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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异味！

生活垃圾收运密闭化处理
本报讯 曾经，清理生活垃

圾的运输车，所到之处总是散

发出异味，运输过程中跑冒滴

漏现象普遍存在。如今，随着

生活垃圾密闭收运工作推进，

这类现象在我区已大有改善。

在北水关生活垃圾中转站

记者看到，前来倾倒垃圾的电

动车大部分已换成密闭式车

辆，进站后车辆后箱打开，直接

倒入中转站密闭箱内，整个垃

圾收集过程规范有序，真正做

到了“车走地洁”。为保证“垃

圾不落地”，我区积极推行密闭

收运工作，约 300 辆前端垃圾

收运车已有近 80% 提档升级。

市民周女士说，以前垃圾收运

车一边行驶一边滴水，味道难

闻，而且容易造成二次污染，现

在密闭运输后更加环保、更加

干净。

为规范城区生活垃圾收

集、运输行为，落实生活垃圾规

范化作业、密闭化运输管理要

求。去年年底，我区出台了《金

坛区（小区）生活垃圾密闭收运

工作实施方案》，分为调查摸

底、宣传发动、全面实施和长效

管理 4 个阶段推进这项工作。

区环卫处生活垃圾运管中心主

任陈磊表示，目前已进入全面

实施阶段，通过前期调查摸底，

目前城区有 67 辆进入中转站

倾倒垃圾的车辆不符合密闭标

准 规 范 ，占 所 有 倾 倒 车 辆 的

23%。从 10月 1日开始，不符合

密闭标准的车辆将禁止进站倾

倒垃圾。 钱赛 顾静 文/摄

生活垃圾密闭收运生活垃圾密闭收运

本报讯 最近，城南花园

小区的不少业主遇见了一件麻

烦事，由于物业公司对进出小

区的车辆实行了一项新的管理

办法，一些车主的下班回家路

变得不那么顺畅。

在小区南门，几位业主向

记者讲述了这几天的遭遇。一

位业主说，晚上 11点多开车回

来时被拦在了小区门外，物业

疑似强制租停车位或购买停车

位。另一位业主质疑，没有车

位就不让车进小区，这样的做

法是否合理？记者向小区物业

公司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这项新规定是从 4 月 6 号开始

执行的，因为小区内的道路较

窄，业主们乱停车占用了消防

通道，造成交通堵塞。出台这

项新规前，物业工作人员曾挨

家挨户询问过业主意见。

在小区南门的公示栏里，

记者看到一份《车辆管理通

知》，上面写着“现于 2021 年 4
月 6日起全面启动车辆管理工

作，消防通道和主干道禁止一

切车辆停车。无车位、车库及

亲友来访车辆将按本小区车辆

管理规定实行。”在这份通知

旁，是一份《城南花园封闭式管

理征询意见公示》。公示上显

示，城南花园总户数为 1070
户，其中空置房 152 户。小区

物业共上门征询业主意见 723
户，家中无人张贴通知 327户，

其中不同意执行车辆管理新规

定的有 158 户，同意新规的有

573 户，占 62%。记者注意到，

这份公示和通知的落款时间为

今年 3月，比小区新规 4月 6号

正式执行至少提前了 5天。

据了解，城南花园小区地

面和地下停车位共有 799 个，

目前仍有一些车位空置。新规

执行前，业主乱停车现象一直

是物业管理的难题。对于业主

质疑不让没有车位的车进入小

区，是想推销车位出租，工作人

员表示，并没有要求业主一定

要租车位或者买车库。

记者从城管部门获悉，根

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

“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及表决”中

相关规定，“制定和修改管理规

约，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

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

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城

南小区物业张贴的公示显示，

同意执行管理新规的业主达

62%，也就是说大多数业主是

支持这一做法的。对此，您怎

么看呢？

戴俊吉

本报讯 近年来，滨湖新城

框架全面拉开，基础设施建设

成为市民日益关注的焦点。近

日，有市民咨询，新城范围内

何时能有更加完善的生活配套

设施。

