为两部
分，一部分位于市民中心南面的尚
贤湖，另一部分是往南延伸至震泽
路的尚贤河湿地。

尚贤河如何进行生态修复？太
湖新城置业有限公司相关人士介
绍，尚贤河修复生态有“六字诀”，一
是“调”，调整鱼类结构。多年湖体

封闭后，尚贤湖鱼类较单一，结构失
衡，今年初调整了湖体原有鱼类结
构，并重新投入藻食性鱼类，通过鱼
类滤食浮游植物提高水体自净能
力，优化湖体生存环境；二是“清”，
清理湖体基底。检测湖底淤泥微量
元素结构后发现，尚贤湖底泥磷含
量偏高，水体富营养化不利于水质
改善。目前尚贤湖体基底已清理，
沿岸卵石位置得到优化，为种植水

生植物提供了生长空间；三是“截”，
拦截水体污染物。上月，多相微滤
系统及植物栅设置完成，以拦截水
体污染物，从而净化水质；四是

“投”，投撒水体消毒剂。今年4月，
尚贤湖底投撒了底泥钝化剂等消毒
药剂，以抑制底泥污染物释放，进一
步净化水质；五是“种”，此次尚贤湖
种了约12万平方米水草，构建出稳
定的草毯系统，用来净化水质；六是

“放”，投放水生动物。截至目前，湖
体内投放了各类水生动物，形成健
康食物链，以保持水体生态系统稳
定。

“尚贤河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已
完成50%，巡塘古镇、太湖国际博览
中心一带水系均列入了整治。”相关
人士说，目前该工程正在沿河往南
依次分区域实施整治，预计下月底
基本完成整体建设工作。（马雪梅）

尚贤河12年来首次水体维护

本报讯 近日，公安部门展开
“一盔一带”行动，市场头盔价格暴
涨，一些市民担心“一盔难求”。为了
防止价格波动，昨日，无锡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保持电动车头
盔价格稳定的政策提醒函》，提醒相
关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出现哄抬物价、
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否则将依法严
肃处理。

该函提醒，电动车头盔生产经营
单位在制定销售价格时，要以成本为
基础，采取有效措施保持头盔价格的
基本稳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牟取暴
利。

《价格法》及《江苏省价格条例》
对经营者的不正当价格行为作出了
禁止性规定。各头盔生产经营单位
应严格遵守各项价格法律法规，自觉
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不得蓄意串通，
联合抬价；不得故意散布涨价信息，
诱骗对方交易；不得囤积居奇，哄抬
物价；不得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高
上涨。

在售卖过程中，各头盔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明码
标价，注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
等级、计价单位、价格，不得在标价之
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
标明的费用。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开展市场
巡查，及时受理群众价格投诉举报，
对查实存在囤积居奇、捏造散布涨价
信息、哄抬价格、串通涨价、价格欺诈
等价格违法行为的，将依法严肃处
理；对于情节严重、拒不改正、影响恶
劣的典型案件予以公开曝光；严重扰
乱市场秩序构成犯罪的，将移交公安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安部门也密切关注电动自行
车安全头盔涨价问题，要求各地稳妥
推进“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会同
市场监管部门严查价格违法行为。
并要求从6月1日起，执法处罚的范
围限定为骑乘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
盔、驾乘汽车不使用安全带的交通违
法行为。对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
安全头盔的行为，继续开展宣传引导
工作。 （殷星欢）

我市发提醒函
稳定头盔价格
严禁哄抬物价、价格欺诈

为保障居民夏季用电用气
安全，近日，崇安寺街道连元街
社区携手社会组织彩虹救援队
为社区空巢、独居老人进行家
用电器安全大体检，让老人们
安全度夏。 （一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