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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群星闪耀时劳动群星闪耀时
——无锡市第十八次工代会代表风采录

本报讯（记者 赵叶舟 通讯员 陆取）江
苏省体育局近日向社会公布了2017年我省
城乡居民体育消费情况,这是我省首次公布
城乡居民体育消费详细数据。

根据调查结果，2017年我省城乡居民体
育消费支出总额人均2028元。其中,体育用
品类(人均595元)、体育培训类(人均322元)、
会员费(人均219元)和体育场地费用(人均

143元)排名前四位，围绕日常健身的物品、场
地、缴费项目,已经成为体育消费的主导。
2017年,我省城乡居民参与较多、排名前8位
的体育运动项目分别为跑步、自行车、羽毛
球、棋牌类、跳绳、篮球、游泳、乒乓球。

数据显示，体育消费升级趋势明显,城
乡居民对体育与相关领域融合服务的需求
越来越高。马术、帆船等户外休闲运动以及

电子竞技等时尚、小众的体育消费产品和服
务正受到相应人群的青睐。在我省城乡居
民体育消费支出项目中,观看体育比赛购买
的门票费用为人均93元，购买体育直播录
播节目的费用则排名最末，仅为人均 33
元。此外，阻碍体育消费排前三位的因素,
分别为没有闲暇时间(占44.5%)、经济收入
有限(占37.4%)以及体育场地因素。

江苏省体育局局长陈刚表示，我省将大
力推进农村体育健身工程提档升级和城市
社区“10分钟体育健身圈”建设，推广健身步
道、体育公园、拼装式游泳池等便民利民的
健身设施，加快建设体育公园和健身步道，
今年上半年我省已建成600个体育公园，健
身步道380公里。另外将引导更多社会资
本参与体育设施建设和体育产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苏环轩 记者 赵叶舟）日前，
生态环境部等多部委联合印发了《长三角地区
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
动方案》，《方案》总体思路是全面完成2018年空
气质量改善目标；秋冬季期间（2018年10月1日
至2019年3月31日），长三角地区PM2.5平均浓
度同比下降3%左右，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比减
少3%左右。

根据方案要求，江苏将重点在几个方面发
力：

一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2018年 12月底
前，完成“三线一单”编制工作；完成化工等行业企
业67家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全省压减粗钢产能
80万吨、水泥熟料产能180万吨、平板玻璃产能
660万重量箱，加大沿江地区和环太湖地区独立

焦化企业淘汰力度。
二是加快调整能源结构。2018年全省淘汰

44万千瓦燃煤机组；2018年12月底前，基本淘汰
每小时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城市建成区淘汰每
小时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等。

三是积极调整运输结构。2018年 12月底
前，全省131家企业不得汽运煤炭和矿石；在严查
机动车超标排放行为的同时，大力推广新能源汽
车，南京、苏州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的公交车全部
采用新能源汽车，使用比例达到55%、50%；加快
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建设，2018年底前，全省建
设7385个公共充电桩。

其他还有优化调整用地结构、实施工业企业
深度治理等方面深入推进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攻坚行动。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250
万人因药物不良反应而住院，同时
每年约有20万人因药害事件而丧失
生命，死亡率高达7.6%。眼下，家家
户户都有一些过期药，那么这些药
该流向何方呢？昨日，南京市新一
轮安全用药服务点正式启动运行。
据悉，这151家安全用药服务点从南
京全市2000多家药品零售企业遴选
而来。

老百姓：过期药，知道怎么
处理了

过期药品由于杂质成分增加，
有效成分降低，安全性无法得到保
障。现实生活中，每个家庭都习惯
保留常用药，当药品过期了，到底该
怎么办？昨天上午启动仪式结束
后，记者和许多老年朋友一样，在南
京市雨花西路的一家药店听了一堂
生动的药品安全知识课。

71岁的刘凤芝老人，早几天听
说社区号召大家把家中的过期药拿
到药店处理，还有望换到小礼品。
一大早，药店还没开门，她和几位老
邻居就拿着满塑料袋的过期药等在
药店门前。打开袋子，吓人一跳，老
人家居然还“珍藏”着1999年生产的
感冒药。登记过后，看它们全部进
了回收箱，老人像是了却了一件心
事，喃喃自语说：“这下干净了！”

同样，老街坊张满林老人也拿
来一包药，让工作人员帮他瞅瞅哪
些没用。他对记者说，以前这些药
都是垃圾桶一扔了之。现在有地方
回收，就知道怎么处理了。“免得给

‘药贩子’弄去再害人。”老人说。

服务点：不仅是卖药，更应
提供解决方案

零售，已然成为药品流通环节
中的重要一环。先声再康江苏药业
有限公司质量部经理邱建勇分析
说，近年有超过20%的药品是在药
店销售给患者，预计在十三五期间
零售药店销售药品将达到40%。

