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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市严格管控违法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发出通告，要求市区紫薇
河两岸涉及河道整治施工红线内的所有
单位、住户，均需在4月18日前向该办
提供合法用地和建设手续。如属违法建
设，当自行拆除，否则，该办自19日
起，将对上述涉及建筑进行强制拆除。
此通告，标志着市区紫薇河综合整治工
程的全面实施。此前，市区人民路河
（头兴港-西苑路）作为市区第一个河道
水环境整治项目已全面开工并进展顺
利。

整治市区河道、消除黑臭水体，是市
委市政府2019年兴办的又一桩民生实
事工程，旨在全面提升水体质量，打造
洁净河道，营造优美河岸环境，进而扮
靓城市、造福民众。此项工程共涉及市
区城市建成区内的15条主体河道，分
别为城区7条（紫薇河、南郊家园北侧
河、民乐河、汇东小区北侧河、团结路
河、灵秀路河、牡丹江路河），汇龙镇2
条（惠阳河、公园北路西侧河），开发区6
条（紫薇西路马路河、南苑工业区河、人
民路河、银河路河、掘头港河、灵峰路

河），总投资额达到3.46亿元。工程目标
为：通过疏浚淤泥、畅通水系、完善设施、
铺排排污集污管道及放养天然水生植物
等一系列综合手段，实现市区主体河道
年内消除黑臭水体并有效提升沿河沿岸
生态环境。目前，以上工程除已开工的
人民路河和已经动工的紫薇河项目，其
它项目也已全部完成了现场勘查，正在
进行施工设计。

消除市区黑臭水体，整治紫薇河（惠
阳河-头兴港河）是此项工程的重头戏。
多年来，紫薇河虽历经多次整治，皆因历

史欠账无污水管网，而导致沿河企业、单
位、商家及广大住户的生产生活污水直
排河道，日久天长，紫薇河慢慢变成了市
区水环境质量最为低劣的“龙须河”。此
次市委、市政府将紫薇河作为市区河道
重点整治项目，就是要彻底改变紫薇河
生态环境现状，让“龙须河”变成又一条
水清岸绿景观带。正如此，紫薇河综合整
治项目投资估算达到了1.4亿元，占市区
今年河道整治工程总投入的近四成，且
又是第一批实施整治的施工工程。

（张勃勃 姜斌）

我市全面提升城区水环境质量
计划总投资3.46亿元，整治河道总长44.99公里

4月10日，本报记者用无人机拍摄
的市区新城区世纪大道壮丽绿化镜头。

四月的启东市区，满目姹紫嫣红、
处处桃红柳绿。在创建全国园林城市的
铿锵步伐中，我市绿地总量持续多年以

每年70多万平方米的速度递增，目前市
区绿化总面积达到1000多万平方米，城
市绿化覆盖超过 42%，且不断呈现“春
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绿”立体式
全新绿化景象。一个“城在绿中、居在园

中、人在树中”的绿色美丽新启东正跃
然于长江之畔、黄海之滨。

今年，我市将新建园林绿地近百万
平方米。包括新建头兴港河河滨景观
带，建设灵秀公园二期、市区4个小游园

和4个节点绿地等。进而进一步增加绿
地总量，提升绿化品质。

（文：刘嘉怡图：郁卫兵）

·工作动态·

·美好城市·风景这边独好·

4月1日，市住建局组织召开
全市建筑施工安全暨文明创建工
作会议。局全体班子成员，质安科、
安监站、燃气科、房产科、新建材中
心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2018年以来建筑
安全施工情况，对开展建设工程领
域安全生产大检查提出明确的工
作要求，要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
市政基础设施和既有居住房屋安
全监管。与会人员要深刻汲取盐城
市响水县“3·21”爆炸事故、扬州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施工亡人事
故和我市3月23日红星生活小镇
高处坠落事故教训，迅速开展建设
工程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按照省
市星级工地标准和要求加强我市
文明工地创建工作，全力确保建设
工程领域安全稳定有序生产。

