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市长江之滨的界牌和
丹北镇素有丹阳金三角之称，而
界牌镇无疑又是金三角的明
珠。界牌镇形成了汽车灯具、汽
摩车配件和路灯三大类支柱产
业。全镇路灯企业达近百家，全
国大多数大中城市都装有界牌
生产的路灯，全国市场占有率
70%以上，被誉为“中国路灯之
乡”。界牌全镇私营企业有 2015
家，个体工商 3139 户，从业人员
42000余人，全民创业率达 90%。
2017年全镇实现GDP75.3亿元，
工业销售 85.62 亿元，财政收入
2.4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0555
元。

如果说家家开厂，人人经
商，几十年民营经济的长期发展
积累造就了镇江首富镇界牌，最
富裕的人在界牌，恐怕无人不
信。但是如果要说全市最多的
失信“老赖”集中在界牌，你敢相
信吗？事实就是如此。

金融失信重灾区、散乱污重
灾区……民营经济高度聚集，高
速发展带来的繁荣富裕的耀眼
光环遮盖了界牌羞于示人的地
方，但是这些暗流确实存在，正
成为污染经济正常发展的污泥
浊水。

起因：散乱污赖蔓延市场秩
序亟待整治

虽然界牌镇民营经济发展
较为迅猛，但受到大气候和小环
境的相互作用，民营企业高度发
达和产业高度集中的界牌企业
在守法规范经营和诚实守信经
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高度突出：

欠贷失信歪风盛行，金融风
险压力巨大。生产制造的发展
带来了商品流动的活跃，市场经
营的繁荣，而这一切和金融的参
与支持密不可分。老一代的界
牌个体经营户依靠自己的勤劳
智慧积累了财富，留给下一代的
不仅是财富还有金融意识。但
是这一代和上一代的区别出现
了，金融信贷支持的是生产而不
是消费，有贷必有还。离开这两
条必然偏离正道，走上歧途。界
牌的一些年轻人利用金融监督
不力的空子，套贷套利，担保互
保，购买豪车，盲目消费，资不抵
债。出了问题了不主动申报财
产、不配合法院执行、不对接银
行还款，最终成为失信的“老
赖”。来自金融部门统计，目前
界牌涉及信贷逾期的企业有 167
家，共245笔贷款，进入法院失信

“老赖”名单黑榜的有 129 人，涉
及案件64起。

企业用工不很规范，劳动纠
纷屡屡发生。企业主对法律法
规缺乏理解，合同用工意识不
强，没有完全履行合同用工手
续。在工资发放上没有完全做
到逐月足额按时发放，多数企业
采用平时按月发放少量必要生
活开支并在年底一次性结清剩
余工资的支付手段，拖欠工资现
象严重。在社保缴费上，一方面
是企业不想增加社保方面的开
支，另一方面职工不了解社保缴
纳的重要性，主动要求办理的意
识不强。

制假售假现象严重，产品质
量令人堪忧。界牌部分商家为
了追逐经济利益，采取假冒伪劣
的违法经营行为，他们由明处转
入地下，并且采用“打一枪换一
个地方”式的游击战术，逃避打
击。近年来，丹阳市市场监管局
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界牌镇
企业制假售假的问题尤为突
出。2016 年以来在界牌镇共计
查处制假售假企业和窝点 71

家。涉及假冒商标有：奔驰、大
众、宝马、奥迪、丰田、上汽通用、
现代、飞利浦、起亚、日产、福特、
吉利等国际国内知名品牌。查
获假冒侵权产品近10万件（套），
涉案物品金额 300 余万元，依法
移送公安追究刑事责任2件。在
产品质量方面，2016年对界牌镇
汽摩配生产企业的产品抽检不
合格率高达15%。日常检查还发
现部分企业存在未获得强制性
产品认证证书擅自违法生产、超
认证范围、认证有效期违法生产
等情况。今年以来，对界牌镇企
业商标类、产品质量类投诉举报
近 30 件。制假售假现象不容乐
观，给行业发展、当地经济的健
康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环保信
访居高不下。界牌产业制造涉
及塑料加工制造、喷漆及电镀等
行业，存在环境污染隐患。工业
园区内老旧危房内的“散乱污”
企业，出租房内的“散乱污”企
业，废塑料粒子加工、废品回收、
垃圾焚烧、固体废料不按规定处
置、企业超标偷排等重点污染行
为时有发生，成为群众信访投诉
的热点问题。

