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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3日部分停电调整)

停 电 预告

因电网建设、设备检修等需
要，拟对以下线路进行计划停
电，请停电范围内的用户做好准
备。我们将尽量早完工、早送
电。我们对停电给您带来的不
便深表歉意，感谢您对我们工作
的支持与帮助。

原6月23日部分调整
停电新增：
1、停电时间：9:00～14:30

停电线路：10kV新张线 影响

范围：金星制衣厂、宁通紧固件
厂、江苏通用科技等部分用户

说明：
1、以上线路停电工作,早完

工早送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
应自行拉开停电线路进线开关
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送
电。2、遇雨天等不能工作停电
相应取消。3、详见“95598 智能
互动网站——停电公告”。

国网无锡供电公司

本报讯 “太湖清雷5号”行动
来了！记者昨从市公安局获悉，6
月20日至21日，无锡警方紧盯重
点区域部位、重点场所行业、人员聚
集场所和重要运输通道，将警力最
大限度摆上社会面，筑牢锡城夏季

“平安防线”。据悉，2天时间，警方
检查重点场所行业3500余处、走访
排查人员聚集场所3100余处、发现
整治安全隐患210余处。未来一段
时间，警方还将分阶段多次开展该
项行动。

警灯亮起来、脚步动起来，守护
百姓安宁。“‘门铃码’扫没扫，日常
消杀做得怎么样，有没有顾客喝醉了
打架？”6月20日晚，江阴市公安局周
庄派出所民警来到辖区夜宵摊、娱乐
场所进行清查，确保疫情防控不松懈
的同时，督促门店加强监控覆盖。此
次行动中，警方以夜市、美食街等夜
间营业场所为重点加强亮灯巡逻，提
高重点路段、部位的见警率、管事率，
维护良好治安秩序。同时，警方对歌
舞酒吧、游艺厅、棋牌室等娱乐服务
场所开展全面检查，依法查处违规经
营行为，并对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零
容忍”，坚决予以打击。

开展走访排查，确保“清患安
居”。“电动车不能放在室内充电！”

6月20日晚，新吴公安分局硕放派
出所民警申建前往辖区内的多家群
租房，对住户信息、房屋结构、安全
隐患等方面进行检查。在老街的一
户群租房内，申建发现一名租住人
员使用液化煤气罐，存在极大的安
全隐患。在申建的督促下，该租户
主动卸下煤气罐，暂存在室外，并联
系了相关人员前来处理。行动中，
警方对流动人员聚集区开展全面排
查，督促住宿、租房实名登记制度的
落实，加大公安监管范围内单位的
消防监督检查和隐患整改力度，拧
紧“安全阀”。

严守交通卡点，加强重要运输
通道查控。“您是从哪里来的宜
兴？车厢里面装的是什么货物？”6
月20日晚，宜兴市公安局洑东公
安检查站在苏浙交界的104国道
上设卡开展社会面治安清查，对入
宜车辆、人员及可疑物品进行检
查。据悉，行动期间全市公安检查
站、警务工作站、治安卡口勤务等
级全面提升，增加“人车船物”抽查
检查比例，加大对“失驾”及高风险
驾驶人员、物品的安全风险隐患管
控力度，严查严处交通违法行为，
全力营造安全、畅通、和谐的夏季道
路交通环境。 （张子秋）

两天发现整治安全隐患210余处

“太湖清雷5号”
筑牢夏季平安防线

本报讯 1只水蜜桃，在15至
30米不等的机械流水线上“行走”，
不到2分钟完成检测，进入定制的盒
子。特别是人工看不到的病桃，在
这个过程中被精准检出并自动处
置。6月21日，阳山水蜜桃首发式
上，首台智能高端桃分拣设备启用，
分选装箱环节开启数字化转型。“水
蜜桃产业链‘机器换人’，在节约人
力物力的同时，助力提升农业产业
现代化水平。”阳山镇相关负责人
说。

走进“车间”，占地约30平方米
的一台单通道高性能水果分选机
上，一个个刚从桃园来的水蜜桃，正

“躺”在小轮胎上经历着“过山车”似
的拣选流程。技术人员介绍，这台
机器对3个不同重量等级的水蜜桃
进行分拣，每个等级按甜度分4等，
每分钟能完成183个桃子的分类并
包装入箱，工人只需放桃上线和搬
箱下线即可。这台“智慧分拣机”最

厉害的是3D视觉功能，能够看透
“内心”，并把有霉心病等的“问题
桃”“赶”下流水线。而在一楼的人
工分拣车间里，几十名工人正进行
着人工分拣，“从早上5点开始，一天
要忙十几个小时。”与楼上的智能设
备相比，劳动效率差别显著，“关键
是检查病桃这个环节，机器的能力
远远高于人工。”

