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青龙
山村晚锻炼的居民发现，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
广场灯亮了。

青龙山自然村地处偏
僻，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广
场上一直没有足够的照明
设施。去年以来，社区致
力于改善自然村环境面
貌，新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但广场照明问题一直
悬而未决。江苏艾玛欧典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得知这

一情况后，捐赠2套价值2万
多元的广场灯并免费为社区
安装。“我们公司是生产节能
电子产品的，捐赠安装广场
灯是举手之劳。”总经理程虎
说。

社区还因地制宜，为居
民们送上了“文化套餐”：安
装了一套健身器材和两张室
外乒乓球桌，合理规划健身
舞广场。“有了广场灯，晚上
也可以打打球了啊。”居民老
陈乐呵呵地说。 （陈静娴）

爱心企业安上“暖心灯”青龙山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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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夏渎村的桃树上已挂满小桃子，
部分桃树已“不堪重负”。每年 5 月初，该村
都会对桃树进行人工疏果，每根结果枝保留
2-3 个优质果，疏果以后，一棵桃树只留 200
多个桃子。该村水蜜桃合作社负责人杨建江
说：“通过给桃树‘计划生育’，不仅可以节省
后期成本，还可以控制桃子成熟时间，保证销
售不断档。” 孙花

“计划生育”严控蜜桃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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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家里脏乱差，相应房租
也低，整改后居住环境好了，来
我这租房的人反而多了，价格也
上去了。”村民周文贤的感慨来
自于鸿翔村长期开展的群租房
安全整治行动。近年来，该村坚
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将群租
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融入网格
化社会治理体系，结合本村实际
情况为群租房安全管理开出“药
方”，打造群租房人居环境的“样
板间”。

网格化为锲机 下好隐患排
查“先手棋”

鸿翔村位于胡埭镇最西边，
与常州交界处相邻，拥有 14个自
然村，辖区的外来居住人口有
780人。其中，花汇里、张村等自

然村外来人员集中，不同程度存
在着群租房现象，成为安全管理
的一大难题。

连日来，鸿翔村联合民警、协
管员和网格员，对在册流动人口、
群租房进行全面梳理，对全村范
围内的群租房开展拉网式清查，
按照出租房安全隐患情况将信息
归类，建立“黄、红、蓝”三档。

根据“三色”台账梳理出来的
整治难点，鸿翔村建立立体化整
治架构，成立由村书记为组长、村
主任为副组长、村两委成员为组
员的群租房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我们依托网格化管理模式，精准
管理群租房信息，发现各类安全
隐患328处，整改220处。”该村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建立了
群租房网格化分级治理制度，明

确网格长、社区民警、网格员的三级
责任制，按照“定格、定人、定岗”的
标准，实行群租房分块包干治理，从
源头遏制可能会出现的隐患问题。

数据化为平台 练好综合治理
“组合拳”

群租房内租住人员复杂，陌生
人来往，让周边居民的安全感大打
折扣，而且租住人员流动性强，实时
掌握外来人口情况有一定难度。

鸿翔村全面推行“大数据+网
格化+全覆盖”管理机制，充分用好
社区民警、协管员、网格员和村民小
组长的力量，开展“逐村、逐栋、逐
户”地毯式筛查，用“全覆盖”实现不
漏房、不漏人、无盲区，切实摸清群
租房和居住人员底数。“目前，全村
31户群租房，已全部登记摸排建

档。”该负责人说。
对排查中发现部分群租房有分

隔搭建、未配置消防器材或私拉乱
接电气线路等安全隐患，网格员会
第一时间上报网格化平台，建立群
租房屋信息采集、隐患巡查、整改处
置、信息反馈闭环工作机制，保障管
理常态长效。此外，工作人员和网
格员会不定期上门查看隐患整改情
况，及时解答出租房主在隐患整改
中存在的疑问，悉心做好指导工作，
并及时在网格化平台反馈整改情
况，确保严格按时序推进。