重大火灾事故多发，企业财
产损失巨大。界牌大多数企业
由于原先超常规建设，消防存先
天安全隐患。更直接的原因是
汽配厂和灯具厂材料易燃，火灾
高发，一旦发生，火势凶猛，难以
扑灭。2016 年 8 月 8 日，界牌镇
广祥灯具突发大火。两个厂房
着火，大火从烧裂的窗子窜出
来，裹着浓烟照亮夜空，场景恐
怖，过火面积约2000平方米。丹
阳所属的界牌、滨江、导墅专职
消防队，丹阳开发区中队、开发
区专职队、云阳中队共16辆消防
车，共计80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
处置。由于火势太大，现场救援
力量出现不足，镇江消防指挥中
心第一时间调派全勤指挥部、谷
阳中队、谏壁中队共 5 车 23 人，
赶赴现场增援全力处置。100多
名消防队员经过近6个小时的奋
力扑救，大火及隐火才被彻底扑
灭，火场内外一片狼藉，成片厂
房仅剩框架。

根据丹阳市公安消防大队
的统计，从 2016 年至今，界牌镇
共发生火灾21起，直接财产损失
500多万元。

会战：市场监管牵头多部门
进驻综合执法

界牌民营企业的个体和松
散特征滋生了企业在生产经营
中不注重环境保护、安全生产、
消防管理、产品质量等方面的自
律，诚信经营意识缺乏，守法经
营意识不足，导致了近年来界牌
镇欠贷失信歪风盛行，金融风险
压力巨大；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环保信访居高不下；安全生产事
故频发，人员伤亡时有发生；重
大火灾事故多发，企业财产损失
巨大；制假售假现象严重，产品
质量令人堪忧；企业用工极不规
范，劳动纠纷层出不穷。为打好
风险防范、污染防治两大攻坚
战，扭转界牌镇企业生产经营不
规范、不诚信的不良风气，丹阳
市委、市政府决定组织开展“界

牌会战”综合监管。
“界牌会战，两点打援，全市

联动”。2018 年 7 月 15 日，在市
委、市政府的部署下，在界牌镇
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
合下，界牌会战拉开序幕！

领导重视，决心坚定。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行动前市
领导精心部署，明确分工；行动
中实时跟进，掌握动态，并定期
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对行动中出
现的问题和难点，及时加强指导
有效解决。充分体现了市委、市
政府为净化界牌企业诚信经营、
合法经营市场氛围，全力营造公
平有序市场环境的决心和毅力。

政府主导，主体负责。市场
监管局负责牵头，人社局、税务
局、国土局、住建局、城管局、环
保局、安监局、消防大队等部门
选派 52 名监管执法骨干人员进
驻界牌，界牌镇政府选派10名熟
悉情况的工作人员协同联络。
丹阳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
长，力度最强的市场秩序、经济
秩序、金融秩序大检查大整治在
界牌开展。

明确重点，严格要求。整治
重点为失信企业，“散乱污”企
业，有案件举报的企业。要求所
有参与整治的单位和人员统一
思想，严肃纪律，协调步骤，同向
发力，创新手段，多措并举，综合
监管，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参加会战，确保会战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

严密组织，分步实施。“界牌
会战”分为综合监管检查和综合
监督执法两个阶段进行。第一
阶段查证阶段。由各部门对各
自涉企的监管执法项目进行逐
一梳理，明确现场检查项目、检
查方法以及违法行为认定依
据。由各部门对涉及企业在本
部门掌握信息进行预先收集整
理，对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预
判。由界牌镇政府负责收集整
理涉及企业名单、法定代表人、
会计信息。分 10 个检查组采取
交叉方式，按照《现场监管检查
情况登记表》所列检查项目，对
第一批56家企业进行逐一上门、
户户清查，查细、查深、查实。各
小组每天下午5点前将当日检查
情况汇总到监管检查组，建立一
企一档，初步清理案件线索、核
实存在问题、对应违法等级，确
定重点执法对象。综合监管检
查阶段结束之后，进入第二阶段
执法阶段。

