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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份，本报“丹阳楼
市”微信公众号曾关注过丹金人
家小区电梯被封一事，当时电梯
被封给居民造成很大困扰，物业
撤离遗留的问题更是让居民们苦
不堪言。令人高兴的是，近日，
丹金人家的住户过得舒心了许
多，因为在云阳街道、市物管
办、太阳城社区居委会的共同努
力下，该小区不仅成立了物业管
理委员会，而且进驻了新物业，
小区面貌得到了很大改善，不少
遗留问题也在一一解决中。新物
业新气象，居民们都是喜笑颜
开。

居民有埋怨，物业有苦衷，
形成恶性循环小区问题难解决

据了解，丹金人家小区由天
坤集团开发，于 2013 年建成交

付，目前有住户 560户左右。小
区的前期物业是开发商天坤集团
的物业——城乡物业，该物业于
2017年年底撤出。

在该物业撤出之前，居民们
被一些问题长期困扰着，例如每
逢梅雨季节，小区就积水严重，
居民笑称：“每次下大雨，小区
内就如汪洋大海一般。”2016年
本报曾刊登过“‘丹金人家’为
何出现严重积水？”的报道，当
时居民下雨天进出小区都需“涉
水”而行。居民称，积水最严重
时已经没及小腿。虽然当时物业
工作人员用水泵排水，但雨势太
大时，水泵并没有明显的作用。
对于小区的积水问题，当时的物
业解释，有可能与整个丹金路的
排水有关。

此外，之前就该小区电梯被

封一事记者也进行过采访，当时
丹金人家物业管理委员会的蒋先
生告诉记者：“市场监督管理局
当时来检查电梯的结果是‘逾期
未年检’，所以就把电梯给封
了。”电梯被封给家住较高楼层
的居民带来许多生活上的不便，
采访中，家住 16 楼的蔡大爷就
说：“自从电梯被封，我家的一
对七个半月的双胞胎就再没抱下
楼玩过，希望电梯能尽快恢
复。”居民高女士告诉记者，许
多住较高楼层的居民选择了搬回
老家，而对于一些老家不在丹阳
又没有其他房子的居民，就只能
出去租房子住。

随后，记者从太阳城社区居
委会了解到，该小区居民曾多次
向社区反映过积水等问题，各种
问题的累积导致许多居民将怨气
转移到物业身上而拒交物业费，
这样也就导致城乡物业入不敷
出，最后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
城乡物业在 2017 年贴出了“关
于退出丹金人家小区物业管理的
通告”。

物业撤离，小区“失管”，
多方努力促成物业管理委员会成
立、新物业进驻

城乡物业的撤出，让丹金人
家突然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社
区的秩序也就没有了保障。为
此，该小区居民多次向 12345政
府服务热线反映此事。

云阳街道和太阳城社区居委
会得知情况后，准备在该小区成
立物业管理委员会。他们首先通

过上门入户、摸排调查，后经居
民报名、社区筛选、公示公告，
居民一致通过并认同了最后的人
选。2017 年 11 月 25 日，“丹金
人家物业管理委员会”正式成
立，委员会主任由街道、社区委
派，居民代表任常务副主任。结
果公示后，经过市物管办备案，
合理合法。

同时，因丹金人家小区暂无
物业的特殊性和广大业主的强烈
要求，云阳街道、市物管办、太
阳城社区居委会积极引进新物
业，考虑到居民对前期物业的种
种不满以及对新的物业抱有期待
的同时又有着担心的心理，他们
慎重选择了具有一级资质的江苏
锦昌物业有限公司，随后，大家
就如何交接、如何撤出进行了细
致的商谈。

新物业新气象，问题一一在
解决，小区“改头换面”居民喜
笑颜开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在新
物业与前期物业的交接过程中，
需要进行一项物业承接查验工
作，分别对资料类、电梯、安防
技防、消防、给排水、公共部位
及污水泵共六个板块进行查验，
查验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小插
曲，当时的电梯因保养、维修不
到位被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封。电
梯被封时恰逢下雪天，居民情绪
比较激动，为了安抚小区居民的
情绪，太阳城社区居委会积极协
调，经多方努力，后由城乡物
业、锦昌物业双方协调、处理，