需求化为导向 打好持久整治
“主动仗”

日前，网格员在巡查时发现，该
村某一群租房墙上安装 6个简陋的
电表，凌乱的电线裸露着，烟头散落

一地，实让人捏把汗。
鸿翔村从实用性和安全性角度

出发，对辖区群租房配电设施进行
统一改造，电线由专业电工按照统
一标准进行更换。“以前我租住的房
屋一使用高功率的电器就跳闸，现
在我们终于可以安心用上空调了。”
家住后徐的徐先生开心地说。

截至目前，该村 31家群租房电
线电路改造已完成 40%，全部改造
完成后，可有效地满足居民正常用
电需求。下一步，该村将继续深化
拓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成果，
做好长效管理机制，尤其是对群租
房的居住环境卫生下抓手，做到内
外兼修，促进农村社会治理水平和
生活环境面貌全面提升，切实让群
众有更多的幸福感。

（徐松吉）

探索长效机制，提高“安居指数”
鸿翔村盯紧细节，打造群租房人居环境“样板间”

水秀社区党委近期汇编的《追梦秀韵》拉
开 5月主题党日活动序幕。17日，该社区开
展党员唱响“思廉”之音主题党日活动，通过
廉政诗词知识竞赛大比拼、吟诵廉政诗词等
方式，不断提升辖区党员的“思廉”意识。

陈宇涛 张震雷

诗韵水秀 党员思廉自省

近日，桃源社区联合社区民警来到桃园
新村大门口，向出入小区居民开展安全骑行
宣传教育活动，并给辖区居民发放安全头盔。
活动中，社区民警和志愿者向居民详细介绍
了骑电动自行车出行佩戴头盔的重要性，以
及正确佩戴安全头盔的方法。 刘娟 荣莹

一盔一戴 居民安全骑行

日前，双虹社区协同蠡园派出所民警对
辖区“太湖之星”游乐园进行联合检查，重点
查看了游乐园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员工
复岗情况、重点区域消杀情况等，确保游乐园
安全有序“重启”。 陈心怡

联合检查 乐园有序“重启”

近日，区残联组织全体人员集中收看了全
国自强脱贫和助残扶贫先进事迹网络报告会，
全区30个残疾人服务机构，共计606名残疾人
代表与工作者参加，扩大了报告会的覆盖面和
影响力，广泛传递助残正能量。 孙怡

集中观看 助残传递温情

本报讯“手指终于保住了！”
日前，听到医生的诊断，躺在病床
上的宋先生一颗心终于落了地。
从广东东莞乘高铁到上海虹桥火
车站，再坐车到无锡市九院，历经
了 36小时的紧急断指救援接力，
宋先生的断指终于成功获救。

宋先生在广东东莞的一家
外资企业工作。4月 29日中午
12点多，他在作业时右手 3根手
指不慎被机器割断。事出突然，
同事立即把宋先生送往东莞当
地医院救治，但情况并不乐观，
医生告知需要截指处理。宋先
生的同事是无锡人，知晓市九院
手外科技术具有国内领先水平，
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前往无锡求
医。为赢得时间，他们首选是从

深圳直飞无锡，但因伤情不稳
定，航空公司没有接受条件。最
后，宋先生选择乘坐动车到达上
海虹桥火车站后，由无锡市“壹
零零”非急救转运有限公司的转
运车送往市九院。当晚八点多，
非急救转运车接到宋先生，车上
陪护人员为其进行吸氧、处理伤
口渗液等护理服务。经过一路
飞奔，宋先生于 5月 1日凌晨时
分到达市九院。由于转运工作
人员事先与市九院行政总值班取
得了联系，医院准备充分，开通了
绿色通道，为宋先生准备好核酸
检测、胸部 CT等防疫相关检查。
因此，宋先生从到达医院到被送
进手术室仅用了一个小时，大大
减少了感染概率。