“界牌会战”联合专项整治
行动从7月15号开始，到9月6号
告一段落，持续近两个月。“界牌
会战”声势浩大，成效明显，不仅
在当地企业中产生了强烈的震
撼力，遏制了企业违法违规生产
经营行为，在周边乡镇乃至全市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战果：严格查处整治形成威
慑力取得经验

抓失信“老赖”引发强烈震
撼。打响围猎“老赖”的“第一
枪”，这是“界牌会战”的前奏
曲。针对金融案件执行难、企业
恶意逃废债成风跟风蔓延的现
实状况，以农商行案件为突破
口，全面梳理，汇同各银行向法
院、公安提供不主动申报财产、
不配合法院执行、不对接银行还

款的“老赖”名单 129 人，涉及案
件64起；对部分被执行人展开了
全天候“围猎”，5 天共抓捕被执
行人 21 名，截至目前，法院共司
法拘留被执行人 26名，其中 4人
已被移送公安机关进入刑事打
击程序。随着行动的不断推进，
银行的不良贷款得到相应化解，
风险压力减轻。

在常态化、高频化、强力推
进下，部分失信企业已切实感受
到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巨
大压力，在积极主动配合检查的
同时注重信用修复，据当地政府
和银行方面反馈，截至目前化解
金额近2亿元。

查 违 法 违 规 产 生 全 面 触
动。列入“界牌会战”违法违规
问题清单的共有八大类，几十
项：无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设
施、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健全
等；无环保审批和验收手续、无
环保设备、无固废规范堆场等；
无消防验收手续、消防设施不齐
全、火灾隐患严重等；违法用地；
违章建筑；特种设备未经登记未
经检验、食堂未办理许可证、商
标侵权、无 3C证书等；未与工人
签订劳动合同、未参加社会保险
等；欠税、漏税等。

针对上述问题，综合监管组
及时查处制止涉案失信企业在
商标使用、产品质量、特种设备
使用方面的违法行为；拆除环保
问题突出的违法工段 1 家，将 1
家需要实行“两断三清”的企业
名单及时函告当地政府；督促 4
家企业完成危旧设备与消防隐
患整改；立案查处相关企业涉嫌
违法违规行为38起，下达责令改
正文书（指令、监察意见等）65
份，采取查封、扣押强制措施 11
起，责令停业整改7家，已下达行
政处罚决定8件。

抓 处 罚 整 改 整 顿 市 场 秩
序。各部门依托自身职能，依据
分类研判结果，秉承有案必办、
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原则，实
施行政执法，做到重拳出击，打
准、打疼、打怕。

综合监管组各小组按照部
门属性和分工职责，在深入细致
的调查取证基础上执法工作大
有斩获。

市场监管执法立案12起，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 5 份，责令改正
文书（指令）8份，采取强制措施5
件，新办营业执照148份，新登补
登各类特种设备12台，清理吊销
僵尸企业 66 家，187 家企业被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73家企业被列
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劳动执法发出限期整改指
令书 8份，稽核 2家，进入处罚程
序 1 家。新增参与社保单位 7
家，新增参保人数111人，补签劳
动合同 152 份，企业及时支付工
资约106万余元并补缴社会保险
费 13 万余元。所有经过执法监
察的企业都与职工签订了劳动
合同，增强了用工意识。

国土执法检查下发 8 份《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
停止违法用地行为，立案两件。
通过对严重影响规划建设的违
法建筑坚决依法查处，形成了较
强的舆论氛围，规范了依法用
地，合规建设的秩序行为。

住建执法检查新建工地违
法建筑和出租房燃气安全使用。

安监执法检查发出现场强
制措施决定书 7 份，责令限期整
改指令书 5 份，责令暂时停产停
业 2 家，立案行政处罚 3 家，对 4
家企业存在“三合一”场所进行
联合执法，全部整改到位。促使
了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等安全规
章制度的建立，企业安全生产意
识普遍加强。

消防执法检查下发责令整
改通知书 15 份，查封 2 家，责令
停止使用一家。自会战以来界
牌镇厂房火灾报警起数下降
50%，火灾起数下降 50%，火灾隐
患数明显下降。

