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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

施工质量由谁负责？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第九条的规定，建设工
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必须符合

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
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的消防设
计、施工质量负责。

我区大力推进文

明城市建设和长效管

理，各地纷纷把体现

城市精神风貌、凝聚

社会共识的文明约定

和道德规范的内容，

通过宣传栏、张贴画、

横幅、景观小品等方

式“广而告之”，进一

步增强群众的文明意

识，提升城市文明水

平。图为刘桥镇结合

当地板鹞特色文化，

把道旗精心设计成板

鹞形状，开展文明宣

传。 卑多敏 摄

垃圾分类政策已经推行了一段
时间，随着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分类
标准的出台，大家也对垃圾分类要
求有所了解，但分类越细，所需要的
垃圾桶也就越多。不少群众开始发
愁，如何对家里的垃圾桶进行合理
布局呢？

如果是单人居住，那么基本只
需要四个垃圾桶就可以满足日常生

活需要。
1.厨房区域设置一个厨余垃圾

桶和一个其他垃圾桶。把厨余垃圾
和剩菜剩饭丢在厨余垃圾桶，蔬菜
肉类的包装丢到其他垃圾桶。厨房
区域的垃圾桶要日清，气温高时，厨
余垃圾在放置三小时后就会开始发
酵，产生臭味和滋生细菌。

2.客厅设置一个垃圾桶，根据

具体情况设置为其他或者厨余垃圾
桶。可回收垃圾比如包装纸盒、易
拉罐等，可以采取将体积小的可回
收物放入较大容积的回收物（纸箱
包装）中的方式，不必单设垃圾桶；
有害垃圾一般产出较少，可以使用
垃圾袋进行收集，当天处理即可。

3.厕所设置一个其他垃圾桶。
可根据时间长短和垃圾产量自行控

制丢垃圾的频次，以减少垃圾袋的
浪费。

居家生活垃圾桶的合理布置（一）

“家门口有了办事点，最快
15 分钟就能办结，真是太方便
了。”近日，在无锡市惠山区堰桥
街道为民服务中心，成功查询到
自己医疗保险参保信息的顾玲花
欣喜地说。为深入推进“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解决群众办
理政务服务的痛点、难点、堵点，
无锡市医保局、市行政审批局联
合建设“15分钟医保服务圈”，推
动医保业务在镇（街）为民服务中
心、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实现

“网上办”“自助办”“就近办”“一
次办”，本月起，堰桥街道“15分
钟医保服务圈”已进入正常运营
阶段。

“以前常有老百姓到社区咨
询住院费用报销、异地就医备案
等医保相关业务，但我们这里没
有专门的业务员，只能帮他们联
系街道，层层上报，最终办理时，
还要到区行政审批中心跑一趟。”
作为堰北社区的一名工作人员，
顾玲花表示，过去一个小问题往
往要几经辗转，耗时较长。咨询
者中不少还是上了年纪的人，对
他们的体力和耐力都是不小的考
验。“‘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成
后，办事不再奔波，大大方便了周
边居民。”顾玲花说。

“‘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成
后，单位参保登记、异地转诊、住
院费用报销等 12项医保业务都
能在街道办理，将惠及街道辖区
内18个社区的16.2万常住人口，
服务企业近 4000家。”堰桥街道
行政审批局业务一组负责人邱博
文介绍说，异地安置备案、转诊
报销比例的变化一直是居民关心
的话题，咨询量很大，但之前没
有专业人员能为居民处理，街道
也很苦恼。此次为建设“15分
钟医保服务圈”，街道工作人员
特地到市医保中心参加专业培
训，目前，新增的 12项业务已
全部正常运行。

据了解，今年，无锡建成了两
个“15分钟医保服务圈”省级示
范点，另一个位于宜兴市丁蜀镇
为民服务中心，也在近期投入使
用。在省级示范点建设的同时，
无锡还将推进15个“15分钟医保
服务圈”市级示范点建设。

（来源：中江网）

“15分钟医保服务圈”
为居民办事提速

本报讯（记者徐静怡 通讯员

李慧）机动车驾驶证超分被暂扣，没
了驾驶证但又要每天开车上班的秦
某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购买了一
本假证。一次交通事故，买假证的
事也被揭穿。近日，区人民法院审
结了该案，被告人秦某被两罪并罚，
拘役三个月零十五天，并处罚金四
千元。

2018年，被告人秦某因机动车驾
驶证被暂扣，无奈重新报考科目一，但
连续考了两次均未通过，这给秦某带
来了打击。一天，秦某无意间在一路
灯杆上看到办理证件的广告，便通过
广告上的电话联系方式，花300元购
买了一本假的机动车驾驶证。

秦某拿着这本假证肆无忌惮地
上路了三年，直到今年 1月份，因为

醉驾与他人的机动车发生碰撞，造
成了双方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
故，在处警过程中，秦某购买、使用
假证的违法犯罪行为终被揭穿。“我
知道这是违法的，但不知道是犯罪
行为，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被告
人秦某当庭忏悔。

法院认为，被告人秦某伪造驾
驶证件并使用、在道路上醉酒驾驶

机动车，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应当分别以伪造身份证件罪和
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遂作
出上述判决。

拿假证上路肆无忌惮 出事故露馅两罪并罚

沿着乡村水泥路来到十总镇
张沙村，在村口的河道边，一排
柿子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
不远处，有村民正在晾晒刚采摘
回来的柿子。刚从城区第一集贸
市场卖完柿子回来的俞福群喜滋
滋地说：“今天卖了 60多斤大方
柿，有200多元收入呢。”

