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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何洁蕾）近日，一
些市民接连收到有关“ETC‘认证’
失效”的提示短信。短信内容显
示，车主的ETC认证已失效，为了
避免影响通行，务必在规定期限内
完成认证，同时还附带“认证”链接。
对此，苏通卡宜兴客服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该短信存在较大的误导性，市
民容易上当受骗，不可轻信。

近日，市民庞先生收到“106”
开头的号码发来的短信，短信中显
示信息发布者为“ETC出行”，内容
为：“您的ETC信息认证未完成，为
避免影响您的通行，请及时更新认
证，点击更新认证，退订回T”，同时
还附带“认证”链接。庞先生点击链
接后进入一个关于ETC的网站，当
他再次点击进入认证界面时，发现
需要填写的信息均和银行卡有关，
便产生了怀疑。

对此，宜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从苏通卡宜兴客服中心了解到，最
近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些不法分子
自称是ETC工作人员，打着ETC

“认证失效”“办理到期”的名义，向
车主发送附带“认证”链接的短
信。事实上，ETC不存在需要认证
的说法，此类短信很有可能是诈骗
短信，但由于不少车主忘记了办理
ETC的时间且误以为存在失效问
题，往往对短信内容信以为真，按
短信要求点击了“认证”链接并填
写了相关信息，从而造成财产损
失。工作人员提醒车主，收到此类
短信时务必提高警惕，切勿点击来
路不明的网页链接，也不要随意将
银行卡信息和密码对外透露，有任
何疑问及时拨打自己当时办理
ETC的相关银行进行咨询核实，一
旦发现被骗，应尽快报警。

本报讯（见习记者徐卿尧 通讯员
强利媛）趁着假期上山踏青，走进山
中却迷失方向，无奈之下只能报警求
助。4月4日，市消防救援、公安等部
门在江苏宜兴抽水蓄能电站附近的山
林内，成功救助了两名迷路青年。

当天晚上7点07分，市119消防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江苏宜兴抽
水蓄能电站附近的山林内有两人迷
路，无法下山，请求援助。接警后，
环科园消防专职队立即派出消防救
援队员到现场处置。在赶到江苏宜
兴抽水蓄能电站后，救援人员多次
拨打求助者电话，但由于信号不佳，
一直无法打通。随后，救援人员一
边向求助者大概位置进发，一边请
辖区派出所继续尝试联系求助者。
经过一番努力，救援人员成功获取
了求助者的位置。随后，消防救援队
员与民警一起，在电站工作人员的带
领下赶赴求助者所在位置。由于电
站工作人员对地形较为熟悉，救援
人员穿过电站内的山洞后，很快从
一条小路穿行到求助者所在位置。
幸运的是，迷路的两位青年并没有
受伤。最终，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
两人成功走出了山林。

据了解，这两名青年相约当天一
起踏青，从下午2点多开始爬山，一直
走到山顶后行入一条小路。但是，随
着夜晚的降临，两人在山林中逐渐迷
失了方向，在自行脱困无果后，只能选
择报警求助。

两名青年踏青不慎迷路
相关部门出动成功救助

ETC信息认证已失效？
小心！不要掉进诈骗陷阱

4月3日，丁蜀镇蠡墅社区组织志愿者开展“回味儿时的记忆”——乌米飘香活
动。活动中，志愿者们亲手制作香喷喷的乌米饭，并送到辖区贫困老人家中，让他
们感受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下阶段，该社区还将陆续开展香椿蛋、野蒜饼、蚕豆糯
米饭等美食的学习制作活动，让传统味道唤起居民的美好记忆。

图为志愿者将乌米饭送到老人家中。 （记者 蒋 瑜 摄）

乌米饭敬老人乌米饭敬老人

本报讯（见习记者徐卿尧）4
月8日早晨，因在城区人民中路不
按规定车道行驶，市民周佳佳（化
名）被市交警部门民警拦下，接受
相应的处罚。在缴纳完罚款后，周
佳佳还接到了民警递来的一张试
卷。原来，这是今年3月以来市交
警部门在开展非机动车交通违法
整治时，对交通违法行为人推出的
法制宣传新方法——交通安全常
识现场考试。