对电梯进行了维修，电梯这一问
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按照合同，锦昌物业进驻丹
金人家应该是 2018 年 3 月 1 日，
也就是说在过年这段时间，该小
区是没有物业管理的。当时不少
居民表示，过年期间要走亲访
友，小区里的卫生、治安很难得
到保障，都希望新物业能够提前
进小区管理。太阳城社区居委会
考虑到居民反映的问题，也希望
能让居民们安安心心地过个好
年，为此，社区工作人员加班到
腊月二十九，联系了锦昌物业公
司，并与其协商，最后锦昌物业
公司同意提前进驻小区。

昨日，记者来到丹金人家小
区内，看到物业人员的工作服背
后都有“锦昌物业”的字样。谈
到新物业的进驻，不少居民喜笑
颜开，“从我们能看到的变化来
说，新物业进驻以后小区环境比
以前好多了。像这些花草树木都
修整过了，公共区域不亮的电灯
也都修好了，他们主动做了很多
事，我们现在住得很是舒心！”
居民王先生说。“现在这个物业
很负责任，我经常看到他们清洗
垃圾桶，卫生保洁做得很到
位。”居民符女士也说道。

让住户“头疼”的丹金人家小区不仅成立了物业管理委员会，还进驻了新物业，业主们纷纷表示——

“小区有了‘新气象’，我们住得更舒心！”
本报记者 陈晓玲 赵文菁 本报通讯员 孙倩

记者 陈晓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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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人大人代联委调
研组对我市“3550”工作情况
进行调研。

调研组一行认真听取了自
2017 年以来我市“3550”工作
的进展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
提出明确要求。调研组指出，
各部门要及时出台相关实施方

案，严格按照省“3550”改革
的要求，排出序时进度表，力
争在今年实现我市“企业 3 个
工作日内注册开业、5 个工作
日内获得不动产权证、50个工
作日取得备案类企业投资建设
项目施工许可证”的普惠制目
标。

日前，省编办副巡视员、行政
机构编制处处长郭卫民一行，来
我市开展2018年重点课题调研。

座谈期间，与会人员围绕“行
政机构内部管理标准”这一课题，
分别就行政机构编制数底线、领
导职数与编制数比例关系、内设
机构设置标准、综合科室和业务
科室比例关系、行政机构效能等
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

据悉，下一步，省编办将结
合市县实际情况，汇总基层的建
议和意见，研究出台行政机构设

置和编制配备相关标准，实施基
数管理、限额管理，将行政机构

编制管理逐步向微观层面和精细
层面推进。

省编办来丹开展重点课题调研

市人大专题调研“3550”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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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观影指南2018

信息收集：岳春芳

中影国际影城

今日上映8部影片：
动作、冒险、科幻电影《头

号玩家》；动作、冒险、科幻电
影《环太平洋：雷霆再起》；动
作、冒险电影《古墓丽影：源起
之战》；剧情、喜剧、爱情电影
《遇见你真好》；动作、冒险、科
幻电影《黑豹》；剧情、动作电
影《红海行动》；喜剧、奇幻电
影《脱皮爸爸》；喜剧、冒险、家
庭电影《萌犬好声音》。

全 球 最 先 进 的 RealD
3D，就在卢米埃影城！卢米
埃影城免费提供3D框架、夹
片眼镜！

手 机 下 载 卢 米 埃 官 方
APP，最低票价提前选座。影
讯活动可关注微信订阅号：卢
米埃丹阳金鹰影城。

今日上映4部影片：
动作、冒险、科幻电影《环

太平洋：雷霆再起》；动作、冒
险电影《古墓丽影：源起之
战》；张译、黄景瑜、杜江主演
剧情、动作电影《红海行动》；
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

具体场次及时间：
1. 可 拨 打 热 线 咨 询 ：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

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dyzhongying。

明日停电

3 月 30 日 10kV 横 镇
12101 开关以下（12101：南马
新村、用电站 2#变、集镇中学
公变、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丹
阳市永泰纺织有限公司一带）
08：00-12：00。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昨天，丹阳天气继续
晴好，最高气温也高歌猛进，急
着往夏天奔去。未来三天，全市
依然是晴好天气，只是最高气温
将稍有下降，体感上没那么热
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正常的春
天。

在大家的左顾右盼中到来
的春天，令人有些猝不及防，尤

其是气温，一不小心就暖“过头”
了。前几天，我市最高气温都在
20℃以上，尤其是昨天，最高气
温更是一路往“3字头”奔走，不
知情的朋友在室外走一遭，很容
易就出汗了，还以为进入了夏
天。