此次会议下发了我市关于星
级文明工地的评分标准，要求市区
内全部建筑工地（含房地产）必须
按照标准在 10天内完成创建整
改，否则予以停工处理，房地产企
业将不得进行房屋预售。副局长郑
荣辉传达相关文件精神，并布置安
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副局长郭鉴生
传达“黑名单”、“信用评价”等相关
文件精神。8家企业代表现场递交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书。

中如建工集团、江苏八建集
团、启东市新城万博房地产公司就
前段时间的安全生产问题整改工
作进行表态发言。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文明创建
人人有责。安全质量和文明创建工
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住建局上
下力求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
个环节，希望全体企业和项目部进
一步发挥主观能动性，为推动全市建设工程领域安全
生产形势好转，确保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的安全保障。 （顾仁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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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物业管理工作会议召开
4月13日，市住建局组织召开全市物业管理工作

会议。润江物业、银润物业、百盛物业、城北物业四家企
业代表进行发言，介绍了小区物业管理创优的成功经
验，对做好下一阶段的工作作了明确表态。

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履行好相
对应的职责。尽快建立诚信档案，搭建信息发布平台，
完善物业服务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形成竞争有序、优
胜劣汰的发展环境。要苦练内功，优化服务。各物业服
务企业要切实加强内部管理，苦练内功，创新经营，提
高从业人员素质，全面提升物业服务水平。

会上，住建局局长朱海荣对2018年度全市物业管
理工作、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明确了
2019年度工作目标及工作思路。住建局副局长黄建平宣
读表彰2018年度物业管理先进单位和个人的文件。下阶
段，全体物业人及各区镇、街道相关职能部门将统一思
想，坚定信心，齐心协力，扎实工作，为广大群众创造更加
舒适、整洁、文明、安全的居住环境。（顾仁希 杨淑梅）

11家外地企业完成建设备案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建筑市场秩序，加强企业信用

考核结果在招投标中的运用，打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根据《关于对进入本市承揽业务的外地投标企业进行
备案的通知》要求，市住建局对启东市外施工企业进启
承接业务进行备案，截至目前，已有11家外地企业到住
建局进行备案，住建局将对备案企业提交的相关证明
材料及其业绩逐一进行核实，对企业在启办公场所进
行现场查看，公正、公平、严谨地核准企业信用分，所打
分数将作为投标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展外地企业进启备案，将有效维护本市建筑市
场秩序，进一步净化我市建筑市场环境。 （黄伟琳）

市住建局赴外地学习物管经验
本月初，为进一步规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

提高解决物业公共问题的能力，更好地为业主服务，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市住
建局和财政局组织相关人员前往徐州市和常州金坛市
物业管理处考察学习。

学习考察组一行听取了徐州市和常州金坛市物业
管理处关于物业管理和维修资金管理工作情况介绍，
针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使用流程、结算的审核、增
值保值的做法、统筹资金的收集和使用、维修资金系统
的操作情况；物业管理的服务等级、收费标准、特别是
老旧小区的管理模式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通过本次物业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考察学习，充
分学习了维修资金管理和使用工作的先进经验，为日
后工作打下更加扎实的基础。 （杨淑梅）

新城园林公司加紧植绿护绿补绿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季正值万象更新、万物复苏，

是绿化补植的黄金季节，为切实做好春季绿化种植、补
植工作，新城园林公司对管养范围内缺株断垄、黄土裸
露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排查，制定了补植专项计划，春季
补植工作正有条不紊展开。

本次补植共涉及23个养护地段，补植的苗木品种
包括乔木、灌木、地被共计56种，其中补植苗木总枝数
超10万棵。新城园林公司工作人员目前正加班加点，密
切配合，严格按照一“补”到位的原则，明确栽植深度、
栽植位置，确保景观效果及成活率，进一步提高我市城
区园林绿化景观效果。 （黄译萱）

本月，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
台《“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以不断加
强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监
督，强化对行为不规范企业的监管，提升
这一领域的工程质量安全水平。一旦企
业被列入“黑名单”，在后续的经营发展
中将处处受限。

《办法》确定了“黑名单”管理的定
义。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其委托的
执法监督机构（以下简称主管部门）对严
重违反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及有关质量安
全管理规定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
理、检测、监测、起重机械安装拆卸等企