当天早晨，宜兴市融媒体中心
记者在城区荆邑中路市交警部门
执法现场看到，在非机动车交通违
法行为人被查处后，民警便会拿出
一张《宜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交通安全常识试卷》，要求其进行

现场考试。其间，民警会像监考老
师一样对交通违法行为人进行监
督，直至其考试结束。在考完后，
民警还会对考试错题进行解析，向
交通违法行为人宣传交通安全知
识。现场，被民警查处了交通违法
行为，并完成了交通安全常识考试
后，市民王霞（化名）向民警提出想
把试卷拿回家收藏，警示自己和家
人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向记
者展示了这份交通安全常识试
卷。“在停车过程中，下列做法正确
的是？”“在行驶过程中，下列驾驶
非机动车在逆行的是哪个？”“俗话
说‘红灯停，绿灯行’，下图中按照
交通信号指示灯通行的是？”……

试卷上共有8道选择题，每道题目
下方，都有两张图片作为选项。虽
然题目少，但囊括的信息量却挺
大，包括停车、道路行驶、交通标
线、驾乘方式等多个方面的交通安
全常识。试卷上，除了需要交通违
法行为人填写姓名、日期外，还有
现场民警阅卷后打出的分数。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宜城中队副中队
长王建伟表示，试卷上每道题都有
两个选项，既可以帮助考试人知晓
哪些是交通违法行为，也能让他们
知道正确的做法。目前，城区范围
内已有近5000名非机动车交通违
法行为人接受了交通安全常识现
场考试。

“实际上，这样的考试只是法

制宣传的一种形式，我们在日常工
作中不仅要执法，也要普法。”王建
伟表示。从2016年起，我市便针
对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展开整
治。多年来，我市非机动车驾驶员
的交通违法行为数量逐渐下降，但
不按车道行驶、逆向行驶、闯红灯
等交通违法行为依然相对较多。
对此，今年以来，市交警部门主动
创新工作方式，充分结合日常工作
中查处较多的交通违法行为，将其
汇总并总结成题目印在试卷上。
下一步，该部门将继续推广这张试
卷。“我们还有意向在村、社区以及
企业里组织相关考试，将交通安全
宣传做得更细更实。”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民警表示。

街头设“考场” 民警当“老师”

非机动车交通违法需现场考试

本报讯（见习记者孙斐斐）
昨天，我市召开文化旅游专委会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
就我市文体旅行业安全生产环节
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会诊”，部署
下阶段文体旅行业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行动。副市长储红飙出席会
议。

根据今年文体旅行业安全
生产部门联动工作计划，市文体
广电旅游局将联合专委会成员
及市商务、公用事业等部门，围
绕前期发现的文体旅行业安全
生产环节中存在的难点及可能
出现安全隐患的重点领域开展
专项检查，如旅游用车、特种设
备、燃气等。同时，还将针对游
泳馆、旅游景区等人员较为密集

的重点场所开展专项检查。在
劳动节、国庆节等客流高峰的重
要时间节点，相关部门也将联合
开展节前专项检查。据了解，今
年，我市文体旅行业共计划开展
十余项专项检查行动。

会上，储红飙要求，各成员
单位要紧扣安全生产这根弦，牢
牢抓住文体旅单位的人员安全、
设备安全、消防安全和食品安全
四个“安全监管”不放松；要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明确各
部门、单位职责，各司其职，高效
配合；要根据安全应急预案，开
展安全应急演练和行业培训，提
高全市文体旅行业安全突发事
件应对和处置能力，确保文体旅
行业的安全稳定。

本报讯（见习记者史思涵）4
月2日至8日，市人大常委会围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和《无锡
市安全生产条例》（下称“一法两
条例”）在我市的贯彻落实情况，
组成六组执法检查组，由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周斌、赵菊明、徐志
军、朱保强，党组成员许兴城、陈
国强分别带队开展执法检查。

此次执法检查采取明察暗
访、“四不两直”、随机抽查、点面
结合等方式，分赴官林、太华、徐
舍、周铁、芳桥及市消防救援大队
等地，深入宜兴市三木化工集团、
无锡市博大竹木业有限公司、江
苏可奈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中
信国安新材料有限公司、无锡市
虎皇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城北大统华超市等18家生产经营
单位，通过查阅台账资料、走访一
线人员、检查作业现场、召开座谈
会等形式，全面了解“一法两条
例”宣传教育培训、安全生产法监
督管理、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措
施与调查处理等方面的具体情
况。检查中，检查组一行还与相
关单位负责人就贯彻落实“一法
两条例”进行了座谈交流。