不过，未来三天，最高气温
将有所收敛。今天仍是晴到多
云的好天气，今天的最低气温在

13℃左右，最高气温在 25℃左
右，温暖舒适，晨练、洗车、晾晒
均适宜。预计明天云系有所增
多，多云到阴，气温在 14℃ ~
23℃之间。一直到周末，我市都
是风和日丽，大家有机会穿春装
了。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多云，早晨最低气

温：13℃到 14℃，白天最高气

温：24℃到25℃。

30 日全市多云到阴，早晨

最低气温：14℃到 15℃，白天最

高气温：22℃到23℃。

31 日全市多云，早晨最低

气温：13℃到 14℃，白天最高气

温：23℃到24℃。

天气继续晴好 气温略有下降

新华社电 继 1月 31日之
后，今年第二次“蓝月亮”天象
将在本月31日现身天宇。届时
如果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
可再次目睹到“蓝月亮”风采。

天文专家介绍说，所谓“蓝
月亮”并不是指人们用肉眼可
以看到蓝色调的月亮，而是指
天文历法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通常情况下，一个公历月
里只有一次满月，但有时也会
例外。因为两次满月间大约相
隔29.53天，而公历历法中每个

大月 31 天、小月 30 天（2 月例
外），因此一个公历月可能出现
两次满月。当一个月出现两次
月圆之夜时，第二个满月就被
赋予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
字：“蓝月亮”。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
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表示，

“蓝月亮”并不是什么十分罕见
的天象，平均每2.4年就会出现
一次。有的年份没有，有的年
份会有两次。比如今年就有两
次，一次在 1月，一次在 3月。

其中，3月的第一次满月发生在
2日，第二次满月发生在31日。

天文专家提醒说，31日晚，
一轮珠圆玉润，皎洁明亮的满
月将会现身天宇，如果天气晴
好，在这春意盎然的时节，感兴
趣的公众不妨走到户外，一睹
春日圆月的别样风采。

据了解，下一次“蓝月亮”
天文现象将出现在 2020年 10
月。

新华社电 随着市民踏青赏
花热情日渐高涨，各大医院过敏
门诊迎来就诊高峰。专家提醒，
春季花粉过敏的“主凶”是花旁边
的树和草，还有路边不起眼的小
野花。

“大家都以为春天容易花粉
过敏是因为花团锦簇，其实这是
一个误区。”同济医院过敏反应科
主任祝戎飞说，桃花、油菜花等颜
色鲜艳的花并不容易引起过敏。
这些花都是“虫媒花”，它们的花
粉颗粒大、重而黏，在空气中飘不
起来，只能吸引蜜蜂授粉，只有极
少数人才会对它们过敏。

专家说，来自树、草、小野花
的花粉叫“风媒花”，是导致花粉
过敏的“主凶”。这些花粉小到肉
眼看不见，很轻，数量也多。风一
吹，花粉在空气中大量飘浮，人接
触和吸入后很容易致敏。

专家建议，市民外出踏青赏
花时，尽量避开连晴起风天，可选
择雨后出行，地点最好选在开阔
地带的单纯花田。可戴口罩和眼
镜，还可在脸上涂抹维生素Ｅ面
霜。回家后换掉外套，用流水洗
手洗脸，用盐水洗鼻。

正是菠萝上市季，清甜
多汁的口感令其“圈粉”无
数，可是，不少人发现，吃
完菠萝之后经常会感到舌头
刺痛、变成“香肠嘴”，还有
人出现腹泻、头晕、皮肤过
敏等情况。原来，这是菠萝中
的一种叫做“菠萝蛋白酶”的
物质在作祟。那么，为了避免
菠萝蛋白酶引起人体的不良
反应，应该如何处理菠萝呢？
不少人也许会想到一种“对
付”菠萝的办法——用盐水浸
泡，我们在市场上也经常能够
看到许多商家将菠萝泡在盐
水中，供顾客挑选。那么，这
种方法能够解决菠萝蛋白酶
带来的问题吗？来看看科信
食品营养信息交流业务部主
任阮光锋与中粮营养健康研
究院研究员陈然如何破解菠
萝的“难题”。

