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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燕翎 秦培智 李姣

本报讯 入河排污口，是污染
物进入河流的最后一关。记者 9
月 8 日获悉，今年以来，常州国家
高新区（新北区）严格按照“查、
测、溯、治”四字方针，高标准推进
长江入河排污口整治工作。

长江常州段岸线总长 25.8 公
里，全部位于新北区。今年，新北
区启动长江入河排污口监测溯源
工作，采取人工勘察、无人机航
拍、无人船探测、管网排查、水质
指纹溯源等技术手段，实施岸上
溯源与船上采样齐头并进，目前

这项工作已圆满完成。对已丧失
排水功能、已封堵的排污口进行
了核减信息填报并申请核减。最
终确定溯源结果：辖区核减信息
填报并申请核减排污口 57 个，完
成排污口分类242个。

严控新设入河排污口及其污
染物排放量，确保入河排污口自
动监测全覆盖。对可以进行监测
的 127 个排污口进行水质采样监
测。投资 2000 万元建设 10 座水
质在线监测岸边站，消除潜在污
水排江风险隐患。

常州高新区还建立排污口电
子档案、设立带有二维码的排污
口标识牌，构建权责清晰、监控到

位、管理规范的长江入河排污口
管理体系。

此外，常州高新区结合城乡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黑臭水体治理，将工业、农业、
城镇生活污水、雨污混排口以及存
在污水排放的沟渠等所有向水里
排污的“口子”纳入排查整治范
围。开展沿河雨污水管网等基础
设施建设，淘汰落后产能，安装河
道自动在线监测设备。目前，242
个排污口中，共计151个完成排污
口整治，占比62.4%。沿江1公里
范围内的 31 家化工生产企业“清
零”，长江常州段生态岸线建成比
例达80.6%、居全省第一。

新北区严格按照“查、测、溯、治”四字方针——

整治排污口，还清水入江河

■蒋琪 蔡晓丹 秋冰 文 胡平 摄

本报讯 9 月 9 日，市志愿服
务联合会公园分会在东坡公园揭
牌成立。市志愿者联合会、市城
管局公园管理中心为公园分会的
便民服务、文明引导、义务讲解、

医疗急救、体育指导、植物管养、
科普教育、文化建设和事务监督9
支志愿服务队授旗。

据了解，公园分会现有志愿
者 100 人，他们将为东坡、人民、
荆川、圩墩、青枫、紫荆等公园提
供志愿服务。体育指导志愿者陈
海雄是公园里的常客，喜欢和一

帮拳友在公园打太极拳。今年 5
月，他通过市文明网、微信公众号

“常州公园”得知公园面向社会招
募志愿者时，随即报了名，成为公
园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陈海雄
说：“我们在享受公园美景的同
时，也要为公园做点力所能及的
事。做志愿服务，服务他人，同时
也愉悦自己。”

公园分会为志愿服务搭建公
益平台，有序推进志愿服务制度
化、规范化、常态化，并融入公园
的日常管理，培养入园市民游客
爱绿护绿植绿意识，提高市民游
客的游园体验，提升公园精细化
管理水平。

活动当天，公园分会的 9 支
志愿服务队在东坡公园月季园义
务开展除草、松土等活动，为 10
月份补植牡丹作准备。

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公园分会成立

9支队伍百名志愿者服务公园和游客

■吴燕翎 汤可人 图文报道

本报讯 新北区探索运用电
子告知单这一新型管理方式整治
绿地违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记者日前获悉，自 7 月下旬新北
区率先以三井街道为试点，使用

“蓝脸盆”电子告知单治理绿地违
停现象以来，这一方式已推广至
龙虎塘、新桥、薛家、罗溪、孟河等
5个镇（街道）。截至目前，累计贴

单17起，罚款1450元。
电子告知单外观酷似一个“蓝

脸盆”，内部装有 GPS 定位系统、
报警系统，能够牢牢吸在车门上，
若遭遇暴力拆卸，会发送报警信息
到执法人员的手机终端。执法队
员只要在手机上操作，一两分钟就
能完成一辆违停车辆的贴单和上
报，还能实时关注违章车辆的移动
情况，对于处置联系不上车主移
车、恶意违停的情况非常方便。

