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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年
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强调——

亚投行应该成为促进成员共同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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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融媒体中心旗下媒体平台
●宜兴日报；
●宜兴新闻、紫砂、生活、影视四个电视
频道；
● FM96.1宜兴交通台；
● 宜兴发布、宜兴日报、阳羡茶馆微信
公众号；
●宜兴发布、i宜兴客户端；
●宜兴融媒——宜兴新闻、醉宜兴抖音
号；
●宜兴网；
●户外路名牌、阅报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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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无锡市委
第十一轮巡察工作公告

额度最高30万

优惠利率5.21%起

咨询电话：00510510--8076278980762789
广告

快速到账扫码申请

（工作日）或各营业网点

杜鹃花开杜鹃花开——
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宜兴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宜兴

导读

代码

8001

8002

8003

8004

8005

8006

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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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

学校

江苏省宜兴中学

江苏省宜兴一中

张渚高级中学

官林中学

和桥高级中学

丁蜀高级中学

阳羡高级中学

宜兴市第二高级中学

徐舍中学美术班

统招生

508.0（语数总分220.0）

496.0（语数总分222.0）

432.0（语数总分208.0）

437.0（语数总分191.0）

455.0（语数总分203.0）

447.5（语数总分199.0）

473.0（语数总分210.0）

481.0（语数总分210.0）

425.5（语数总分195.0）

注：省宜中美国课程班投档最低控制分数线为420.0分（总分一）

本报讯（记者倪 晶）昨天上
午，经市教育局局长办公会议研
究决定，市招办公布了2020年我
市高级中等学校投档分数线（总
分一）、江苏省宜兴中学美国课
程班投档最低控制分数线（总分
一），具体分数线见下表格。

相较往年，今年徐舍中学美
术班首次开展招生工作，列入第
二批次志愿填报，计划招生40
人。市招办相关人士表示，今年
录取工作仍然以志愿表批次先后

为序，依次为提前批次、第一批
次、第二批次、第三批次和第四批
次，第一批次和第二批次的录取
采用平行志愿方式投档，其余批
次按志愿顺序录取。各校最低录
取分数线上如出现考生总分相
同，按语文、数学两门科目分数之
和从高到低排序后依次择录。如
语文、数学分数之和仍相同，则录
取全部同分考生。需要注意的
是，上线考生须在各校通知时间
内，至相关学校办理报名手续。

我市高级中等学校
投档分数线昨公布

本报讯（记者李 震 通讯员
严家骥）近日，市城管部门依法
对一起不清理宠物犬在公共场
所排泄粪便的行为进行了处罚，
该宠物犬的主人花一百元为此

“埋单”。据了解，这是我市针对
宠物随意便溺污染市容环境开
出的首张罚单。

7月17日晚，市城管部门工
作人员巡查至宜城街道解放东
路附近路段时，发现有一只黄
色宠物犬正在随地便溺，而宠
物犬的主人并未采取相应的清
理措施，造成了人行道多处受
到污染，对其他市民群众出行
造成不便。执法人员当即现场
拍照取证，责令宠物主人进行
清理，并到市城管部门接受调
查询问。在被问及当事人为何
不清除宠物犬在公共场所排泄
的粪便时，当事人表示“以为环
卫工人会来处理”“一直没有这
个习惯”。

根据《无锡市养犬管理条
例》相关规定，犬只在户外排泄
的粪便，携犬人应当立即清除。
携犬人不清除其犬只在公共场
所排泄的粪便，污染市容环境

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
令改正，并可以处以二十元以上
二百元以下罚款。最终，该当事
人被市城管部门执法人员依法
处以罚款一百元的行政处罚，其
表示今后将养成自觉清理宠物
犬便溺物的习惯。

“《无锡市养犬管理条例》实
施以来，由于确认难度较大等原
因，关于宠物犬随地便溺污染环
境的处罚在我市一直处于‘零状
态’，这是开出的首张罚单 。”市
城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眼下，
市民群众对文明养犬的呼声越
来越高。对此，今年以来，市城
管等部门针对遛犬不牵绳、粪便
不自清、街面犬只散养等行为，
启动“严管重罚”程序，至目前共
开展犬类整治40次，收容无主流
浪犬200余只，查处犬类相关案
件近60起。同时，坚持查处与宣
传引导相结合，举行文明养犬宣
传活动近20次，发放牵引绳千余
条，累计在市体育中心等处设置
宠物拾便装置约20个等。下阶
段，该部门将结合小微违法行为
查处行动等，继续严格执法，确
保城市环境更加优美整洁。

严管重罚 对不文明养犬行为说“不”

我市开出首张
“未清理宠物便溺物”罚单

7月22日早上7时许，在宜城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楼，来体
检的老人们在市宜城街道陶都爱
心服务社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
排队等候。“每年来体检你们都
在，辛苦了！”宜城街道荆东社区居
民吴乔年一见到“老熟人”，便是一
番感谢。

发自内心的感谢，源于陶都爱
心服务社7年多来的志愿服务。“我
们一直聚焦为老服务，了解到宜城

街道有需求，就第一时间对接了。”
陶都爱心服务社负责人朱厚培回
忆说，宜城街道每年都要在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为辖区内1万多名老年
人免费体检，时间从3月持续至11
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
员在帮老人体检的同时，还需要维
持现场秩序、为老人解答问题等，
体检效率变低，老人等待时间变
长，随之也带来一些其他问题。得
知这些情况，2013年，陶都爱心服

