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姓无小事 住建解民忧

井盖损坏及时更换
【缘由】7月29日8时44分，市住建

局城市建设科数字城管接到上级派单：
江海路与长龙路口西北角非机动车道
上，雨水井盖损坏，存在安全隐患。

【行动】接到工单后，住建局相关
部门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该处雨水井
盖破损影响市容，立即进行更换，于7
月30日上午8时32分工单处理完成，
市受理员到现场查看后确认该工单完
结。 （孙亚军 徐金花）

道路坑洼及时填平
【缘由】7月29日上午8时33分，市

住建局城市建设科数字城管接到上级
派单：江海路与南苑路交界处向东，中
国建设银行西南侧道路坑洼。

【行动】接到工单后，住建局相关
部门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及时填
平，7月30日上午8时53分工单处理
完成，市受理员到现场查看后确认该工
单完结。

（孙亚军 徐金花）

路面破损及时修复
【缘由】8 月 3 日下午 3 时，市住建

局城市建设科接到12345热线派单：辣
三疯火锅门口的大理石路面损坏，存有
安全隐患，望尽快修复。

【行动】接工单后，住建局工作人
员马上联系养护人员查看现场，及时
进行修复。8月5日上午，联系诉求者
告知该事项已处理完成，诉求者表示
满意。

（孙亚军 李娟）

街面不平及时修理
【缘由】8 月 10 日上午 10 时，市住

建局城市建设科接到12345热线派单：
城市花园4号楼前的街面损坏不平，影
响通行，望处理。

【行动】接工单后，住建局工作人
员联系了道路养护人员查看现场，及
时对破损处进行了修理。8月13日上
午，联系诉求者告之该处道路已修复
好，诉求者表示非常满意。

（孙亚军 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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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以来，天气持续高温，与我市
接壤的海门市悦来镇境内，施工人员正
挥汗如雨铺设一根管径达141厘米、总
长超68公里的巨无霸输水管道。原来，
这是我市耗资5.6亿元专门为农村安全
饮水工程打造的一根牢固“保险带”——
区域供水通久线工程。

宏大饮水工程惠及全市百万民众特
别是90万农民兄弟。此前，我市耗资15
亿元建成南北两根大管径输水管道，并
实现了全市城乡百万民众“一根水管饮
清泉”的惠民目标。区域供水通久线工程
在2018年完成后，将有效弥补现有南北
两条输水大动脉在用水高峰时出现的供
水不足问题，既满足全市日益增长的用
水需求，更能最大程度保障城乡民众安
全无忧饮水。

一道难题，曾经困扰几代乡下人
启东虽三面环水，地处长江最下游，

但因受海潮回逆江面、农业面源污染、环

境质量下降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长期以
来，一直饱受饮用水源短缺且水质问题
突出的困扰。

自启东成陆200多年来，几代人就
一直为能够喝上安全洁净饮用水而努力。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启东追求“金山
银山一担挑”，大面积种植粮食棉花，导致
滥用剧毒农药，地面水受到严重污染。在
此背景下，1970年代中后期，很多村先
是通过开挖地表浅井意在改善农民饮水
环境，效果不佳后，又通过开挖深水井
建立村级水井站，试图以“土自来水”
解决村民饮水难，结果水质苦咸不说，
还增加了农民负担。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我市先后两次通过全市统筹实施农
村改水工程，却遇上了水源地水体质量先
天不足、预期不充分无法满足居民用水等
一系列矛盾。

一根水管，了却90万农民梦想
7年前，当90万农民“眼馋”于市区

居民通过南通至启东专用管道喝上洁净
长江水时，一项集全市之力发起、总投资
15亿元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悄然启动。
该项工程始于南通洪港水厂，取长江水
源，跨越南通东郊和海门市全境，通过近
70公里输水管，将源源甘泉水引入启东。

随后几年，我市先是一举完成了寅
阳、近海、汇龙、南阳镇19.37万人的饮水
安全任务，后又顺利实施了吕四港镇、合
作镇、王鲍镇23.68万人的饮水安全项
目，进而又一气呵成完工北新、惠萍、海
复镇及开发区共计34万人的饮水安全
工程，最后又实现东海镇及周边农村10
万人口全部接通源自南通洪港水厂的长
江水。至此，我市仅用三年不到的时间，
就成功改造农村进村入户管网6800公
里，总计264个行政村全部完成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并实现全覆盖，90万农村居
民自此和城里人一样全部喝上由一根水
管流出的洁净长江水。

一套举措，保障父老乡亲无忧用水
畅饮清泉水，几多梦与盼。因为迎合

了广大民众的现实需求，从根本上解决
了百姓饮水难，并实现了安全饮水的“长
治久安”，故而这一安全饮水工程，自动
员发起就受到百万民众热烈欢迎。

一根水管接到家，一池清泉万人饮。
百姓受益后，市委、市政府再次考虑将这
一惠民工程做得更为完善。在此指导思
想下，随后几年里，我市大胆改革农村供
水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包括在

