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无锡

热闻 编辑 蒋有为
视觉 杨足 组版 陈洁

2020年11月20日 星期五

03

无锡市南长区振新路门诊
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2020
050920839XY）、无锡市沐浴行
业协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
20200509212137Q）、无锡市
粮食经济学会（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13202005092023936）、无
锡市汽车清洗业协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132020050921318
0F）、无锡市埃卡内基培训学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20200
50922148XG）因长期不按规定

参加年度检查，本机关已对其作
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因上
述社会组织的登记证书和印章
至今未缴回，依据《社会组织登
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第三十二条规定，现公告上述无
锡市南长区振新路门诊部等五
家社会组织的登记证书（含正
本、副本）和印章自2020年11月
16日起作废。

无锡市民政局
2020年11月20日

无锡市民政局关于无锡市南长区振新路门诊部等
五家社会组织登记证书（正、副本）和印章作废的公告 无锡市民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经查，下列单位未按规定接
受2017年度、2018年度社会组
织年度检查的行为，违反了《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
办法》第十条规定，本机关对下
列单位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
罚。因与下列单位联系未果，现
依法向下列单位公告送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限下列单位在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联 系 人 ：吉 晨 阳 ，0510-

81822006；联系地址：无锡市观
山路市民中心11号楼无锡市民
政局540室。

处罚单位名单如下：无锡市
南长区振新路门诊部（锡民罚决
字〔2020〕第009号）、无锡市埃
卡内基培训学校（锡民罚决字
〔2020〕第013号）。

无锡市民政局
2020年11月20日

经查，下列单位未按规定接
受2015年度、2016年度、2017
年度、2018年度社会组织年度
检查的行为，违反了《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
定。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
定，本机关对下列单位作出撤销
登记的行政处罚。因与下列单
位联系未果，现依法向下列单位
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限
下列单位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本机关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特此公告。
联系人：吉晨阳，0510-

81822006；联系地址：无锡市观
山路市民中心11号楼无锡市民
政局540室。

处罚单位名单如下：无锡市
沐浴行业协会（锡民罚决字
〔2020〕第010号）、无锡市粮食
经济学会（锡民罚决字〔2020〕第
011号）、无锡市汽车清洗业协会
（锡民罚决字〔2020〕第012号）。

无锡市民政局
2020年11月20日

无锡市民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尊敬的平安意健险、雇主责任险客户：
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分公司投保，报案时间截止到
2018年11月20日，至今仍未到我司
办理意健险理赔的客户，请您于2020
年 12月 20日前到我司办理理赔手
续，逾期我司将根据《保险法》及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对逾期两年未办理理赔
的案件进行清理。

咨询电话：0510-88895511
索赔地址：无锡市各服务网点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公司关于办理理赔事项的公告

资产转让公告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

锡分行拟转让资产位于江苏省
无锡市梁溪区中山路789号的黄
金海岸大酒店，总建筑面积为
19,023.14 平方米，占地面积
3,930.20平方米。该资产是广
发银行无锡分行名下自有物业，
三面临街，靠近地铁1号线胜利
门站和3号线北栅口站，交通便
利。公告截止日2020年12月2
日，详细信息及交易条件等请关
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微信公
众号，接受现场看房。

联系人：王文婷，电话：021-
62657272-278、13162515290；
顾桓，电话：18817323283。

本报讯 “自助口罩机，方便、及
时。”近日，市民王女士发微博给无锡
地铁点赞，记者从地铁集团获悉，为
满足疫情防控期间市民乘车防护需
求，无锡地铁目前已在1、2、3号线的
34个站点非付费区共布设42台自
助口罩售卖机，方便市民忘带口罩时
能及时乘坐地铁。

昨天，记者在地铁1号线人民
医院站进站闸机附近看到，一台蓝
色外形的口罩机上写着“今天你带
口罩了吗？”跟自助售卖饮料机一
样的使用方法，市民只要用手机扫
描电子屏上的二维码、支付，口罩
就会自动落下来（如图）。地铁资
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人民医
院站、南禅寺站、无锡东站等人流
量大的站点，一台机器一天能售出
上百个口罩。目前，该机器提供10
只装和5只装的普通防护口罩和儿
童防护口罩，平均一只口罩约8角
钱，同时还售卖个性化口罩，市民
可根据需要购买。