阳山水蜜桃的数字化转型正在
多个环节加快推进。当天获得首届
阳山镇“2021十大种桃能手”的孙建
勤是种桃农机的带头人。从洛社到
阳山，他种了140多亩桃田，并把先
进的种桃技术植入他的桃林。“今年
水蜜桃产量比去年增三成左右，但个
子小一点，因为雨水少。”他说，他的
80万只水蜜桃已基本被订购一空，
为了采桃搬桃省时省力，他在桃田里
开辟了道路，让小型卡车和升降采摘
机可以自由出入，100多米长的田间
路，比起全人工采和搬，省力许多。

数字化发展，也为阳山水蜜桃的
全产业链提升提供智慧路径。阳山
鼓励引导所有桃农“触网”，借助京
东、天猫、淘宝等电商平台卖桃，开发
线上交易微信小程序和APP推动销
售，直播带货成为今年新亮点。“今年
线上销售的比例提升约两成。”

今年虽有疫情影响，但全市多
方协同，水蜜桃的销售环节开始全
线畅通。阳山水蜜桃原先的主战场
是北京和江浙沪等地，今年阳山派
出500多名经纪人奔赴深圳、重庆、
成都、武汉等地开拓销售新渠道，与
当地的大型商超对接。同时，上海
等地小区团购也成为线下销售的新
增长点。“目前全部采取点对点冷链
车双闭环配送的方式，司机全程不
出驾驶室，把水蜜桃运输到全国各
地的集散中心，由当地的配送员直
接送到客户手中。”阳山相关负责人
说。当天，无锡海关还协助一批水
蜜桃出口海外。 （裘培兴）

每分钟183个桃子甜度分类并包装入箱，还能把“问题桃”赶下流水线

阳山水蜜桃产业链“机器换人”

本报讯 20日，中国权威民航服
务测评机构 CAPSE 揭晓第八届
CAPSE航空服务奖获奖榜单，苏南
硕放国际机场首次获得“2021年度最
佳机场奖”。CAPSE航空服务奖自
2014年设立以来，至今已举办七届，
是民航领域最具公信力的奖项之一。
2021年CAPSE共收集了88万份旅
客点评问卷，覆盖198家航空公司、
693家机场、196258个航班。

2021年，苏南硕放国际机场聚
焦旅客服务需求，疫情防控不放松，
真情服务不打烊，紧紧围绕民航“服
务质量标准建设年”、公司“全面质
量控制年”要求，不断改进服务质

量，着力提升服务品质，持续为旅客
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
按照2021年民航服务质量标准建
设年要求，机场编制发布了《机场窗
口岗位员工职业形象规范》《老年旅
客服务标准》等，为机场服务提供指
导依据。机场在设立96889788热
线、旅客纸质意见卡、航司满意度测
评等多种服务评价方式的基础上，
还创新开发了旅客服务测评小程
序、引进“笑脸盒子”评价系统、面向
社会招募20名常旅客社会监督员、
关注抖音微博网络媒体等方式，进
一步丰富了旅客的服务评价渠道。

（徐兢辉、见习记者 夏昊森）

CAPSE航空服务奖揭晓

苏南硕放国际机场首获“最佳机场奖”

本报讯 6月 21日，由市民
政局、市慈善总会和市城管局主办
的“环环连心、慈社暖城”活动启动
仪式上，发布了多项针对环卫工人
的关爱项目，我市一些爱心企业、爱
心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当天早上，一辆移动体检车开
进了梁溪区南长生活垃圾转运站，
为站内100名环卫工人送上免费体
检。这份体检套餐由无锡爱思开海
力士幸福公益基金会送出，解决了
环卫工人体检难的问题。据悉，去
年我市相关部门已为1599名环卫
工人提供了免费上门体检服务，得

到了环卫工人的高度评价，今年计
划对锡山区、新吴区2300名环卫工
人提供该项服务。

中石化、中石油、美发美容行业
协会等一批爱心企业和组织也加入
到关爱环卫工人的队伍中。当天，
多个爱心企业为环卫工人带来了更
多关爱。如“新华保险关爱全国环
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项目落地，为
每一个环卫工人赠送10万元保额
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至今该险种
已覆盖我市54452名环卫工人，今
年还将继续为5100名环卫工人购
买保险。 （崔欣润）