宋先生是工程师，对手部修复
要求较高。经过商讨，市九院手外
科八病区医疗团队最终选择用足部
皮瓣移植到手指指腹缺损处，吻合
血管神经使皮瓣存活的手术方式保
住手指，这样的方式外观也会比较
美观。5月 6日，在医疗团队的全力
救治下，历时 6个小时的游离皮瓣
移植手术成功完成。

该院主诊医师张志海介绍，市九
院手外科是全国六大手外伤治疗中
心之一，医院的手外科技术达国内领
先、国际先进水平。在治疗断指断肢
再植、四肢创面修复重建、骨与关节
损伤修复、周围神经损伤修复、四肢
先天畸形矫形、手部肿瘤等诸多领域
居于国内领先水平。

（蔡璇 孙洁）

断指患者千里求医 九院成功实施救治

本报讯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向好，公共服务也在逐步有
序恢复。连日来，滨湖各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参照疫情防控和
复工标准，经过前期细致准备，陆
续开门迎客，满足老人用餐需求。

“因为疫情，中心暂停运营近
4个月，大家都很想念这个家门
口的食堂。”5月 19日，家住溪南
新村的俞菊英来到稻香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取餐时说。同日上
午10点30分，中南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也排起了长队，登记用
餐的老人们戴着口罩，手持饭盒，
自觉相隔安全距离。

“用餐恢复了，防疫仍不能放

松。”中南社区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社区“幸福餐厅”采用打包外带
方式用餐，为了让老人吃得放心，每
天他们都会对食堂进行消毒，工作
人员在洗菜、打饭期间全程佩戴口
罩和手套。稻香社区也是如此，他
们组建了助餐预订微信群，提前一
天将菜单发到群里，辖区老人可根
据自身喜好直接在群里或通过电
话预订餐点。“每天我们会提供20
种不同的菜式供老人选择，对于行
动不便的老人，我们还提供上门送
餐服务。”稻香社区工作人员陈亚娟
介绍。辖区其他社区也根据用餐
老人的需求及喜好调整菜单，用餐
老人纷纷为社区的贴心服务点赞。

“恢复营业前，我们专门组织人
员彻底清洁和消毒食堂，培训并规
范原材料外包装消毒、流水清洗等
流程，准备了充足的消毒和防护用
品，并在地面贴了醒目的安全提
示。”多个居家养老活动中心负责人
纷纷表示。

据了解，受疫情影响，我区社区
居家养老活动中心从 1月底开始暂
停开放，目前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
胜利，社区居家养老活动中心也陆
续恢复开放，除了就餐业务恢复运
营，报刊阅览室、健身房等也将陆续
恢复开放，随着居家照护的再启动，
滨湖社区的“烟火气”正在回温。

（王怡丹 任星蕾 王慕洁）

“家门口食堂”复工，居家照护再启动

本报讯 5月 16日，以“缘
聚滨湖，遇见最好的你”为主题
的滨湖区青年人才联谊会在无
锡市博大广场成功举办。

活动现场，青年们欢聚一
堂，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活动
引入青年们喜欢的元素，设有
心有灵犀、爱的传递球、王牌对
王牌等综艺游戏，让单身男女
在“组队玩”中了解彼此。“这种
轻松、无压力的联谊方式少了
传统相亲的尴尬，多了广交朋

友的快乐，在简单自然的环境
中润物无声。”参加活动的青年
才俊们纷纷表示，非常喜爱这
种活动形式。

“活动旨在鼓励青年人才
融入滨湖、爱上滨湖、建功滨
湖。”团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区人才办和团区委密切合
作，把开展交友联谊活动作为关
爱青年人才成长的重要举措。
为进一步落实人才政策、深化人
才服务，让滨湖的青年人才联起

来、聚起来、活起来，团区委“绞
尽脑汁”，通过举办各种活动，确
保青年人才“拴住心”“留下人”