据悉，口罩售卖机的位置都在非
付费区，安检时发现没带口罩可及时
购买。针对市民较为关心的换乘站
口罩机布设，地铁近日将引进升级版

口罩售卖机，新版机器机身更窄，占
地更小，售卖的口罩品种也更多。

（孙倩茹 图文报道）

无锡地铁布设
42台自助口罩售卖机

乘客忘带口罩可及时购买

本报讯 鲜艳整洁的蓝色非机
动车停车位内，电瓶车、共享单车整
齐排放，地面上印着一排醒目的“绿
色出行，规范停车”文明宣传语。这
是记者昨天在新吴区长江路沿线的
地铁3号线黄山路站出口看到的一
道文明风景线。到本月底，新吴区
城管部门将在长江路沿线及地铁周
边共投用50余处非机动车停车位，
可满足约1000辆非机动车停放。

新吴城管园区二中队中队长阮
海军告诉记者，地铁3号线正式运营
后，地铁口附近的非机动车停放量
猛增，由此也出现了地铁沿线的绿
化带、人行道板、盲道非机动车乱停
放乱象，既影响市容环境，又增加出
入口周边安全事故隐患，成为城市
秩序治理热难点问题。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新吴区城管部门专门设计
了这批非机动车停车位。目前长江
路沿线从旺庄路到吴都路口，每个
地铁站的每个出口都划设了专门的
蓝色非机动车停车位（如图）。同
时，采用“机防+人防”相结合的模
式，实行全天候、无死角长效监管。
对占用盲道停放的非机动车，将予
以拖车，以及20元—50元的罚款处
罚。

采访中，市民卢先生正好来停
放电瓶车，他表示，这样的非机动车
停车位设计得非常好，“我经常开电
瓶车到地铁口，再乘地铁去上班，之

前总担心电瓶车停在路边被偷、被
破坏，现在停到这个指定车位上，走
几步路就能进入地铁站，而且地铁
口的监控摄像头能照到停车位，停
车方便又安全”。

（刘丹 图文报道）

长江路沿线地铁口投用
50余处非机动车停车位

本报讯 昨从市建管中心获悉，备受市
民关注的高浪路快速化改造一期工程近日传
来新进展：经过前期对道路两侧进行绿化迁
移、污水迁改施工，预计下月高浪路将进入主
体工程施工阶段，期间，高浪路蠡湖大道至菱
湖大道段将全封闭施工，市民可从周边道路
绕行，相关部门将对附近交通导改道路实施
提升改造，包括主要道路交叉口拓宽改造、标
志标线调整、交通微循环、交通设施改造等四
个类型，共涉及19个点位。

“目前高浪路承担太湖新城30%的东西向
交通量，施工期间大量交通需要从周边道路绕
行分流。”市建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高浪路

工程因涉及隧道施工，施工期间道路东西向将
全封闭，不设便道，南北向相交道路保持通行，
菱湖大道至高浪大桥段建设便道保证通行。

建设单位相关负责人提醒市民：施工期
间，高浪路两侧居民向蠡湖新城、市区方向可
由观山路或周边支路南北绕行，向新吴区方
向可由路况较好的吴都路绕行，对于往新安
方向的市民而言，华清大道、运河西路都可

“借用”。此外，施工期间，建设单位还将配合
交警部门对周边多个交通路口实施节点优
化，提升道路分流能力，比如在观山路与立德
道交叉口新增可变车道等，增加交通容量，分
担高浪路绕行压力。 （孙倩茹）

高浪路快速化改造蠡湖大道至菱湖大道段

下月将全封闭施工

相关链接>>>

高浪路快速改造一期工程，
西起蠡湖大道学府立交，东至菱
湖大道，接高浪大桥，全长8.35公
里，主线快速路采用东桥西隧的
布置形式。华清大道以西为隧
道段，以东为高架段，其他路段
采用快速路形式。市建管中心
副总工程师杨炜介绍，原高浪路
从蠡湖大道到菱湖大道段需要
途经的 11 个路口，红绿灯多，项
目实施后，全线为设计时速80公
里的快速化道路，预计通行只需
要7到8分钟。

■ 施工期间道路东西向不设便道

■ 南北向相交道路保持通行

■ 菱湖大道至高浪大桥段设便道

■ 外围道路19个点位调整改善交通

寄畅快语

据本地媒体报道，近日无锡博物
院与锡城学校进行合作，通过在馆内
开课、送课进校等方式，为学生上好

“家乡”这堂地方特色文化课。在为
这样的“合作”点赞的同时，也要看到
很多无锡孩子对家乡了解甚少，对无
锡历史文化的知晓度不高，如何通过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途径让更多无
锡孩子了解家乡、热爱家乡，进而在
未来报效家乡，亟待引起各方重视。

