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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全市城建交通工作会议
传递重要信息，2019年，全市城市建设
再上新台阶、再绘新画卷，力争全年完成
城乡建设投资79亿元，其中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30亿元。

以上投资项目中，包括开工建设城
市道路22条；安置房竣工46万平方米，
交付3000套；新增城市绿地面积70万
平方米；全面实施城市水环境整治PPP
项目工程。以及实施兴建一批城市便民
设施、畅通多条城市道路、提升城市亮化
水平、完善城乡区域供水等相关工程。以
上工程中，且已有城市便民设施提升、城
区道路畅通、城市美化亮化、安全供水和
城乡水环境综合整治等5个项目已被列
入市政府民生实事候选项目。

新一年的城市建设，将延续高点定
位、民生为本、交通先行、生态宜居、美化
形象等建设理念。具体建设项目将涵盖
三个方面。

建设三大片区，让城市更拓展。重
点推进蝶湖片区开发。全力打造以蝶湖

为中心的城市客厅，建成投运文体中
心、蝶湖酒店，加快推进金融建筑产业
园、版画院、国投·汇泰生活集市、公
安技术大楼等项目建设。同时增加商业
布点，完善商贸配套，推进银洲希尔顿
酒店、龙信洲际酒店等大型商业设施，
促进老城区人口、资源向新城区有序疏
散；加快推进生命健康科技城一期开发
建设，建成投运规划馆、研发区、商业
区。全力推进华石南路、海洪南路、启
智路等13条道路建设，完善市政基础
配套，打造生物医药、基因检测、医用
新材料产业研发和科技服务基地；加速
推进东城区建设。建成投运红星美凯
龙、社会福利中心、妇幼保健院等项
目，加速推进绿地奥莱小镇、绿地铂骊
酒店等开发建设，努力将东城区打造成
对接上海的桥头堡。

实施三大工程，让城市更美好。实
施城市畅通工程。进一步畅通路网，以
延伸城市主干道、建设交通环线、打通
瓶颈节点为目的，加快建设紫薇路西

段、建设北路、中央大道西延等9条道
路。进一步提升城市停车容量，新建两
个智能立体停车场，全面提高新建项目
停车位指标配比；实施城市碧水工程。
加快推进主城区污纳管网和黑臭河道整
治工作，打通主城区“两纵两横”排污
总管，新增污水管网30公里，实施紫
薇河、民乐河等15条城区黑臭河道综
合整治，全面消除城区黑臭水体。加大
村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力度，完成100
个村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完成3
个区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实施城市
焕新工程。在2018年老小区标准化试
点改造的基础上，推进南苑一村、民乐
新村等5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继续推
进老小区加装电梯，划设增加停车位，
加快推进易淹易涝小区改造，让老城
区、老小区旧貌换新颜。

推进三化建设，让城市更宜居。提
升城市绿化水平。大力推进“三河两
岸”城市滨水生态绿廊建设，新建头兴
港南、北两个滨河公园、灵秀公园二期

和开发区法制文化公园，新建4个小游
园，提升4个节点绿地，新增城市绿地
70万平方米；提升全城亮化美化。对
城区主干道沿街商业和道路节点标志性
建筑进行亮化，勾勒城市框架，亮化城
市边界。对城市桥梁河景、公园绿道等
慢步休闲场地进行特色亮化，融入启东
元素，体现江海特色，建设北上海不夜
城，力争春节前完成第一批25个小区
142栋高层的亮化工程；全面净化居住
环境。结合文明城市创建，深入开展物
业服务质量提升、物业费欠缴整治、物
业维修资金提速三大行动，以不断净化
小区环境，提升广大市民对居住环境的
满意度。

浓笔建设、重彩形象。在刚刚过去
的一年里，全市住建系统豪情满怀实施
一系列城市建设宏大工程，向市委、市
政府和百万民众交上了一份“做实城市
规划、夯实城建基础、致力服务民生，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厚重答卷。

（张勃勃）

建设三大片区 实施三大工程 推进三化建设

我市城建吹响提质“集结号”

启东新城区，景色秀美、规模宏大
且已局部开放的蝶湖公园是美好城市
的一张亮丽名片。

耗资数亿元、历时三年多建成的蝶
湖公园，为南通地区最大的生态公园。它
位于新城区中部，黄浦江路南侧，新安江
路北侧，东至庙港河，西至江海南路，总
占地面积 188.48 公顷，建设用地面积
135.57公顷，水域面积52.91公顷。全公
园共由5个主题公园组成。包括城市公
园、艺术公园、商务公园、休闲公园、湿地

公园5个主题公园和整个蝶湖部分。
站在蝶湖公园的中心——蝶湖大桥

上举目远眺，最引人注目的是西侧在建的
文体中心，这里将建起影剧院、文化馆、博
览馆、全民健身中心，是一座集大中型文
艺演出、会议会展、文化交流、文艺创作、
运动健身、教育培训、文化产业、休闲娱乐
于一体的现代化文化体育场所。同时也将
成为启东新城区今后的新地标。