务社的志愿者们主动联系宜城街
道办事处，启动“点亮朝霞”助老行
项目，在体检时段，每天安排约10
名志愿者义务为体检老人服务。
大家分工合作，有叫号的，有引导
的，有维持秩序的，服务风雨无阻。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宜城分局
工作人员马永明，是陶都爱心服务
社的副理事长，也是“点亮朝霞”助
老行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我们给
项目取名‘点亮朝霞’，不仅因为体
检时间都在清晨，还因为我们希望
老人们都能健康快乐，享受退休后
的新生活。”马永明介绍，抱着这样
的念头，陶都爱心服务社的志愿者
们坚持站好每一班岗，服务好每一
位老人。为老服务，需要十足的耐

心。7月22日上午，体检现场就出
现了“小插曲”。“这个项目我没有
检查呀，单子怎么就没了？”一位老
人因缺少体检单，无法进行眼科检
查，焦急地拉住了志愿者祝敏华。

“阿姨，您别着急，想想单子是不是
遗落在上个体检项目现场了？”祝
敏华询问老人情况，可老人有些耳
背，听不清，她就凑近老人耳朵，提
高音量又问一遍。一边与老人沟
通，一边领着老人去体检单可能遗
落的地方仔细寻找，最后终于在抽
血处找回了单子。

类似的“小插曲”，宜城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科工作
人员朱春燕每天都要看到许多
次。 （下转 2 版）

7年多服务老人近10万人次

陶都爱心服务社用心“点亮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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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
将进入高温少雨模式

本报讯（记者李 震/文 记者翟
霄帆 通讯员陈 栋/摄）昨天上午
10时许，在宜兴至长兴高速公路葡
萄岭隧道左洞的省界处，江苏和浙
江两省工作人员的手紧紧地握在
了一起。当天上午，该高速四大隧
道工程中的最大节点——地处苏
浙两省交界的葡萄岭隧道，顺利实
现双洞贯通，比原计划提前约半
年。这为宜长高速明年上半年建
成通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昨天，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
全长 2.5 公里的双洞分离式隧道

“藏身”于秀丽的山体中，驾驶越野
车从隧道宜兴端出发，可直达长兴
端。现场一名工作人员高兴地表
示，过去，从我市张渚镇岭下村出
发，驾车前往“一山之隔”的长兴县
煤山镇罗岕村进行勘察，需要绕行
约42公里。而如今隧道贯通，路程
缩短至2.5公里，车程时间也从约
50分钟缩短至约10分钟。

“这里的山体围岩总体性较
差，施工难度较大。但我们积极创
新施工方法和组织方式等，隧道
贯通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约半
年。”宜长高速项目总监理工程师
李井增介绍，葡萄岭隧道作为宜长
高速建设体量最大的隧道节点工
程，江苏段长约为1.8公里。在建
设初期，指挥部就高点定位，特邀
省内外知名隧道专家现场踏勘，反
复研究商讨专项施工方案，稳步推
进施工，确保施工质量和安全。
在施工过程中，为加快施工进度，
项目方积极与长兴县交通运输等
部门沟通协调，最终确定了宜兴、
长兴“两端同时掘进”的方式，大
大缩短了施工工期。由于地处宜
南山区，隧道建设还将环保、生态
和景观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体现
其注重生态环保的特性。其中，
采用“零开挖进洞”施工工艺，最
大限度保护了周边山体原有生
态；在葡萄岭隧道（长兴端）设置
污水处理池，将隧道施工废水处理
后再排放；将隧道施工中产生的洞
渣作为填筑材料，综合利用率90%
以上；此外，还在隧道周围设置彩

钢瓦围挡等设施设备，有效降低了
施工噪音。

葡萄岭隧道所在的宜长高速
公路江苏段，是我省高速公路网规
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点位于长
深（宁杭）高速公路徐舍互通西侧
的堰南枢纽，向南经徐舍镇、西渚
镇、张渚镇，穿越梅子岭，上跨342
省道，穿越庙山和葡萄岭，与杭长
高速北延段衔接，路线全长约
25.453公里，按照双向六车道高速
公路标准建设。自开工以来，该项
目已经完成投资约30亿元，占比约
75%。其中，路基部分建设完成约
94%，桥梁立柱建设完成约98%，
预制箱梁完成100%等。而四大隧
道工程中，葡萄岭隧道、庙山一号
隧道、梅子岭隧道已经实现双洞贯
通，庙山二号隧道右洞贯通，左洞
进尺达到675米。

“葡萄岭隧道顺利实现双洞贯

通，为宜长高速明年上半年通车提
供了坚强保证！”宜长高速公路建
设指挥部工作人员表示，届时，在
杭州至南京之间，除现有的长深
（宁杭）高速公路外，将新增一条跨
省高速运输大通道。由于宜长高
速地处长江经济带与长三角一体

化这两个国家战略的交会区，同时
作为江苏第一条以隧道衔接的省
际高速公路，其建成后，不仅京杭、
宁杭通道功能得到有效分离，而且
可以进一步促进苏浙发展大融通，
成为拉动省际山区经济、旅游发展
的新引擎。

宜长高速公路
明年上半年建成通车

苏浙交界重要节点工程葡萄岭隧道昨双洞贯通

项目工作人员在葡萄岭隧道项目工作人员在葡萄岭隧道（（长兴端长兴端））合影留念合影留念

葡萄岭隧道葡萄岭隧道（（宜兴端宜兴端））航拍图航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