环保执法检查拆除环保问
题突出的违法工段1家，实行“两
断三清”1 家，界牌镇及其他乡
镇的多家企业主动联系办理环
评手续和安装环保设施，环保信
访同比下降。

城管执法检查向七家企业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进行立
案查处。

税务执法检查清缴 17 户纳
税人 34.08 万元的欠税和滞纳
金。

推 综 合 监 管 凸 显 执 法 合
力。组织多部门开展规范市场
秩序联合专项整治行动一炮打
响，一举成功。由各部门分散的

“单兵作战”变为多部门联合的
“集团作战”，实现了部门之间的
信息互通共享，促进了工作的有
效衔接，产生了强大的威慑力
量，势如破竹。综合监管，联合
执法形成了全方位的联合围堵，
违法违规者无隙可钻，无路可
逃，极大地消除了他们拖逃赖的
侥幸心理，案件的执行力度倍
增，企业守法守信意识不断增
强，有效净化了诚信经营合法经
营的土壤，为下一步综合监管执
法工作提供了经验。

防范金融风险，建设诚信丹
阳，维护市场秩序。由市委、市
政府领导，市场监管局牵头主
导，全市各参战部门相互配合、
协同作战，每一位参战人员恪尽
职守、辛勤工作，“界牌会战”初
战告捷，成效明显。

认真总结“界牌会战”工作
经验，按照“界牌会战，两点打
援，全市联动”的总体部署，在全
市范围内继续深入开展金融安
全防范战、污染防治攻坚战、市
场秩序持久战，我们相信丹阳的
天会更蓝，水会更清，丹阳的营
商环境将更美好！

周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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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
部雨量大，偏东风转西南风
3~4级，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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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丽萍 通讯
员 翟宇）“经摸排，主城区现有
餐饮企业及个体经营户 697家，
目前已有545家主动安装了油烟
净化装置，其中44家烧烤店中已
有 34 家安装油烟净化器，剩余
10 家烧烤店因无营业执照已移
交至市管局查处；开发区现有餐
饮经营企业 356 家，目前已有
187家安装油烟设备和油水分离
器，其中新安装油水分离器39家
……”油烟扰民是影响城市的

“顽疾”，今年以来，市城管局组
重拳出实招，集中力量主攻油烟
污染整治，在严控餐饮行业排放
废气污染空气的同时，还同步启
动了扬尘污染防治、建筑装潢垃
圾整治、废品回收及维修和洗车
摊点整治、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和
分类治理工作等专项行动，“五
力齐发”攻坚治污，全力推进生
态环境治理，让丹阳的天更蓝，
空气更清新。

当前，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人民群众
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盼前所未
有，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严峻形
势前所未有。思想决定行动。
今年市城管局围绕污染防治攻
坚战，不断提升政治站位，强化

具体措施，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
了《丹阳市城管局生态环境综合
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同时
成立五个专项整治工作小组，把
环境综合整治作为“第一工程”
来抓，助推各项治污工作有效落
实。同时，注重把制定规划与长
效管理结合起来，推动环境污染
防治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精细化、常态化。

治理油烟，烧烤、夜排挡首
当其冲。昨晚10点，记者走访发
现，城区热闹地段的烧烤摊点较
往常明显减少，室外未见烧烤炉
子，沿路也闻不到浓重的油烟
味，夜间城市环境整洁不少。这
是我市餐厨油烟污染整治行动
成果的一个缩影。多年来，油烟
扰民环境投诉历来都是高频率
的，甚至同一个问题被反复投
诉。如何从根源上解决？今年
初，该局制定《全市餐饮、烧烤行
业油烟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
案》，一场针对主城区和开发区
餐饮经营单位油烟处置进行规
范的“灭烟”行动正式拉开序
幕。《方案》明确对建成区所有露
天烧烤全部取缔，完成餐饮店调
查摸底，积极推进餐饮、烧烤行
业油烟治理，在督促餐饮店安装