从蝶湖大桥步行而下就踏上了公园
的步道。蝶湖公园因形似展翅的蝴蝶而

得名，公园内处处都有“蝶”的影子，不管
是供游人小憩的廊荫还是步道，甚至连
路灯都设计成蝴蝶的形象。整个蝶湖公
园占地2800多亩，光公园内园路就蜿蜒
4公里长。一路不停歇地走马观花走完整
个公园，要花上整整两个半小时。

蝶湖公园水清清、柳依依、花满园，
园内除了栽种了各类常绿及落叶乔木，
还搭配有海棠、樱花、紫薇、梅花等灌
木，真正实现了三季有花、四季有
绿。它既是启东城市形象一扇最为

明亮的美丽窗口，又是广大市民休闲游
玩的极佳场所，还是启东城市的一座巨
大蓄水池和城市生态环境的一只硕大
绿肺。它的建成，除了其日趋显现的美
化、生态、环境、泄洪等诸多功能，更为
广大民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休闲游乐
场所，是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住建系统
2018年度为全市人民办好办实的又一
桩民生大事。 （王天威 刘佳怡）

我市申报创建
省级“绿色宜居城区”

1月 16日，市住建局参加江苏省“绿色宜居城
区”创建项目沟通会。经专家组讨论，一致同意我市
申报省级“绿色宜居城区”。

沟通会上，市住建局副局长郭鉴生就我市创建省
级“绿色宜居城区”的概况及工作基础、思路及创建
措施、指标及重点项目、特色及创新工作等方面作了
详细汇报。

我市“绿色宜居城区”的申报集聚区范围为启东
新城核心区。新城位于老城南侧，总面积约14平方公
里。集聚区划定在蝶湖公园及其周边的核心区域，除
绿地水体的待建面积约 1.75 平方公里外，区位内环境
优良，规划起点较高。创建目标紧扣“绿色、宜居”
两大主题，总体目标与控规定位高度一致。通过创新
组织机制，完善组织、政策、财政、技术、宣传等保
障措施，将已构建的高水平生态规划体系落地实施，
并推进一系列高质量试点示范项目建设。

我市将继续学习省内外先进案例，借鉴其顶层设
计与长效机制、规划体系和指标体系、重点设施与项
目建设等方面的经验，以绿色生态、宜居活力为愿
景，创新示范区建设机制，争创统筹“生产、生活、
生态 ”“ 政府、社会、市民”共同参与的绿色生态城
3.0样板。

（张馨文）

多部门联动严查
无资质商品混凝土

1月中旬，市住建局联合公安交警成功堵截一辆
无资质商品混凝土运输车，将对生产企业及车主实施
严厉处罚。

去年11月29日，市住建局领导到建筑工地检查
途中，发现位于人民西路（先豪大酒店前）路面上存
有大面积混凝土滴漏，即联系相关部门进行调查。

经住建局、城管局和公安局一个多月的调查取
证， 1月2日下午4点，该运输车辆在实施作业时被
交警拦截。住建局局长朱海荣、副局长郭鉴生，质监
站和新建材中心负责人立即到场处理。

经查实，该车从海门发出，运送混凝土至启东两
个工地，该混凝土公司并无相关资质。当晚，住建局
随即赶往相关施工现场，对违规使用无资质商品混凝
土的行为予以制止，并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处
理。

去年以来，我市狠抓无资质商品混凝土企业整
治。全市原有74家“黑站”，除1家补办资质，另外
73家全部拆除了生产设备。强大的整治力度让无资质
商品混凝土企业在启东再无生存空间，纷纷向外地转
移，在临近县市重建黑站后又通过原渠道向启东供
货。对此，市住建局会同相关机构对症下药，在做好
本地“黑站”整治工作的同时，严防外地无资质混凝
土流入我市，确保全市建筑工程的质量安全。

（顾仁希）

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上门服务高龄群众

上月底，市住建局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携
带《启东市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申请审批表》等资
料，驱车来到位于合作镇的朱老伯家中，为其办理经
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申请手续。

事情要从市住建局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接到的一个
咨询电话说起。来电人称，得悉我市推出经适房上市
交易政策后，欲为家中经适房办理完全产权证。可是
产权办理需要亲自前往市行政服务中心，由于夫妇俩
年事已高，且他常年卧病在床，无法前往办理。市住
建局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主任刘芳得知该情况后，急人
所急，马上安排工作人员，备好相关资料，上门办
公。

当天，准备妥当后，市住建局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的两位工作人员协同配合，将经适房上市交易申请及
相关审批表交给朱老伯夫妇填写。在工作人员的耐心
讲解和热心辅导下，朱老伯夫妇顺利完成申请手续。

“感谢工作人员，为我们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贴心的
服务，我们感到特别温暖。感谢政府对老年人的关
心。” （刘芳）