乡土教育对于拓宽学生知识
面、培养社会探究能力、激发青少年
的爱家爱乡爱国热情，以及培育社
会责任感、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
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无锡人文历史
资源丰富，为学生打造乡土教育的
课堂，无锡不少学校都进行过有益
探索。比如市一中就把名为“无锡
望族的家风与家学”的校本课设到
了实地，在小娄巷王选纪念馆为学
生讲述王氏家族的故事；一些学校
也曾自编“乡土人文教材”，让学生
把了解本地历史文化作为一门课程
来修习。但总体而言，无锡学生接
受乡邦文化教育的机会还比较少，
很多孩子因为学业负担不断加重，
缺乏主动了解乡邦文化的意愿，即
便有闲暇，也宁愿选择与手机游戏
为伴，不愿走出家门走进博物馆、名
人故居等，感受无锡悠久的历史文
化和丰富的人文知识。

让无锡孩子读好“家乡”这本
书，首先要学校明确多元文化的培
养目标，创新课程内容，让学生贴近
乡土文化，促进乡土文化的价值认
同。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化机构也要
主动与学校牵手合作，以青少年喜
闻乐见的方式提高中小学生对家乡
的认知度与认同感。无锡博物院的

“吴地文明”AR 系列课程之“春秋
吴王僚剑”与“行走”研学系列旅行
之“泥塑雅韵”入选了2019-2020年
江苏省博物馆教育示范项目名录，
吸引了逾2500名学生参加，就是个
很有意义的尝试。多方合力，让无
锡孩子读好“家乡”这本书才能变成
生动的现实。 （李湛肹）

让无锡孩子读好
“家乡”这本书

今年市区今年市区““增绿增绿””250250公顷公顷
造园植绿上造园植绿上““新标新标””，，提升百姓生态获得感提升百姓生态获得感

本报讯 随着创建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的号角吹响，我市绿化
造园有了更高层次的新标准。造
园植绿不仅仅是增加绿地面积，
更要提升绿化景观品质、改善城
市生态环境。昨从市市政和园林
局获悉，今年我市新增绿地250
公顷，每个区都至少新建了1个
2-5公顷规模的社区公园和2个
城市游园。值得一提的是，新建
绿地特别融入“公园+”理念，以体
育、娱乐、会客厅等各种复合功能
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让市民
在家门口就有生态获得感。

梦回伯渎、七里画廊，经过持
续三年的强化治理，伯渎河不仅
水质稳步提升，更悄然变身新晋
网红打卡地。总长3640米的河
流两岸，绿地面积约17.5万平方
米的伯渎河公园一期工程已建成
开放。绿化以疏林草地为主，以
樱花为特色植物，融入花境景观，
加入马褂木、水杉等打造出四季

分明的花木色相。两岸排布着泰
伯文化公园、文体公园、童梦公
园、艺术花园等8个子公园，按照

“公园+”理念融入吴文化、体育、
儿童娱乐、艺术等不同特质，在绿
地基础上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空间
效果。据悉，待二期工程完工后，
伯渎河滨水空间的绿色效应将充
分显现，周边受益市民将达30万
人左右。

锡东片区，另一条河流串起
绿地、步道、足球场……形成绵延
18公里的旖旎风光线。九里河两
岸，一条滨水生态绿廊已然成形，
周边近30万平方米绿地分成生
态体育公园、滨水公园、城市客厅
等片区，提供康体文化、生态栖
息、都市休闲等不同功能，将“公
园+”实践发挥尽致。

我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出工作要
求，明确要加强城市生态空间保
护，推进山体、水体和废弃地修

复。今年，一批废弃地借绿化造园
之力完美变身，仅梁溪区就完成了
广澄路沿线、上马墩路沿线等3处
废弃地改造。广石路南匝道与兴
昌路南延段的一片三角地块，本是
常年无人管理的闲置地，一度杂草
丛生、建筑垃圾乱堆，甚至引来周
边居民开荒种菜。地块经垃圾清
理后，重新覆土建成流云广场公
园，新增绿地65000平方米，为老
城区带来一片清新怡人的绿色空
间。

从市市政和园林局相关部门
获悉，我市计划通过创建国家生
态园林城市的三年行动，实现市
区新增绿地600公顷，新建18个
社区公园和36个游园。接下来，
在造园植绿过程中还将更加注重
完善城市绿色生态网络，使城市
绿心、绿环、绿廊等结构性绿地布
局趋向合理，为市民提供更多更
好亲近自然、绿色出行的场所和
途径。 （朱冬娅）

伯渎河公园伯渎河公园（（相关部门供图相关部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