“各镇建立了供水管理服务站”、“24小时
故障报修”、“零估抄收费”等政策和服务
在内的城乡供水一体化管理经营模式，
使得这一工程更合民意、更得人心。

如此背景下，我市针对城乡经济快
速发展条件下不断攀升的用水需求，未
雨绸缪规划实施区域供水通久线工程，
意在让本就较为完善的城乡饮水保障体
系更加牢固与安全。 （姜斌 顾雪华）

百万民众一根水管饮清泉
——我市构建城乡饮水保障体系纪实 住建局开展“两学一做”征文活动

为营造“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的
浓厚氛围，推动党章党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入脑入心，不断增强系统党员干部党性修养，8月1
日至10日，住建局组织开展了以“做忠诚、干净、担当合
格党员”为主题的征文活动，系统党员干部积极参与，
成效显著。

此次征文体裁为心得体会或理论文章，系统党员
在前期自学、支部集中学习、专家辅导等学习基础上，
结合自身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实际，撰写系统党员干部
在“做忠诚、干净、担当合格党员”方面的思想认识、实
践感悟和典型事迹。

截至征文活动截稿，共收到征文36篇。住建局对收
到的征文进行评选，择优在住建局启吾微课堂微信群、
内刊《住建信息》上刊登，在系统内学习交流，引导大家
争做“四讲四有”合格共产党员，立足岗位做贡献、争创
先进当标兵，为推动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 （秦伶俐）

市区主要河道生态修复工程启动
今年，我市将对紫薇河、民乐河、庙港河、南城河等

市区河道实施生态修复工程，主要目标是在提升水质
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水生态。

水质提升采用生态治理方式为主，辅以适当的微
生物措施，即通过交界断面部分隔断、生态浮床建设、
水生植物净化系统构建、水生动物群落构建等措施降
低水体营养物质及水体氨氮、COD含量，去除和稳固内
源污染，提高水体透明度。通过整治，主要指标（氨氮、
PH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等）达到国家地表水Ⅳ类
标准，沿岸景观效果同步提升，植物搭配基本做到“四
季常绿、三季有花”。 （孙亚军 沈莉娣）

新城公司抗旱保苗力保绿化成果
今年盛夏，我市一直未有有效降雨，加之气温高，

部分公园、广场、道路的绿化植物呈现了不同程度的干
旱、缺水现象。

为确保城市绿化植物正常生长，新城园林公司将
抗旱保苗作为当前绿化工作的第一要务，采用增加设
备、增设水点、增加人员加班浇灌等措施，全力抗旱浇
水，力保绿化成果。每天安排洒水车1台、水泵约10台，
不间断进行浇灌；开辟抗旱水源，保证浇灌用水，充分
利用现有的消防栓、河流、水塘等，增加多处加水点；合
理有序安排，延长浇水时间，每天早上5点半至晚上9
点半进行浇灌，避开白天早晚交通高峰期和午间高温
时段，分时段进行浇灌作业，重点加大晚间浇水力度，
降低水分蒸发速度，提高浇水效率；有重点地开展绿化
苗木浇灌工作，尤其对新栽苗木和名贵苗木，采取集中
浇灌、合理修剪等方式，提高了苗木存活率；加强各公
园、小游园、广场的浇灌，在保证保洁、修剪等日常养护
工作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各公园、道路小游园、广场，每
日不间断地进行人工循环浇灌，保证苗木浇灌及时。

（孙亚军 陈昱妍）

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普查成果进馆
近日，规划信息中心向城建档案馆移交了启东市

城市管线探测普查项目（二标段）成果资料。此前一标
段探测普查项目成果已于2015年11月归档。至此，启
东市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普查成果已全部接收进馆。

我市开展的地下管线普查范围为城市公共空间内
（含市政道路、街巷、公共绿地、河道两侧等）城市地下管
线和穿过机关、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其他居民区等具
有区域服务功能的城市地下管线进行普查探测。普查内
容为地下管线的平面位置、埋深、高程、走向、规格等，并
测绘地下管线图，涉及管线种类包括给水、排水（雨水、污
水）、电力、通信、燃气等。通过计算机对地下管线相关信
息进行编辑和处理，系统地查明我市地下管线分布状况，
加强地下管线数据资源的共享利用，实现地下管线的标
准化、信息化管理。

（孙亚军 姜星海）

污水处理厂抢修污水泵站设备
近日，污水处理厂接到民胜路泵站设备不能正常

运行的通知后，设备科人员立即赶到泵站查找故障原
因。

污水泵站是设置污水管道系统中用以抽升城市污
水的泵站，其作用是提升污水的高程。污水管不像自来
水管有压力，污水靠自身重力自流。由于城市截污管网
收集的污水范围较广，离污水处理厂较远，不可能将管
道埋得很深，所以需要设置泵站，提升污水的高程。

民胜路泵站发生故障不能正常运行,对污水处理
厂整个运行系统将造成一定的影响。设备科人员根据
故障造成的情况，分析很有可能是潜污泵发生了故障。
由于潜污泵常年在污水下，淤泥沉积较多，加之高温酷
暑天气，污泥散发出的恶臭味令人不能正常呼吸。为了
尽快修复潜污泵，得有人去下面把潜污泵吊到地面上
来修理，污水处理厂设备科副科长茅毛顶着370C以上
的高温，穿着密不透风的连体衣，义无反顾地下到发着
恶臭的淤泥里进行工作。经过一上午紧张有序的抢修
后，民胜路泵站及时恢复了正常运行。