“研究发现，用盐水浸泡
菠萝并不会使菠萝蛋白酶这
一‘罪魁祸首’失活。”阮光锋
认为，用盐水泡菠萝只是一种

“大众心理约定俗成”的做法。
陈然也表示，不少商贩用

盐水长时间浸泡菠萝的做法，
可能造成菠萝中的水溶性物
质流失，并且容易滋生细菌，
因此并不建议购买在盐水中
长时间浸泡的菠萝，最好将菠
萝买回家后自己处理。

那么，将菠萝买回家之
后应如何处理、防护，才能
避 免 菠 萝 蛋 白 酶 “ 作 怪 ”
呢？两位专家认为，一般来
说，较为有效、彻底的方法
是将菠萝放置于开水中煮两

至三分钟，通过高温使菠萝
蛋白酶失去活性，降低其对
人体的影响。此外，阮光锋
还建议，如果自己削菠萝，
应佩戴手套，避免手部皮肤
与菠萝直接接触。

除此之外，菠萝在食用
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两
位专家提醒，对菠萝蛋白酶
有明显、严重过敏反应的人
群应谨慎食用菠萝。此外，
由于菠萝糖分较高，因此糖
尿病人、血糖较高的人群不
宜一次性食用过多菠萝，并
且由于菠萝中的果酸较多，
因此肠胃不好、易反酸的人
群也应少食菠萝。

在购买菠萝时，陈然建
议可以通过菠萝的“触感”
进行挑选。捏起来过硬的菠
萝表明其成熟度不够，而捏
起来过软的菠萝则表明或已
接近腐烂，因此都不宜购
买，购买时应挑选捏起来较
为有弹性的菠萝。

（综合）

“蓝月亮”天象31日登场
下次再见要到2020年

菠萝过敏 泡盐水竟也爱莫能助？

春季花粉过敏
祸首是“风媒花”

为营造良好的人才安居环境，切实
解决人才住房需求，结合我市实际，现
将 2018年丹阳高新区人才公寓租住工作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受理对象及基本条件
（一） 具有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

历，与企业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或
为创新创业研发团队成员；

（二）所在企业的工商注册地、税
务登记和社会保险登记均在丹阳市内；
所在创新创业研发团队的办公地点在丹
阳市内；

（三）本人及配偶在本市无住房。
（四）对符合以下条件的人才及所

在企业和创新创业研发团队，予以优先
保障：

1.入选丹阳市“丹凤朝阳”及以上层
次人才计划的高层次人才；

2.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

业、研发中心和总部经济企业，创新投
入大、创业潜力强、发展后劲足的企业
等。

（五）对丹阳市经济发展有特殊贡
献的人才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

二、房源情况及配租原则
本次计划推出人才公寓住房 55 套，

房源位于伊甸园路西侧，户型主要分为
四类：A1 户型（约 44.49㎡） 15 套，A2
户型 （约 47.59㎡） 25 套，B 户型 （约
34.24㎡） 10 套，C 户型（约 72.65㎡） 5
套，配备生活保障基本设施。

房源房号的确定具体参照《丹阳高
新区人才公寓暂行管理办法 （试行）》
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租金标准
根据相关人才政策办法，按三种户

型定价。A1户型：430元/月，A2：户型
450元/月，B户型：300元/月，C户型：

700元/月。水电费、有线电视费、物业
费等由租住人员自行支付。

四、申请审核流程
（一）提出申请。符合租住条件的

人员，由本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所
在单位进行资格初审、择优确定建议人
选，统一报送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委会。申请材料包括：1.《丹阳高新区人
才公寓租住申请表》；2.申请人的身份
证、学历学位证书（并提供网上查询备
案通过资料）、劳动（聘用）合同等材料
复印件；3.所在企业营业执照、缴纳社
保、完税证明等材料复印件。

（二）资格审核。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委会牵头组织相关部门根据人才
公寓租住基本原则、规定条件并结合房
源数等情况进行资格审核，核准租住对
象。

（三）参加选房。选房排序按照人

才层次由高到低确定，同一层次人才通
过摇号确定，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的选
房现场参加选房。

（四）入住办理。租住对象签订租
赁协议后，按规定办理登记入住等手
续。租住协议一年一签，若续租或退租
需提前一个月办理手续。

五、申请时间
2018年3月28日起至2018年4月4日

止。申报受理地址：丹阳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307室。提交纸质材料
的同时，一并提交电子版，也可发至邮
箱：jsdygxq@163.com。

咨询电话：0511-80308329
联系人：符艳娟

江苏省丹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8年3月28日

丹阳高新区人才公寓入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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