这位药企人士表示，患者到药
店买药，药店不仅仅卖药，更应该提
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先声再康江苏药业公司旗下共
有200余家店铺，这次有25家药店
获批成为新一轮安全用药服务点。
按照食药监部门统一部署，各门店
在门店营业场所设置安全用药咨询
台，面对面为患者答疑解惑，还将开
展“走出去”，走到社区宣传安全用
药、普及常识。

监管者：建设宣传安全用
药知识平台

南京市食药监局药品流通监管
处处长倪永兵介绍称，这项工作不
仅仅是针对过期药品的回收，监管
部门更致力于把药店建设成为一个
平台，用于宣传安全用药的知识。
这项工作更注重增加信息渠道的多
样，如：海报和安全教育册上附有微
信二维码。老百姓手机扫码后即可
知晓服务点的具体信息，位置、电话
等。

本报记者 万森 通讯员 罗渐
张凌云

本报讯（记者 徐嵋 通讯员 方方）2018年公
众对江苏的服务业满意度如何？还有哪些方面需
要改进？ 昨天，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发布
《2018江苏服务业公众满意度测评分析报告》。
报告显示，2018年公众对全省服务业总体比较满
意，其中，水电气服务在行业大类中排名第一，而
十大重点测评行业中，得分最高的是餐饮外卖。

从18个行业大类来看，水电气服务以78.10
的满意度得分排位第一，达到满意水平，交通服
务以76.20名列第二。而医药服务与教育中介则
名列最后两位。不难看出，依赖资源投入的服务
领域满意度较高，依赖人员素养能力的领域满意
度较低。

从10个重点行业来看，得分最高的是餐饮外卖
75.32，其后依次是网购服务74.82、在线旅游74.34、
网约车74.17、休闲健身73.99、养老服务73.42、药
品零售73.17、住宅装修73.02、家政服务72.86和教
育中介72.48，得分最高的餐饮外卖和得分最低的教
育中介仅相差2.84分，差异区间不大。可以看出，
借助于互联网发展起来的新业态，以其快速的发展
态势满足了公众便利性和享受性等个性化需求，普
遍受公众喜爱，收获了相对高的公众满意。

全省13个设区市中，苏州市以78.73分的优
势成为服务总体满意度指数最高的城市，其次是
常州、南京、泰州、无锡、南通、扬州、徐州、宿迁、盐
城、淮安、镇江和连云港。

Today's news 新闻点击新闻点击

全国公路交通军地联合应急演练在镇江举行
本报讯（记者 鲍晶 通讯员 沈交）无人机

立体侦查、全地形车越障突击、直升机转运伤
员、模块化桥开辟生命通道、塌方体定向爆破
……11月14日，由交通运输部、江苏省人民政
府及武警某部联合举办的2018年度全国公路
交通军地联合应急演练在镇江成功举行。

联演以“冬季公路交通综合应急保障”为
主题，以暴雪冰冻、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引
发高速公路阻断、人员被困为背景，共设联动
预防预警、部省联合军地响应等8个科目。

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演练有力强化了
高效运行的应急指挥体系，积累了冬季恶劣
天气下公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指挥经验。

遗失启事
●北京雷安泰克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分

公司，税号：91320102686701476M，遗失正常
开具未作废江苏省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
联、发票联）一份，代码：3200182130，号码：
60815466，声明遗失。

●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顾花朵遗
失学生证，学号：23018904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2018年10月23日江阴市耀邦纺织有限

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清
算组，请相关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30日
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李
亚，电话：15950148310，地址：江阴市周庄镇
长乐路99号，邮编：214400。

江阴市耀邦纺织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注销公告
2018年10月29日江阴源发文具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清算
组，请相关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 30 日
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赵洪
熙 ，电话：13901527981，地址：江苏省江阴市
华士镇矿机路8号，邮编：214400。

江阴源发文具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9日

注销公告
2018 年 11 月 1 日江阴市明之辉贸易有

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
清算组，请相关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30
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赵
辉，电话：13915315983，地址：江阴市华士镇
环南路145号，邮编：214400。

江阴市明之辉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日

陈树娟

陈 树
娟，无锡市
海 鸿 精 工
机 械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质检科长、工会主席，2013年被滨
湖区荣巷街道总工会评为“十佳有
为企业工会主席”，所在企业工会
2014年被荣巷街道总工会评为“十
佳教育示范工会”。去年，陈树娟获
得无锡市五一劳动奖章。