这位市民告诉记者，自己

住在中梁壹号院，附近没有一

个较大的菜市场，买菜很是不

便，听说金坛公安分局附近计

划建一个菜市场，不知道什么

时候开始动工建设。随后，记

者向金坛建设产业集团了解情

况，江苏金坛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地产开发事业部副部长段鑫

辉表示，市民所说的是彭公桥

邻里中心，这个现代化综合性

邻里中心功能齐全，一楼有一

个 2000 平方米的菜市场，目前

正在进行整体外观设计，下一

步对方案进行深化设计，预计

十月份开工建设，建成后能够

满足周边小区居民的生活需求。

据了解，邻里中心建设是

我区今年 16 项民生实事之一，

也是 《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

提出的今年计划开工项目。除

了彭公桥邻里中心，今年我区

还将在金坛大道南侧、朱庄路

东侧建设万士邻里中心，在思

诚路南侧、徐塘路东侧建设杨

贺巷邻里中心，加快提升城市

功 能 ， 为 市 民 日 常 生 活 提 供

便利。

戴俊吉

滨湖新城

三个邻里中心年内开工建设

本报讯 随着互联网技术

的不断进步和智能手机的不断

普及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呈高

发态势。近日，我区公安部门

发现多起网络诈骗案，仅 4 月

12 日至 4 月 14 日三天就连发

19 起，损失总金额高达 512.62
万元。

4 月 12 日，金坛某企业的

会计小孙接到一个电话，对方

自称是银行工作人员，称小孙

所在企业使用的银行 U 盾即

将到期，需要升级，并要求添加

小孙的 QQ 号，随后小孙被拉

进了一个 QQ 群聊。小孙发

现，群聊中另外两名人员的名

字是自己所在企业的两名负责

人，因此更加深信不疑。随后，

他按照所谓的企业负责人的要

求，将公司银行账户余额转到

了对方指定的账户中。这时，

对方告诉小孙，周末银行不能

办理 U 盾升级服务，下周一他

再到银行进行咨询。到银行咨

询后，小孙才发现自己被骗，于

是立即来到公安机关报案。

无独有偶，金坛某企业负

责人徐先生的微信收到了一个

自称是某乡镇领导的好友申

请。对方使用的头像、昵称包

括言谈，都很像“领导”，很快得

到了徐先生的信任。“乡镇领

导”声称最近急需用钱，徐先生

便向对方指定的银行账号多次

转账共200万元。之后，徐先生

发现不对劲，这才意识到被骗。

金坛公安分局反诈骗中心

民警表示，在类似冒充熟人诈骗

的案件中，骗子通常冒用领导、

老板的真实姓名、真实照片头像

获取受害人初步信任，接着会通

过拉家常、套近乎，进一步骗取

受害人信任，再利用受害人不敢

核对身份的心态，以资金紧张、

不方便出面等理由，要求受害人

向指定银行账户转账。市民应

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做到以下三

个“一律”：所有陌生电话，只要

一谈到银行卡和转账，一律挂

掉；所有短信，但凡让点陌生链

接的，一律删掉；微信不认识的

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

钱赛/文 潘一平/摄

城南花园：

小区管理出新招 无位车辆难回家

网络诈骗频发 警惕屏幕后的“黑手”
金坛三天连发19起，损失高达512.62万元

金坛公安分局开展反网络诈骗宣传金坛公安分局开展反网络诈骗宣传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住建部

门获悉，从 2021 年 4 月 15 日至

2021 年 7 月 30 日，金山路(钱资

湖大道~滨湖北路)全封闭施工。

为确保道路施工和通行安全，施

工期间，请行人、车辆按交通标

志减速慢行或绕道行驶。

汤敏慧

注意绕行！

金山路部分路段全封闭施工

本报讯 因河海大学常州校

区建设需要，将对长荡湖水厂出

厂水总管迁移接通施工，自 4月

23 日 22:00 起至 4 月 25 日 6:00
止，全区降压供水。市民请相互

转告，并做好储水准备工作。恢

复供水后可能会出现短暂浑黄

水现象，市民可对浑黄水进行排

放，施工队也将对管道进行冲

洗。 汤敏慧

请做好储水准备！
4月23日22时起全区降压供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