为免带“盆”上路的尴尬，许

多车主积极配合改正违停行为。
8 月 26 日，因在太湖路南侧绿化
带上违停而被贴上“蓝脸盆”的违
停车主李某说出自己的经历：“为
了 图 方 便 省 小 钱 违 停 ，结 果 带

‘盆’上路被围观。我一定吸取教
训，下次再也不乱停车了。”李某
说，当天主驾车门贴上“蓝脸盆”
后，他一开始还试图移除，但是传
出的警报声反而引来了路人围
观，妻子敦促他赶紧去城管部门
主动接受处理。处理完后，他还
把这件事发到了朋友圈，希望大
家都能遵守规则，引以为戒。

治理有抓手，违停现象明显改
观。三井中队执法队员霍东煜说：

“不仅日常巡查发现的绿地违停现
象减少了，而且当事车主处理的主
动性和认错态度也较之前有了很
大改善，执法效率大大提高了。”

下一步，新北区执法大队将在
电子告知单的普及和推广阶段进
一步优化和改进，尤其是加强与公
安、交警等部门的联动，加大绿地
停车治理力度，为市民营造文明出
行、文明停车的城市环境。

从1个试点街道推广至5个镇（街道）

新北区用“蓝脸盆”整治违停有成效

■彭迪 秋冰 文 胡平 摄

本报讯“自从食堂实施
‘全电厨房’改造后，厨房内
彻底消除了明火、减少了烟
气，明显改善了厨房烹饪和
师生的就餐环境，也提升了
校园安全。”连日来，国网溧
阳市供电公司“能效服务”团
队分别走进上沛小学等学
校，对校内食堂的“全电厨
房”开展服务回访，各学校对

“全电厨房”给予了一致好
评。截至目前，溧阳市累计
有 60 余所中小学完成了“全
电厨房”改造。

据了解，来自溧阳市供
电公司的政协委员在溧阳市
今年召开的“两会”上，提交
了《开展校园厨房安全工程
的建议》的政协提案。该提
案得到了溧阳市委市政府的
高度重视，在溧阳市中小学
全面启动“全电厨房”改造，
打造绿色安全校园。于是，
溧阳市供电公司专门组建

“能效服务”团队，与 10 余所
涉及改造的中小学紧密联
动，坚持“一校一案”原则，细
化明确改造要求的同时，充
分利用暑假停电施工窗口
期，全面实施从联合查勘到
竣 工 验 收 的 接 电“ 绿 色 通
道”，提升项目推进效率。今
年暑假，溧阳市 11 所中小学
实现校园“瓶改电”“油改电”
100%全覆盖。

溧阳供电营销部副主任
李杰介绍，“全电厨房”不仅
用 能 绿 色 清 洁 ，安 全 性 更
高，而且可以大大降低学校
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可为
学校节省 80%的用能成本
开支。以上沛小学为例，厨
房部分投入改造成本约 7.2
万元，改造前使用生物油全
年费用约需 4.68 万元；“全
电厨房”实施后，日均用电
量约为 84 千瓦时，按用电单
价 0.5483 元/千 瓦 时 ，全 年
200 天计，总电费约为 0.92
万元，每年可减少用能成本
约 3.76 万元。

用能绿色清洁，安全性更高，运营
成本也降低了

溧阳市60余所中小学
完成“全电厨房”改造

9 月 9 日，武进中医医院
国家级电生理适宜技术培训
中心内，医护人员正在进行
技 术 分 析 和 病 例 分 享（如
图）。据悉，该中心于近日通
过国家卫健委医药卫生科技
发展研究中心“电生理适宜
技术真实世界研究和推广应
用”项目现场评审和验收，获
批成为常州首家国家级电生
理适宜技术培训中心，中心

集诊断、预防、治疗、康复于
一体，运用医用红外热成像
技术，通过接收人体各部位
代谢所产生的热量，结合人
体寒、热、虚、实、脏腑、经络
理论，用图像化、数据化形式
表达，能在机体没有明显症
状的情况下解读出隐患，更
早发现问题，并通过电生理
适宜技术进行个性化精准治
疗。 ■曹艳 高岷 图文报道

用电生理适宜技术进行精准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