陈树娟勤奋好学、踏实肯干，
1994年进公司，1995年担任车间主
任，她本着边学习边实践的理念，把
车间管理得井井有条。2011年陈
树娟担任质检科主任，2014年担任

采购科科长，2017 年又重回质检
科。为了提升自己，她自费报名学
历提升班，积极参加单位推荐的新
华商志P—MBA的培训。来到海
鸿精工23年，陈树娟无论在哪个岗
位都兢兢业业，受到公司领导的一
致认可。

陈树娟还兼任公司工会主席。
她坚持为职工说话办事，切实维护
职工的合法权益，得到职工的信任，
公司先后被评为“无锡市和谐劳动
关系金牌企业”“无锡市十佳职工教
育示范企业”“江苏省优秀民营企
业”。她常与一线职工交流，倾听他
们的意见建议，还让职工及时了解
厂情，参与到企业的民主管理中。
公司里许多外来职工因为工作无法
接送孩子上下学，陈树娟便为他们
争取到每天利用1小时工作时间接

送孩子的福利。此外，公司工会每
年还为职工提供免费体检、旅游、节
日慰问等福利，并先后建起职工书
屋、职工活动室、职工公寓，让大家
感受到工会和公司的关怀。

陈树娟不仅在工作岗位上处
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生活中也十
分乐于助人。无论哪个同事遇到
困难，只要找到她，她总是热心相
助。汶川地震后，她发动公司职工
进行爱心捐款，并及时送到市红十
字会。

谈及当选市第十八次工代会代
表，陈树娟说：“第十八次工代会是
全市职工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不仅各级工会干部热切期盼，广
大职工群众也充满期待。”这次参
会，她将更多地关注非公企业工会
干部的能力提升和权益保障问题。

高宗亮

凯龙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委员、
焊接车间班组
长。

高宗亮凭着对焊接技术的热爱
和高度敬业精神，不畏寒暑、潜心钻
研，从一名普通学徒工成长为技术过
硬的工段长。他勤奋学习各类焊接
机器人操作技能，为公司产品工艺优
化和新产品开发出谋划策。他所管
理的潍柴催化消声器产品一号线成
了潍柴产品样品专线、凯龙标杆生产

线。
他干起活来比女孩子还细心，对

待样件，他总是一个焊缝一个焊缝地
处理，对被其它零部件挡在里面的焊
缝，他琢磨出用镜子照、把焊丝折弯
等办法来焊接。几百个复杂的产品
他一个人就能搞定，焊缝一次透视合
格率达100%。他还以多年经验总结
出一套绝活：听焊接声，就能判断焊
接电流与电压是否匹配良好；看焊接
缝，就能知道施焊者的用弧方式和需
要改进的地方。

高宗亮不仅自己技术过硬，还积
极为公司培养新人。在公司开展的

“结对传帮带，薪火永相传”活动中，
他一人带3名应届毕业生，将自己的

工作经验和技术倾囊相授。短短3
个月，他的徒弟们就成了该工段的骨
干。

2015年以来，高宗亮先后获得
公司先进职工、惠山区钱桥街道优秀
职工、惠山工匠、无锡市五一劳动奖
章等荣誉，并在第四届钱桥街道职业
技能大赛中获“电焊工组优胜奖”。
他所在的西车间焊接班组先后获评

“江苏省工人先锋号”“中华全国总工
会工人先锋号”。

对即将召开的市第十八次工代
会，高宗亮十分期待，他希望此次会
议，能够在如何提高技术工人技能素
质、工资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提出
一些新的举措。

郭 健

梁 溪
区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处
机 务 运 输
一场汽车维修技师。刚过而立之
年的他，花了8年时间，捧出自己
对环卫汽车修理工作的一片痴
心，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郭健来自东北，2010年从黑龙
江工程学院汽车运用专业毕业。他
父亲有段时间开解放卡车跑运输，
出点小毛病都是自己修，郭健耳濡
目染，继承了父亲的动手能力，“我
最喜欢看他修车，最后就选择了汽
修专业。”

大学毕业后，同学都选择去4S
店工作，郭健却选择到环卫处修理

垃圾运输车。“这种单位其实更稳
定，可以定定心心学技术。修好一
辆车，和医生成功完成一个手术的
感觉一样。”郭健说，正是这种成就
感在支撑着他。

2010年，为了学技术，他趁着
双休日到一家汽车维修部学修面
包车，不拿一分钱。2011年，他去
另一家汽修厂学技术，又是无偿
干活。2012年，单位领导看他如
此热爱钻研，就送他去一家4S店
跟班学习。2014年，一辆东风卡
车提不起速，可离报废时间还有
两年，郭健反复研究后发现，是供
油泵中齿轮磨损严重导致供油不
足。经过20多次试验终于解决了
问题。开心的他特地打电话跟同
学“炫耀”。

