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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守住一道门，护好一
座城”，疫情防控期间，一支来自全
市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队伍24小时
不间断值守无锡火车站，直至目前
这里仍有百余位志愿者坚守岗位。
昨天，辛勤防守“无锡大门”的志愿
者获得一份暖心关爱，获赠免费流
量。副市长刘霞出席赠送仪式。

当日，市网信办牵头中国移动
无锡分公司、中国联通无锡分公司
和中国电信无锡分公司，会同无锡
火车站疫情防控组共同举办“战

‘疫’常态化，流量送不停”活动。三
大运营商为志愿者们制定专项免费
流量套餐，根据志愿服务时间赠送
每月20G手机流量。活动覆盖千
余名抗疫志愿者，向他们表达感激
关爱，同时在全社会激发关心关爱
志愿者的良好氛围。

据悉，接下来，针对志愿者防
暑降温和心理疏导需要，相关部门
单位还将继续力所能及地给予帮
助，着力缓解志愿者工作中的体
力、精神疲劳。 （朱冬娅）

抗疫志愿者获赠免费流量

本报讯 国有物业企业入驻老旧
小区，全面改善“老新村”无物业管理现
状。昨天上午，地铁集团下属无锡地铁
物业公司正式进驻学前街88号小区，
开展国有物业企业托底老旧小区物业
管理。记者从市住建部门获悉，前日，
城发集团旗下国有物业公司金佳物业
进驻曹张新村一社区。据此，我市在梁
溪区率先试点的国有物业企业接管老
旧小区物业管理正式拉开帷幕，先期试
点的两个小区，受益居民近2800户。

昨日上午9点，市中心学前街88号
小区里，“与业主朝夕相伴，为业主尽责
尽善”，一条横幅，30个物业管理人员，着
装整齐，面带微笑，开始与这个长达30

多年没有物业管理的小区融为一体，“专
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让物业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更畅通、更舒心。”首批进
驻的物业管理人员信心满满地说。进驻
当天，物业人员向小区居民发放了意见
反馈表，物业的意见簿、留言箱、答复板
已全部上墙。“畅通社区、居民、物业间的
沟通渠道，是构建物业与居民和谐关系
的第一步，关系和谐了，后面的工作不愁
开展。”地铁物业一党员代表说。

更换坏掉的广告牌、修剪小区绿
化枝叶、清扫公共区域、指挥车辆有序
停放……来到小区立即“干起来”，短
短3小时，小区环境焕然一新。“看着
身穿蓝色制服的物业管理人员在小区

里忙碌着，作为业主，更有归属感了，
感觉找到了‘组织’。”小区居民柳阿姨
在这里住了快30年，昨天格外高兴，
小区干净整洁了，邻里关系也和谐起
来，往外租房都更有底气。

物业管理水平提升了，有居民担心
物业费怎么收，“前期暂不收物业费。”
地铁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试点由
政府托底，暂时不会收取居民物业费。
物业公司、街道、社居委会做好协调工
作，保障居民享受到优质服务。“工作步
入正轨后，还将围绕社区养老、文化教
育、垃圾分类、助残助贫开展联盟党建
和志愿服务，增强居民参与的主动性、
积极性。”该负责人介绍。

“小物业”牵动“大民生”。据悉，
目前，市住建部门已初步完成《老旧小
区物业管理实施方案》，计划从今年
起，推进落实市区老旧小区全部由国
有物业企业进驻托底管理。在服务标
准上，老旧小区按照“百姓出一点、公
共收益出一点、政府补贴出一点”的原
则，依据《无锡市普通物业服务等级标
准》实施综合服务不低于一级的物业
服务标准，对于百姓愿意“出一点”的
小区优先考虑实施。此外，相关部门
还将加大对国有物业企业的考核，根
据考核评价，对进驻老旧小区的国有
物业采用动态管理，确保“有进有出”，
促进充分竞争。 （孙倩茹）

本报讯 米色沙发宽敞整洁，两
台液晶电视机分别播放着列车时刻
表和双拥故事片，最新的报纸杂志、
免费饮用水随手可取，领袖题词、新
时代“四有”革命军人宣传画抬头可
见……这里是昨天京沪高铁无锡东
站大厅揭牌启用的“军人候车室”。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军人候
车室位于候车大厅中心区域，占地
28平方米，是在军人候车专区基础
上另外新建的，毗邻劳模工作室和

母婴候车专区，该区域还设有雷锋
服务站，可为前来候车的军人提供
周到服务。现役军人凭有效证件即
可享受。

市双拥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设
立军人候车室目的在于进一步增强
军人荣誉感，使军人成为全社会尊
崇的职业，让军人有一种宾至如归
的感觉，并以此推动新时代无锡双
拥工作高质量发展。

（见习记者 雷颖、记者 顾庆赟）

无锡东站有了“军人候车室”