油烟净化器的同时，还对无营业
执照的餐饮店向市管局发函，建
议取缔。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
通过入户宣传、发放限期整改通
知书等方式，对全城餐饮店及露
天烧烤摊等是否安装油烟净化
设施进行多次检查。“未经处理
直排油烟的行为，不仅污染空
气，给市民健康带来了一定程度
的影响，也触及了法律的红线。”
据介绍，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118条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
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
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
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
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治。经过集中治理，截至目
前，全市已有732家餐饮店按规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预计9月底
将全部整治到位，届时将切实
解决餐饮业油烟污染扰民问
题，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扬尘，也是大气污染的重
要来源之一。在扬尘污染整治
上，该局今年购置雾炮车 2辆，
分派至开发区和主城区，对强
化管控区实行4小时以上道路抑
尘作业，同时根据辖区情况采
取了定区域、定人员、定车
辆、定标准的洒水除尘作业。
其次，严厉查处渣土车不密闭

运营和撒漏渣土行为，重点对
市区范围4处渣土运输工地进行
源头管理，安排专人定点，防
止抛洒滴漏。为控制道路扬
尘，该局还对伊甸园路、丹金
路、城北分洪道、市民广场等7
处公共绿地内黄土裸露处补栽
地被植物 2360 平方；对北二
环、丝绸路、南二环大桥下停
车场等3处在建工程进行绿化栽
植，铺设草坪 7000平方，下一
步还将对北二环路铺设防尘网
的5000平方进行绿化栽植。

在建筑装潢垃圾整治上，
今年我市明确要求门面装潢实
施围挡作业，主城区所有的建
筑垃圾车辆进行全封闭运行。
截至目前，袋装化建筑垃圾运
输普及率达到 80%，有效遏制
了建筑垃圾的二次污染。在废
品回收及维修和洗车摊点整治
上，8月底前已对建成区和周边
废品回收及维修、洗车店完成
调查摸底。目前，共摸排废品
回收点有 40家，没有营业执照
的 31家；摸排洗车点 83家，符
合条件的7家，通过整治可以达
到要求的47家，完全不符合要求
的29家。下一步，专项整治工作
组将继续推进整治工作，要求行
业入室经营，污水排放必须进污
水池或污水管网，进一步规范洗
车行业运行环境。明年 1 月底
前，将由联合执法组完成整治或
者关闭任务。（下转2版）

城管局：“五力齐发”治理环境初显成效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爱心涌动
济贫帮困

中秋临近，为让贫困户过
好节，市如意慈善公益服务团昨
会同江苏沪耀食品公司、民盟丹
阳文化支部，到我市精准扶贫村
皇塘镇大南庄看望慰问该村的
20多户低保户和贫困户，并赠送
了沪耀月饼礼盒、食用油、大米、
牛奶、毛巾、洗衣粉等节日慰问
品。图为活动现场。

（记者 萧也平 通讯员 孙
国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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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冒充警察招摇撞骗
借来电动车转身就变卖

“你好，我是xx派出所的
民警，正在执行任务，现依法征
用你的电动车！”我市某会所的
保安，对眼前身着“警服”、一脸
严肃的“警察”深信不疑，随即
将电动车交予对方。殊不知，
这位“警察”转身便将电动车卖
掉了！16日，记者从我市检方
获悉，男子杨某多次冒充警察
行骗，竟屡试不爽，目前已被检
方以涉嫌招摇撞骗罪和盗窃罪
批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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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常温链盒饭
将停止使用

9月8日Ｇ505次列车上，
有旅客发现其购买的常温链盒
饭霉变，食用后导致上吐下
泻。国务院督查组高度重视
“北京开往武汉高铁供应盒饭
发霉”一事。据铁路总公司有
关负责人透露，由于常温链盒
饭储运时间长，易发生包装容
器破损造成霉变等影响食品安
全的问题，自今年 9月 29 日
起，全国铁路将停止使用常温
链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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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国资”“编背景”
警惕网贷平台花式包装

“国资参与”“上市公司入
股”“知名风投投资”……不少
P2P网贷平台大肆宣传其高大
上的“背景”。随着近期网贷领
域一些平台层层花式包装被揭
穿，暴露了虚假宣传误导投资
者的种种乱象。为防范化解网
贷行业风险，相关部门近期频
繁出台政策。中国人民银行金
融消费权益保护局相关人士表
示，对于打击和取缔非法金融
广告业务活动、规范金融营销
宣传，监管部门的工作力度只
会加强不会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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