今年73岁的俞福群是张沙村
村民，打从祖辈起，家里就栽植
骑岸大方柿，“种了 30 棵柿子
树，树龄将近 40年了。”俞福群
告诉记者，自每年 8 月下旬开
始，她就会去集市售卖柿子，

“因为骑岸大方柿名气大、品相
好、甜度高，大家都喜欢吃，在
市场上很抢手。今年受台风影
响，幼果掉落不少，一棵树大概
产 100 多斤柿子。尽管产量不
高，价格却比往年高，可以卖到
4元一斤，是去年的一倍多。”

据了解，“骑岸大方柿”已

有 300多年栽培历史，曾因形、
色、味、质俱佳而闻名全国，享
有“金盆月”的美名，2019年荣
获国家地理标志商标，成为我区
首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其实，骑岸大方柿的产业发
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前些年由
于缺乏品牌宣传和营销策略，大
方柿在市场遇冷，不少村民将柿
树砍了。为了让“骑岸大方柿”
不再“养在闺中无人识”，十总
镇大力培育和提升骑岸大方柿品
牌附加值，通过合理规划布局，
使骑岸大方柿这一“国字号”地
理标志商标真正成为致富产业品
牌，助力乡村振兴。“要想柿子
果汁充溢、甜度适中，除了好的
生长环境，还少不了精细的管
理，要用灰柿做砧木，施用有机
肥，及时做好病虫害防治，才能
保证柿子的品质。”十总镇高级
农艺师朱少云介绍。

目前，骑岸大方柿种植区域
主要集中在十总镇和石港镇，仅
十总镇种植面积就有3000亩，年
产大方柿4500吨。

“为进一步拉长骑岸大方柿
的产业链，目前我镇正在建设一
个冷库。建成后，大方柿的供应
期将由原来的一两个月延长到五
六个月。我们还和一些奶茶店协
作，制作大方柿奶茶出售，也受
到了市民的欢迎。同时，组建了
骑岸大方柿专业合作社，把分散
的农户联合起来，把大方柿产业
逐步做大做强。”十总镇副镇长
张树新介绍说，“最近，我们还
邀请了一些专家，对大方柿的柿
饼、柿醋以及柿子面进行加工研
究，积极打造促进农民增收的主
导产业，让‘骑岸大方柿’重放
异彩。”

记者曹抒雁 沈维维 通讯员

丁一倩 宣颖

“国字号”地理标志商标成致富产业品牌

“骑岸大方柿”助力乡村振兴

丰收的喜悦溢满了村民的脸庞。吴欣欣 摄

本报讯（记者顾艳 通讯员

龚懿德 施浩洋）身穿军装，胸佩
光荣花，又是一年入伍季。9月
25日凌晨 4点，在通州区民兵训
练基地，新兵们列队登上开往南
通火车站的大巴车，踏上了参军
从戎的征程。

新兵运输是征兵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南通汽运集团通州分
公司高度重视，坚持“以兵为本、
为兵服务、部队满意”的原则，制
订运输方案、应急预案及疫情防
控措施，挑选驾驶履历、政治、技

术、身体素质优，职业道德和安全
意识强的驾驶员，投入一级标准
营运客车；全面落实车辆检查，严
格实行编队运输，切实做到在运
输过程中“不伤、不亡、不错、不
漏”一名新兵，保证新兵走得及
时、走得顺利。

按照相关工作安排，此次南
通汽运集团通州分公司将新兵从
民兵训练基地安全运送至南通火
车站交通站点，25日、26日两天
共运送新兵 152人，圆满完成今
年秋季新兵运输任务。

今秋新兵运输任务圆满完成

本报讯（通讯员吴昊）近日，
江苏有线通州分公司志愿者服务
队的志愿者们来到结对共建的天
虹社区，开展“楼道清理”专项行
动。

活动现场，大家按照事先安
排，十余人分成两组负责包干区
域的清洁任务。“牛皮癣”是城市
环境卫生的一大顽疾，志愿者们
利用铲子、钢丝球、抹布等工具对
小区楼栋外、楼道墙壁以及居民
家门上的小广告进行全面清理。

为进一步做好全国文明城市
长效管理工作，推动“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连日
来，江苏有线通州分公司志愿者
服务队的志愿者们深入社区开展
了“共创文明社区、共建文明城
市”志愿服务行动。

天虹社区于 2013年建成，安
置了城东村、进鲜港村1300多户

拆迁户。针对安置小区楼内杂物
乱堆乱放，电瓶车、自行车乱停放
等问题，志愿者们进行了集中清
理。同时，向小区居民发放《建设
文明城市应知应会》宣传单页，劝
导大家做文明公民，共建整洁美
丽家园。经过大家的相互协作、
共同出力，小区的环境焕然一新。

接下来，通州分公司的志愿
者们还将配合社区开展完善社区
基础设施，美化社区生活环境，优
化社区公共秩序，关爱社区困难
群体等志愿服务活动，积极践行

“服务党和政府，创造美好生活”
的国有企业使命，切实为社区居
民办实事，积极为提升城市文明
程度和市民生活质量作出贡献。

江苏有线通州分公司携手社区

共建文明城市 扮靓幸福家园

文明宣传文明宣传
广而告之广而告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