检查中，检查组认为，相关单
位及属地政府对贯彻实施“一法
两条例”认识到位、措施有力，切实
按照中央和省、无锡市部署要求，
扎实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城市安全集中整治、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等工作，全力以赴防风险、除

隐患、遏事故，我市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平稳向好。但同时，也发现部
分企业和单位出现了宣传氛围不
浓、部分行业领域安全隐患突出、
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基
层基础依然薄弱等问题。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
查组希望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使命担当，坚决打赢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攻坚战，全面提
升安全发展水平；要广泛深入学
习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营造
全社会关心安全生产、支持安全
生产、参与安全生产的良好氛围；
要全面从严落实安全责任，突出
综合监管，预防为主，把措施落细
落实，有效遏制事故发生；要深入
彻底推进排查整治，做到问题不
解决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罢休；
要全面筑牢安全生产基础，围绕
重点领域，全面开展整治提升行
动，确保工作取得实效；要坚决彻
底抓好问题整改，进一步加快整
改进度，加强工作统筹，确保问题
整改要形成闭环；要切实加强企
业复工安全生产监管，统筹抓好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序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为宜兴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争当全省
高质量发展领跑者创造良好环
境、提供有力保障。

据悉，本月起，市人大常委会
将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安全生
产法执法检查，并计划于今年10
月召开的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开
展专项工作评议和询问。

确保文体旅行业安全稳定

我市将开展十余项专项检查

推动安全生产法在我市贯彻落实

市人大常委会
全面开展执法检查

本报讯（见习记者何沐静）昨
天召开的市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
组（扩大）会议传来消息，今年，我
市计划开展读书节、阅读推广示
范、阅读讲座访谈等 10 个类别
263项阅读活动。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沈晓红，副市长储红飙出
席会议。

根据会议部署，今年，我市计
划开展的各类阅读活动内容丰
富，参与对象涵盖全社会。其
中，第八届“书香宜兴”读书节、
第四届诗词大会、“陶都文学院”
文学系列讲座等50项为重点阅
读活动。此外，我市还出台了
《宜兴市共享阅读空间建设管理

标准和认证扶持办法》《宜兴市
公益阅读推广活动认证扶持办
法》《宜兴市阅读组织星级评定
管理办法》，通过政策扶持，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书香宜兴建设，做
好全民阅读工作。

会上，沈晓红要求，各板块各
相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着力
深化对全民阅读工作的思想认
识；要聚焦书香城市创建、重点阅
读活动开展、全民阅读制度落实、
居民综合阅读率提升等重点内
容，大力提升全民阅读工作现实
成效；要强化组织领导，切实形成
齐抓全民阅读强大合力，不断提
升书香宜兴建设水平。

我市今年将开展
263项阅读活动

本报讯（记者刘思俊）4月8
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派驻督导
工作阶段性情况汇报会，听取10
个市安全生产派驻督导小组工作
汇报，研究部署下阶段督导工
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晓
进，副市长周峰参加会议。

自2月21日我市正式启动安
全生产督导工作以来，各督导组
深入相关板块、部门和企业基层
一线，围绕“五个责任”落实情
况，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工
作落实情况，三年内发生亡人事
故、上年度工伤事故超5起的一
般工业企业整改工作落实情况，
粉尘涉爆企业综合治理工作落
实情况，有限空间作业企业综合
治理工作落实情况，三年内新上

规模较大的项目落地后安全生
产工作落实情况，专项整治行动
落实情况及安全生产领域问题
短板和突出矛盾等方面内容，认
真查找安全生产薄弱环节，积极
督促指导隐患问题的整改，督导
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下阶段，
各督导组将在前阶段的督导工
作目标任务基础上，将打通“生
命通道”专项整治行动作为重点
督导内容。

何晓进强调，各督导组要狠
抓当前、强化督导、聚焦发力，帮
助督导对象解决一批重点突出问
题，围绕隐患排查整治，推动“五
个责任”的落实，全力形成一批督
导工作成果，让安全生产督导工
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我市部署下阶段
安全生产派驻督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