“环环连心、慈社暖城”活动发布多项项目

实笃笃的关爱送给环卫工人

日前，志愿
者来到广益街道
广丰三村社区
83 岁独居老人
高菊芬家中，为
空调进行了清洗
和消毒，助老人
安全健康度过高
温天气。

（吕枫 摄）

市民市民““误捡误捡””幼鸟幼鸟，，经一个月专业救护经一个月专业救护——

““红隼孤儿红隼孤儿””重返大自然重返大自然
本报讯 6月21日上午10点，3只红隼从两只

纸箱中振翅飞出，在无锡动物园上空盘旋两圈后，很
快就消失在惠山国家森林公园中。

一个月前，有市民来到无锡动物园，送来3只毛
茸茸的幼鸟。无锡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谢老师一眼
就认出这些幼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隼，本
地人俗称“小老鹰”。红隼是本地常见的猛禽，体型
只有鸽子般大小，但扮演着食物链顶端掠食者的角
色，食物主要有鼠类、鸟类、大型昆虫、蛙类和蜥蜴
等。红隼每窝可以产4至6枚蛋，正常情况下幼鸟
都可以成活。

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红隼本来没有什么天敌，没
想到爱鸟人士无意中成了“天敌”，“好心”的市民误
将幼鸟从其父母身边捡走。每年春夏季，野生动物
救护中心都会收容一些人为造成的“红隼孤儿”，这
次放生的3只幼鸟正是属于此种类型。

接收3只红隼幼鸟后，谢老师同兽医一起对它
们进行了体表检查，发现并无明显外伤并且精神状
态尚可。工作人员精选动物食堂内的优质牛肉作为
食物喂养，小家伙们吃得很嗨，长得也很快。快一个
月后，3只红隼已经从毛茸茸的幼鸟长成帅气漂亮
的亚成体了。

临放飞前一周，工作人员有意识地带小家伙们
出去放风，捉一些昆虫之类的活物让它们见识，培养
它们对于食物的专注力。

猛禽的野外生存能力是与
生俱来的，一旦离家，就自然具
有谋生的能力。对于人工养大
后放生的野鸟，工作人员会持
续在野外进行关注。

（卢易 文/刘芳辉 摄） 扫码了解更多>>>

本报讯 正值全国“安全生产
月”，今天，一场燃气安全宣传教育“五
进”活动将走进堰新家园和我市首个
燃气安全主题公园。燃气安全涉及千
家万户，记者从市市政和园林局获悉，
我市将开展隐患灶具“动态清零”行
动，从燃气“用户端”着手提升本质安
全，推动全体市民守好燃气安全第一
道防线。

今年3月起，全市燃气用户开始
加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并同步升级更
换连接灶具和管道的螺纹软管。在以
上“两件套”安装过程中，燃气公司工
作人员上门对用户家中的燃气设施进

行检查。据初步摸排，居民家中现有
不合规的灶具占比较高，存在极大的
安全隐患。

据介绍，不合规灶具存在多种情
况。最常见的是灶具缺少熄火保护装
置，在炉火被风吹灭或被溢出的汤水
浇灭后，无法自动切断燃气。还有部
分灶具与燃气软管连接处并非螺纹
口，而是插口，无法旋紧，容易因连接
不牢而脱落漏气。另有部分灶具使用
非标配件，灶具与燃气管连接处的配
件尺寸不匹配。专业人员建议市民对
家中灶具进行自查，若发现以上情况
应及时更换，从正规商家处购买合格

灶具产品。
据悉，针对用户端存在的不合

规灶具隐患，我市将开展隐患灶具
“动态清零”行动，结合正在推进的
管道燃气自闭阀加装项目对全市现
有隐患灶具进行摸排，摸清底数。
如发现不合规灶具，燃气企业将告
知用户要求及时整改，拒不整改的，
燃气企业可按照供用气合同约定对
用户采取暂时停气措施。接下来，
我市还将发动辖区、地方监管部门
等各方力量敦促市民更换隐患灶
具，通过多轮排查整改对隐患灶具
实施“动态清零”。

本月，燃气安全宣传教育“五进”
活动走进全市企业、社区、学校等地，
科普安全用气常识，充分利用“反面教
材”如使用“黑气”等违法违规行为的
后果危害，提醒市民安全用气。从市
市政和园林局了解到，今年全市将创
建60个燃气安全隐患整改示范社区，
通过基层力量排查隐患用户，落实专
业部门单位“一对一”联系整改隐患。
继全市首座燃气安全主题公园近日在
惠山区建成投用后，今年全市各区都
将建设一个燃气安全主题公园，用更
加生动、亲民的方式把燃气安全知识
带到百姓身边。 （朱冬娅）