开罚！ 首日 5793 名
电动自行车主不戴
头盔被处罚

国有物业企业进驻老旧小区
梁溪区两小区率先试点，约2800户居民受益

近日气温升高，俯瞰太湖新城，蓝天白云回归。8月1日，无锡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黄色
预警，预计未来连续三天无锡最高气温可达35℃以上。 （钦嫣 摄）今夏首个高温预警

本报讯 喷漆作业，无锡宝达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配套的废气
治理设施居然不加活性炭，废气通
过管道直接排放，废气治理设备成
了“聋子的耳朵”；无锡市金箭造漆
有限公司环境管理混乱，喷漆工艺
采用半敞开式人工操作，喷漆车间
和调漆房内大量敞开的油漆和稀释
剂桶随意堆放，挥发性有机废气无
组织排放问题严重，生产场所内气
味明显……昨从市生态环境局获
悉，一场代号为“大风”的夏季挥发
性有机物精准执法检查行动在锡城
悄然展开，将违法违规的154个环
境问题“逮”了个正着。

“今年上半年全市35个污染
天，有28天是臭氧浓度超标导致。”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人士介绍，随着
夏季高温的到来，臭氧污染成了影
响我市空气质量的首要因素。挥发
性有机物（VOCs）是形成臭氧污染
的重要前体物，目前已成为制约无
锡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的短板，攻坚
治理臭氧迫在眉睫。

哪些区域对臭氧浓度的“贡献”
较大？“大风行动”发现，含喷涂汽修

与涉VOCs排放的工业企业是挥
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的“重灾
区”。其中，堰桥、东亭、旺庄及雪浪
区域的环境问题较集中，这些区域
的工业企业、喷涂汽修、油品储存及
餐饮的污染点位较为集中，VOCs
排放量较大。

相关人士介绍，“大风一号”自
7月8日开展以来，共发现各类环境
问题154个，建议立案查处40个，
建议停产2个，建议查封扣押7个，
建议移送公安3个，建议移交其他
部门10个，建议整改114个。值得
提醒的是，此项行动已移交其他部
门问题10件，主要有建筑工地围挡
未设置喷淋设施或喷淋装置未开
启，渣土露天堆放未覆盖，进出工地
的车辆未清洗等。

“既是执法检查又是一对一帮
扶，为企业找‘病因’、开‘药方’，推
动企业精准治污。”相关人士介绍，

“大风行动”开启了我市挥发性有机
物综合治理的新征程，今后我市还
将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执法监督力
度，并适时开展“大风二号”行动。

（马雪梅、实习生 雷颖）

攻坚臭氧污染 精准治“挥发”

“大风一号”查处环境问题154个

本报讯 开罚！昨天是我市对
驾乘电动自行车不按规定佩戴头盔
进行处罚的首日。上午8时，在市
区的各个路口，无锡交警部署400
余名警力开始对电动自行车驾人员
佩戴头盔情况进行现场查处。

上午8时30分，记者来到三阳
广场执法点。开罚首日恰逢是周
末，但早高峰时段来往骑乘电动自
行车车主较多。从现场头盔佩戴率
来看，绝大多数车主都自觉佩戴了
安全头盔，但仍有少数车主没有佩
戴。“经过前期宣传引导，目前市区
的头盔佩戴率明显提升，佩戴率达
到85%以上。”梁溪交警大队一中

队指导员张立文说，现在绝大部分
市民知晓佩戴头盔的重要性，并已
养成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但仍有
市民对佩戴头盔抱有抵触情绪，理
由也是五花八门，尤其是现在天气
炎热，有些市民嫌戴头盔太热，只是
携带头盔但并未佩戴，被民警拦下
教育后才肯佩戴。

“请出示身份证，你因驾驶电动
自行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根据相
关规定，给予20元罚款。”上午9时
许，在人民路中山路口，一名20多
岁的男子被民警拦下。“听说骑电动
车要戴头盔，但还没来得及买。”面
对罚款，该男子表示接受，并承诺马

上就去商店购买。
无独有偶，另一名男子被民警

拦下后，立马从电动自行车下方拿
出头盔佩戴起来。“出门有点急，想
想几分钟路程，就偷懒不戴了，今后
注意。”该男子急忙解释道。对于此
类情况，民警同样给予20元的罚
款。截至上午11时，该执法点共查
处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佩戴头盔的
违法行为115起。

“从今天起，对未按规定佩戴头
盔进行处罚，将视情况分为两种。”张
立文说，首次驾驶或乘坐电动车的人
员未按照规定佩戴头盔的，给予罚款
20元，第二次及以上未佩戴者，若再

被查获，将面临50元的升级处罚。
如何认定违法行为是首次还是

第二次以上？交警表示，目前民警使
用的警务通系统可以自动识别驾乘人
员的违法次数，为此，电动自行车主不
要抱侥幸心理。截至当天下午4时，
全市共查处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未按
规定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5793起。