新城园林公司
斩获“紫琅杯”优质工程奖

近日，接南通市城乡建设局《关于表彰2018年度
南通市“紫琅杯”优质工程的决定》的文件通知，新
城公司承建的启东高速公路南出入口绿化提升工程顺
利通过市“紫琅杯”优质工程奖评委会评选，在2018
年度南通市“紫琅杯”优质工程项目评比中获奖。

启东高速公路南出入口绿化提升工程位于我市沿
江公路，该工程总占地面积约16500平方米，工程内
容包括土方工程、市政工程、绿化种植等，项目2014
年2月1日进场开工，2015年1月20日通过竣工验
收。

（陈昱妍）

南阳供水站
慰问敬老院孤寡老人

元旦前夕，市自来水总公司南阳供水站的10名工
作人员来到汇龙中心敬老院开展慰问活动。

供水职工在送上慰问品的同时，分头与正在庭院
中晒太阳的老人进行热心交谈，还主动帮忙打扫卫
生。在慰问活动开展时，碰巧发现敬老院工人正在对
院内的进户水管进行挖掘维修。供水职工连忙加入其
中，帮助查找漏水点，直至完成施工。并向在场人员
示范宣传了极寒条件下对水表和水管的防冻保暖措
施。供水职工的爱心，受到了孤寡老人的好评。

（陆婧）

2019年元旦，位于市区建材街西首
的老钢材市场正式关闭，沿街居民无不
拍手称好。

成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钢材市
场在我市建设发展中曾经发挥过较大的
作用，但由于地处多个小区中间，装卸、
加工钢材产品过程中产生的噪音、粉尘，
马路边堆放的钢材，装卸货物时路两侧
停放的车辆，都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的

日常生活。
钢材市场搬迁受到市政府的重点关

注。为顺利推进该项目实施，去年以来，
市住建局攻坚克难、倒排时间，指定科室
跟踪服务，分管领导协调解决重要矛盾，
确保任务按时完成。

为保证位于市区港西北路新钢材市
场堆场板房试点到位，局领导多次深入
一线检查指导相关工作，致力化解相关

疑难问题，目前临时钢材市场堆场已投
入使用，安置门面房2019年2月即可正
式交付使用。

为了实现老钢材市场的按时搬迁，
一年来，我市多部门联合执法，由市城建
指挥部牵头，市管局、城管局和南城区街
道办前期调研，为搬迁工作打下扎实基
础；城管局、环保局对环境进行专项督
查；公安局进行交通组织，保障交通安

全；城投公司负责相关拆迁安置工作，从
而实现了新老钢材市场的顺利拆迁、新
建与交接。

新的一年，老钢材市场周边居民就
能走上宽敞的马路，过上安静无粉尘的
日子了。集中搬入港西北路新钢材市场
的经营者们，也不用在多个小区里“夹缝
求生”了。

（顾仁希）

一、小产权房、联建房在此次文件范
围内吗？

答：不在，此次文件涵盖范围仅限经
济适用住房。

二、此次文件中经济适用住房指的
是什么？我符合条件吗？

答：具体定义不做过多复述，百度可
查。简单来说，就是您房产证上是否有

“经济适用住房”几个字。有的话就是符
合申报条件的。

三、此次文件实施有时间限制吗？
答：自文件实施日起一直有效。暂未

发布文件终止时间。

四、我最关心的价格是如何计算的？
答：价格包括三个部分：
（一）房屋需补缴的价款=（交易日市

场价－原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单价）×享
受经济适用住房保障面积×50%

（二）车库需补缴的价款=（交易日市
场价－原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车库单
价）×车库面积×50%

（三）跃层需补缴的价款=（交易日市
场价-原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跃层单价）×
跃层面积×50%

△举个例子：一房屋面积66.5平方
米，车库8.7平方米，跃层59.5平方米，交

易日市场价房屋单价为8000元/平方米，
车库2000元/平方米，跃层3000元/平方
米，而该房屋当时取得房屋单价是1600
元/平方米，车库900元/平方米，跃层800
元/平方米，申请人当时享受保障面积为
65平方米（注：房屋建筑面积为66.5平方
米，这里享受保障面积为65平方米，这里
差额的1.5平方米是不另外收取土地出让
金），最终的计算方式为：（8000-1600）*
65*50% + （2000-900） *8.7*50% +
（3000-800）*59.5*50%=278235元

当然，具体的交易日市场价由市价
格认定中心认定。

五、房屋契税如何计算？
答：这个问题需要咨询税务部门。

（联系电话：0513-83316906）
六、我材料齐全了，还有什么需要注

意的吗？
答：（一）经济适用房申请人需持身

份证原件等有效证件亲自至政务中心窗
口填写表格。（二）经济适用房共同申请
人子女已满十八周岁的，也需持身份证
原件等有效证件亲自至政务中心窗口填
写表格。 （刘芳 张一鸣）

市区建材街钢材市场“搬家”了
新钢材市场位于市区港西北路，即将投入运行

你该知道的经适房上市交易“知识点”

·释疑解难·

·工作动态·

·美好城市·风景这边独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