全市隐患灶具将“动态清零”
守好第一道防线，提升“用户端”本质安全

（上接第1版）更推动了创新制度的改革。在太湖
渎边，大拈花湾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今年10
月，首开区就将建成开放。自了解到企业的审批
需求，服务专班立即响应，倒排工作计划，明确各
个环节办理节点，采取模拟审批的模式，提前介入
指导帮助企业并联办理各类事项。在服务专班的
帮助下，该项目事项办理时间缩短近30%。经过
探索，目前，宜兴已打造“模拟审批、联合审查、综
合审批、拿地即开工”等4种审批服务模式，探索
采用“多规合一、多审合一、告知承诺”等11项创
新举措支撑项目审批办理。

据了解，今年，宜兴还将扩大专班服务范围，
细化事项办理节点，实现项目服务模块化、颗粒
化，通过制定“一企一策”定向跟踪服务，探索施行

“管家式、模块式、套餐式”办理模式，满足项目建
设实际需求。 （蒋梦蝶）

宜兴架起“绿色通道”
为项目保驾护航

（上接第1版）致使该企业去年
10月至12月缴纳的一半增值
税税款10万元无法办理退税。
区税务局在向市税务局请示过
后决定，暂时取消中钢的缓税优
惠，让其享受即征即退税收优
惠，之前缴纳的一半税款10万
元将于近期退还给企业。

除了共性问题，还有个性需
求，背后都有“点对点”“实打实”
的挂钩服务。韩宴餐饮是滨湖
土生土长的餐饮连锁企业，目前
该企业在全国已有300多家连
锁门店。由于疫情，物流受阻，
企业面临食材短缺的困扰。滨
湖区商务局了解企业经营难处

后，第一时间与省、市商务部门
沟通，经过协调，最终成功为企
业办理跨省保供通行证，全力保
障疫情期间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企业的痛点、难点就是走
访工作的切入点，各地各级将持
续加大惠企政策宣传和问题解
决的力度，进一步压缩诉求受理
和办结的时间，进一步提振企业
发展信心。”据介绍，从6月起滨
湖区“进万企”走访调研活动将
强化主动服务，建立动态跟踪机
制，正面回应企业需求，力求企
业需求“随走随汇”、5个工作日
内办理办结。

(邵旭根、殷星欢)

滨湖建立“闭环服务”
为企业排忧解难

“收菜、卖菜，再也不用绕路了！”
最近，徐霞客镇北渚村内一座小桥竣
工通车，住在附近的菜农陈学森心里
乐开了花，“桥宽了、路畅了，蔬菜生意
一定比往年都好！”

小桥名叫人民桥，位于东街16号
附近，建成已有20多年。去年10月，
在交通桥梁大“体检”过程中，人民桥
被“确诊”为危桥。“原来的桥梁为T型
梁，桥梁的钢筋已经锈蚀，必须进行更
换，否则会影响桥梁的承载力。”徐霞
客镇规划建设科科员王晓臻说。

人民桥周边的村民也都期盼着小
桥整修一新。“外观已经是破破烂烂
的，护栏也不坚固，无论行车还是行人
都不安全。”村民汤文彪常常路过此
处。北渚村村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桥南侧有约350亩蔬菜基地，承包
给了村中21户农户，所以，人民桥是
北侧菜农的必经之路，“来来往往运输
蔬菜的货车，就怕把桥压塌了。”

为了不影响菜农春种，人民桥的
大修工作在春节假期也没耽搁。“趁菜
农们春节返乡的空窗期，加班加点，提
前实现了通车。”王晓臻告诉记者，按
照设计方案，15米长的T型梁被替换
成了质量好且更为经济的预应力混凝
土空心板梁，目前改造工程已全部结
束，此外，整修过程中，他们还特别把
老护栏改成了更坚固的防撞护栏。

人民桥提前通车，最开心的就是菜
农。“修桥期间，运输车辆只能从东侧的
泥土便道走，路况有些差，整个过程都
非常颠簸。”菜农陈虎生说，不过好在，
进出不便只是一时的，现在危桥变新
桥，又平坦又宽敞，走得更放心了！

一场农村桥梁“消危”工作在徐霞
客镇同步展开，80多座农村交通桥梁
一一进行了“体检”。“检查结果显示，
有4座交通桥梁‘受伤’。”王晓臻说，
根据“体检报告”，他们对4座“受伤”
的交通桥梁和另外22座水利桥梁进
行了“受伤”等级分类，并投入400万
元进行了常规加固、拆除重建、拆除废
弃等改造，确保农村桥梁全面“消危”。

（唐芸芸 图文报道）

危桥变新桥
解决出行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