开罚首日，除了现场查处未按
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处，还对电动自
行车闯红灯、逆向行驶、在机动车道
内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据统计，
共查处逆向行驶271起，走机动车
道302起，闯红灯64起。

（杨柳 图文报道）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疫情防
控应急指挥部召开视频会议，就进
一步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进行再部
署、再压实。副市长刘霞、周常青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清醒认
识疫情防控的复杂性长期性，按照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要求，继续毫
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用“防得住”保障“放得开”。要严
格落实中高风险地区来锡人员健康
管理措施，对入境人员落实点对点闭
环管理要求，严防输入性疫情发生。

要落实“四早”措施，完善发热门诊建
设及工作机制，不断提高检测筛查能
力。要着力防范冷藏冷冻食品安全
风险，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要
加快提升核酸检测筛查能力，进一步
完善检测实验室配置。要开展疫情
处置实战化应急演练，广泛深入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影剧院、旅游景
区、商务展览馆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疫
情防控管理，继续关心关爱好一线防
疫人员，落实好各项防暑降温措施，
全力保障防疫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王怡荻）

我市召开疫情防控视频会议

近日，工作人员在大气走航监测车内走航监测大气污染。为了给大气污
染治理网格化监管提供信息化技术支撑，实现环境监管区域无死角，建立

“测”、“管”、“罚”联动的环境监管体系，新吴区在我市范围内率先开展大气走
航监测技术建设，进一步织紧防治大气污染的“天罗地网”。 （宗晓东 摄）

大气走航监测车上路上接第1版>>>全省各级各部门勠
力同心、攻坚克难、艰苦奋斗，安全
生产工作富有成效。在肯定成绩的
同时，必须更加深刻认识到面临的
严峻形势，越是在取得成绩的时候
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要敲响警钟，
越要看到任务依然艰巨、成绩已经
归零，越要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
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时刻绷紧
安全生产这根弦，以实际行动和实
际成效践行初心使命、做到“两个
维护”。

吴政隆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的责任，确保责任压实
到“最后一公里”。各级各部门特别
是主要领导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
数，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
平安”政治责任，守土有责、守土担
责、守土尽责，亲力亲为抓好专项整
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
须”要求，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

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以工作
落实确保取得过硬成果。要通过依
法监管、严格执法、联合惩戒、诚信
管理等多种措施，压实企业主体责
任。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抓好
专项整治工作的落实。要在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上狠下功夫，通过“四不
两直”、举报奖励等方式，依靠群众
依靠专家依靠基层全面排查整治问
题隐患，推动国务院督导组、省督导
组以及自查发现问题等逐一整改到
位，确保隐患见底措施到底整改彻
底。要在抓好重点领域安全上狠下
功夫，对“一年小灶”“三年大灶”明
确的领域逐一过堂、逐个研究，拿出
针对性的硬招实招，坚决防范遏制
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在夯实基础提
升能力上狠下功夫，扎实推进安全
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根本好转。
要全力抓好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
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本报记者）

我市收听收看全国和省
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上接第1版>>>
杜小刚在检查时强调，确保太湖安

全度夏是一项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
务，各地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省
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纵深推进排
水达标区建设，全力加快生态清淤和蓝
藻离岸打捞处置进度，加强水情藻情监

测预警分析，积极探索深井加压控藻、聚
泥成岛等创新举措，全面提升蓝藻淤泥
无害化处理水平，努力探索出一条科学
治太的新路子，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实现
更高水平的“两个确保”，让太湖这颗明
珠更加璀璨夺目。

（王怡荻）

打好打赢太湖治理攻坚战
夯实“美丽无锡”生态基底

上接第 1 版>>>惠山脚踏糕、滨湖休闲
民宿、新吴鸿山葡萄、经开素面券等，在
全场掀起一波波互动高潮，来自梅村街
道梅璟乐团演奏的《喜洋洋》，更是为活
动增添了一分喜气。

诙谐的老记、年轻的小编，放下键盘、
拿起话筒、走到前台，成为活动主持人。
他们身上，“藏”着71岁的党报“正青春”的
密码：老中青三代人才团队薪火相传，不
断更新知识储备成为全能型记者，从容应
对这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技术在变、
受众阅读需求在变，党报的创新不变——

体制机制在创新，内容生产方式在创新，
服务方式也在创新。党报不再只是一张
纸，而是能做活动、拍视频、搞直播、供服
务的新媒体矩阵。给全场活动带来欢乐
的“一区一品”互动抽奖，正是党报改革创
新的产物——八大全媒体部的手笔。

“今天是你的生日……”，熟悉的乐
曲响起，人们齐声高唱为党报庆贺生日：
长方形的巨型生日蛋糕分享着甜蜜，也
许下党报融合创新再出发的愿景。

副市长周常青出席活动。
摄影：浦恒瑜、钦嫣、朱吉鹏

在融合创新中走向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