梁溪区环卫处机械运输一场负
责人说，郭健是场里引进的第一批

大学生修理工，没想到他竟如此能
吃苦。“车辆在桃花山垃圾填埋场下
不来了，小郭立马赶去，放一块木
板，趴在垃圾堆里一干就是几小
时。”

在运输场工作了一年，郭健
被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随后被
评为无锡市优秀新市民、江苏省
优秀农民工，2015年获得江苏省
五一劳动奖章，2017年又获得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对当选为市第
十八次工代会代表，郭健觉得既
意外又光荣。他表示，作为一名
年轻的一线职工，更关注工会对
年轻职工的思想引领和成长成才
的推动。他希望工会紧贴年轻职
工的实际需求开展工作，积极利
用互联网等手段，为年轻职工学
习提升、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搭建
更多平台。

胡思敏

海鹰企业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总装分厂
工程技术保障
部主任，高级技师，主要从事水声等
电子产品的调试及技术服务工作。

2012年，胡思敏所在班组承担
了海军某重点型号产品的调试任务，
该型产品边研制边生产，批量大，交
付节点急。面对硬骨头，他率先参与
产品的研制试验。作为班长，他克服

调试人员少、调试设备缺乏，特别是
新产品技术资料需要学习消化的等
难题，主动作为，分析任务中的重点
难点。通过努力，该产品按期顺利完
成各节点任务，交付用户使用。在技
术服务保障工作上，他是攻坚克难的
No.1。海军某次重要演习，胡思敏配
合部队在海上连续工作20余天，确保
装备圆满完成任务。部队对他的专业
及敬业精神非常敬佩，公司多次收到
感谢信，为海鹰品牌提升了声誉。

胡思敏带领的班组技师占比
80%，班组成员互帮互助，取得一系
列成绩，先后获评海鹰集团“五型”

班组、海鹰集团海鹰先锋号、无锡
市先进班组、江苏省工人先锋号
等。2015年，胡思敏被评为无锡市
金牌工人，荣获无锡市五一劳动奖
章，2017年荣获中船集团技术能手
称号。

对即将召开的市第十八次工代
会代表，胡思敏表示，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是他和工友们最关心的话
题，期待代表们围绕搭建技术工人成
长成才立体通道等方面提出真知灼
见，也盼望能出台相应举措，进一步
激发职工学技能提素质的热情，助力
无锡当好高质量发展领跑者。

奚亚君

无锡益健
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法人
代表、无锡市
劳动模范。

1990 年,他来到宜兴第七建
筑公司当了一名技术员，谦虚好
学的他，很快成为公司的技术能
手 ，被 派 往 无 锡 分 公 司 工 作 。
1993 年，奚亚君从公司辞职，开始
独自承包建筑工程，由于他的刻
苦努力和对工程质量、安全生产
的严格把控，企业声誉良好，承接

了不少项目。走上富裕之路的奚
亚君觉得，经济实力的壮大不是
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志，他大
胆决定：回家种地。他想把传统
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带动周边
百姓实现共同富裕。

2014年，奚亚君投资1500万元
成立无锡益健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占地500亩的蔬菜种植基地和
近千亩的水稻种植基地相继建成，
还建起了现代化蔬菜连栋大棚和免
费为周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的培训
中心。发展现代农业，科技必须先
行，奚亚君重金聘请山东寿光的高
级农艺师，还招揽了一批农大毕业
的高材生。

奚亚君的公司主动接受农林
部门的全程监督，建立了完善的农
残检测标准体系，牢牢把控从田间
到餐桌的质量与安全关。公司打
造智慧农业，通过互联网进行销
售，扩大农产品的销售渠道，还进
一步完善基地功能，打造出一个集
休闲、观光、科普、社会实践和智能
化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

此次当选市第十八次工代会代
表，奚亚君深知这既是荣誉，也是责
任。他说：“我会认真履行代表职
责，真实反映职工意愿，为工会发展
建言献策，同时我也将发挥劳模示
范引领作用，为无锡高质量发展再
立新功。”

江苏首次发布居民体育消费数据

去年我省人均体育消费2028元

无锡市工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将于11月19日至21日召开。大会期间，将有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
405名代表出席，其中工会工作者224名，先进模范人物81名，生产和工作一线的先进工人代表81名，
知识分子14名，机关工作人员5名。大会前夕，我们采访了其中5位代表，倾听他们的心声。 锡工宣

用药安全注意啥？过期药咋处理？
南京151家安全用药服务点有答案

长三角地区秋冬大气污染怎么治？

江苏立下“小目标”

2018江苏服务业满意度调查结果出炉
水电气、餐饮外卖公众满意度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