（丁娟）

住建局法制科进一步规范来访流程
随着群众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住建局来访人员

日趋增多，为更好地解决百姓信访问题，法制科进一步
规范了来访接待流程。

来访问题处理程序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接待，来
访人员由法制科工作人员引导至信访室，并填写《来访
事项登记表》，如来访事项不属于本局信访受理范围，
住建局不予受理或引导信访人通过其他途径处理。第
二阶段调查处理，属于住建局处理的信访事项，法制科
工作人员根据职责分工通知相关分管领导或科室（单
位）负责人接访，可当场答复的由信访接待人员当场处
理，不能当场答复的，由法制科工作人员录入阳光信访
系统，15日内出具受理告知，60日内书面答复信访人。
第三阶段案件归档，由法制科工作人员根据来访时间
对信访件进行编号归档。 （方金妹）

连日来，市房地产交易所副所长曹海
军带着人顶着高温，扛着测绘工具，穿梭
在市区翡翠苑小区的一幢幢高楼、一套套
房子之中，他们一丝不苟地测量着每套房
屋的面积，让购房者能明明白白购房。

房产测绘工作责任重大，测绘成果
的精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开发商、购房户
及相关业主的权益，来不得半点马虎，内
外业工作中必须要认真仔细，一个微小
的漏洞会导致整幢楼分户面积的错误，
影响面较广，后果不堪设想。多年来，曹
海军一直在房产测绘岗位上兢兢业业地
工作，在他的带领下，测绘科室在工作模
式上有了新的突破，工作方式有了较大

的改变，测绘也越来越精细。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房地产

市场的蓬勃发展，新建及新竣工的项目
不断增加，商品房房型设计越来越新颖、
复杂，房产测绘的工作任务越来越多、作
业要求越来越高，工作强度、工作量比以
前增加了很多。由于科室技术力量比较
薄弱，为了按时完成手头的工作，曹海军
常常在烈日下、寒风中在外面实地采集
数据，下雨天也不例外。现在的商品房需
要勘验的细部较多，加上还要做储藏室、
车库、跃层等附属用房的实测面积，外业
数据采集量较多，工作强度较大，工作中
也难免会有所遗漏或记录错误。为此，有

些项目曹海军还要反复前去复核，直至
数据全部齐全、正确。在内业计算、校核
方面，有些房地产项目房型、功能比较复
杂，科室里同事之间互校也有些难度，为
了保证测绘成果的正确无误，他常常将
项目反复做几遍并互相校核后再跟其他
技术人员校核，找出误差的原因。这些工
作在上班时间来不及，就利用8小时以
外的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几年来，曹海军
每次都能够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所里
交办的各项业务工作。

测绘科室的业务工作还有楼盘的建
立，曹海军都能认真负责、仔细核对，确
保将测绘成果完整无误地传输到不动产

登记系统中。
房产测绘是一个有廉政风险的岗

位，有人找到曹海军，希望他手下留情，
在测绘时“松一下”。面对红包、购物卡的

“攻势”，曹海军坚定地说“不”，他说他的
工作就是把房屋的完整形态展现出来，
让每一个购房者都能明明白白购房。

（孙亚军）

让购房者能明明白白购房
——记市房地产交易所副所长曹海军

为进一步规范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
行为，加强房地产市场事中、事后监管，促
进企业守法经营和诚信自律，市住建局房
地产市场监管科决定开展2016年度全市
房地产开发经营行为专项检查工作。

此次专项检查由住建局房地产市场
监管科、房地产交易所、城建监察大队等

相关科室共同行动。专项检查共分为三个
阶段：自查自纠阶段（8月15日~8月 31
日）；检查实施阶段（9月1日~9月20日）；
整改处理阶段（9月21日~9月30日）。

通过专项检查，将进一步规范房地
产开发经营秩序，遏制房地产开发经营
过程中存在的超资质开发、违规销售、捂

盘惜售、哄抬房价、擅自交付等违法违规
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努
力营造主体诚信、行为规范、监管有力、
发展稳定的房地产市场。

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住
建局将按照有关部门职责分工做好案件
移交、情况互通、协查取证工作，并对查

实的案件依法进行处理，督促企业限期
落实整改，切实保护群众的合法利益。下
阶段该局将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开发经
营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管理，修订完善房
地产市场相关政策体系，规范房地产市
场秩序，切实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

（孙亚军 刘芳）

房地产开发经营行为专项检查活动展开
促进企业守法经营和诚信自律

世纪大道头兴港大桥是336省道启东
市城区段改线工程跨越头兴港河的重要结
构物，桥梁全长308米，其中头兴港河主跨
为65米，桥梁全宽80.5米，按双向6车道上
下行分离式四幅桥设计，单幅机动车道宽
13.25米，非机动车道宽10.5米，汽车荷载
等级为公路1级，设计使用年限为100年。

黄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