“扎好根”，在美丽湖湾展青春风
采、创青春业绩。

此次青年人才联谊活动参
加对象包括多家驻区科研院所
及医疗行业、金融行业、教育系
统单身青年人才共计约 150
名。经过 4个多小时的接触，
最终有20对青年配对成功。

（金星 王馨）

本报讯 许舍社区状
元道、未名路等道路面杂
乱。经过整治，路旁种上
了整齐划一的绿植。近
日，居民陆老伯感慨，“这
次整治规模大，村上的老
人孩子都知道。”

连日来，社区紧紧围
绕整 治 工 作 要 求 ，成 立
专 门 领 导 小 组 ，上 门 讲
解、发放倡议书，引导居
民 转 变 思 想 观 念 ，营 造
整治氛围。该社区环境

综合整治第一、二批任务
已顺利完成 ，累计拆除围
挡 4.4万米，拆除违章搭建
135平方米，清理私垦土地
1.18万平方米，清运垃圾 30
余吨。目前 ，正在进行第
三批整治，预计 6月底前完
成。

“环境整治，长效是关
键，我们将持续做好这项工
作，不断提升许舍‘颜值’。”
社区书记汪晓明表示。

（何智坚）

环境综合整治不停歇许舍社区

本报讯 栽莲倡“廉”、
香 囊 寄 廉 情 、廉 政 手 抄
报……近日，协民社区开
展了以“廉洁在心 清风自
来”为主题的廉政文化系
列活动。

本次廉政文化系列活
动采取形式多样的活动载
体及学用结合的活动模
式，党员充分发挥想象，通
过莲花、荷叶、廉洁警语等
不同形式阐述各自对“廉”

的理解。
在“ 变 废 为 宝 栽 莲 倡

‘廉’”子活动中，社区充分挖
掘“莲·廉”背后的文化价值
和教育资源，提前购置碗莲
种子，让党员干部现场认领
碗莲进行种植。社区木棉
花、通善口腔医院 2个非公
企业党支部党员通过描绘
廉政画卷方式，将“廉政”牢
记在心。

（杨唯佳 余洁）

廉政文化形式“活起来”协民社区

本报讯 日前，峰影
社区为辖区内年满 80周
岁的老人办理尊老金业
务。截至 5月，社区享受
尊老金补贴的高龄老人共
有114人。

年初，社区工作人员
积极开展摸底调查，将辖
区 1940年出生的老人登
记造册。每次一到老人的
生日，社区工作人员就会
致电老人送上生日祝福，
同时告知老人可以于次日
带上相关材料来社区办理

尊老金业务。“若遇到有行动
不便、听力不好或子女不在
身边的老人，工作人员会亲
自上门 ，收集相关材料办
理。”刚办理完尊老金业务的
韩大爷说。

为了确保尊老金及时准
确地发放到老人手中，工作
人员仔细审查材料、核对数
据，将符合条件的老人名单
整理成册，以网格为单位进
行系统化管理，回访享受补
贴的老人，确保尊老金按时
发放到位。 （韩正秀）

高龄补贴发放惠老人峰影社区

本报讯 日前 ,西园社
区召开防汛工作会议，布
置防汛排涝工作，提升小
区道路雨水管网排水能
力，做好主次干路雨水井
清淤，确保防汛安全。

社区工作人员对大楼
的雨水管进行了排查，发
现 5处管道有破损，立即
安排专业人员及时更换维
修。工人们沿着小区主次
干道的雨水井排查，连续
一 周 清 挖 雨 水 井 200 余
个，清掏淤泥垃圾 20余

车，确保小区排水点位的畅
通。

为保证汛期安全，物业
站还对小区内的地下车库进
行了检查，重点查看了西园
里 290号与 495号的地下车
库，每月二次用水泵抽水，清
除车库内积水，做好防蚊防
蝇的消杀工作。同时，添置
了编织袋100个，铁锹20把，
抽水泵 2台，警示标志牌若
干个等抢险物资，确保在雨
季来临前，做好防汛准备。

（汤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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