业（以下简称建设各方主体)及其从业人
员，进行从严监管的办法。

《办法》规定，建设各方主体和从业
人员存在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或不良
行为记录，被下列执法文书、查处文书等
确认的，作为列入“黑名单”的依据。包
括：行政处罚决定书；主管部门组织的质
量、安全等检查通报或责令整改、处罚建
议等执法文书；已生效的人民法院判决
书或者仲裁裁决书；检察、监察、安监等
部门对违法行为查处记录；其他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文件。

《办法》还详细罗列了5大类、40个

小项被列入“黑名单”的情形。包括建设
单位及其项目负责人，勘察、设计单位及
其从业人员，监理单位和项目监理机构
主要管理人员，施工单位及项目经理部
主要管理人员、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
单位，专业技术、管理服务机构及人员，
包括质量检测单位、监测单位、安全评估
单位等及质量检测人员、监测人员、评估
人员等。

《办法》还在规定“黑名单”管理期限
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列入“黑名单”的后
果。即：建设各方主体和从业人员未从

“黑名单”内移出前，主管部门应将其所

承建工程列入当地重点监管对象，加大
监督检查的频率和力度。发现其存在违
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从严查处；建设
各方主体和从业人员列入“黑名单”期
间，原则上取消各类与建设相关评优资
格。也不得作为政策试点和项目扶持对
象；列入“黑名单”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对
其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进行重新核验；
列入“黑名单”的建设各方主体和从业人
员，除参与正在实施的工程项目外，根据
情节轻重依法限制在我市市区范围内新
建工程建设的相关活动，从严检查资质
升级。 （刘嘉怡）

南通市住建局出台《“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

建设企业一旦“涉黑”处处受限

4月17日，陆海球早早地来到城市
一品社区，他没有直奔办公室，而是在每
幢楼的犄角旮旯徘徊，在确认这些隐蔽
角落都已清洁到位后，陆海球又开始检
查小区的设施设备……一天的时间总是
在忙碌中悄悄溜走。

成立近十年，银润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服务项目拓展到城市一品、皇家花园、
香榭水岸等多个社区。其中，城市一品小

区目前业主入住已达
750户，在陆海球看
来，物业管理应该精
细化，才能提升物业
的价值。陆海球和他的
物业公司不断挖掘业主

不断增长的多样化及潜在
的需求，以“人无我有，人有

我精，人精我特”的服务准则服
务于广大业主，努力让业主享受到功

能完善、绿色舒适的居住体验。
近年来，小区因电瓶车楼道充电引起

火灾的案例屡见不鲜，社区消防安全尤显
重要。陆海球和同事们利用小区的醒目位
置，张贴宣传标语，同时在每个楼层张贴
疏散指示图，定期进行消防演练等，大大
提高了社区业主的消防意识。此举获得了
市消防大队的赞许，为城市一品小区提供
了一辆小型消防巡逻车，车身虽不大，配
备的消防设备齐全，是一座“可移动式微

型消防站”。“我们安排专人开消防巡逻车
巡逻，充分发挥它的作用”，陆海球说。

陆海球的心并没有真正放下来，他
知道，消防宣传只是一方面，如何从根本
上杜绝电瓶车楼道充电引发的火灾值得
深思。随后，小区物业投入十多万，建了6
个钢结构车棚供小区电瓶车停放充电。
同时配备了智能化充电设备，刷卡即可
充电。如超过时长则自动断电，可以有效
避免电瓶车过度充电。另外，充电费用可
精确到分，省心又省钱。这一创新举措吸
引了一批又一批前来观摩学习者。

此外，小区建立了长效管理机制，陆
海球要求物业管理者人人都要把自己当
成小区的“消防员”和“治安员”，掌握必
备的治安消防知识，熟练使用灭火器材。
在日常工作中，要提高警惕，遇到问题，
要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和人员，通力合作，
迅速予以解决；并且制定了定期检查制
度，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安全、治安及

消防隐患，采取措施予以整改，从而不断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和处置能力。

小区的物业每天总能碰到许多“鸡
毛蒜皮”事儿，陆海球从不厌烦。小区推
出了“楼宇管家”，每幢楼配一个管家，维
保维修只需一个电话就能及时得到解
决；小区里有户八十多岁的老夫妇，买菜
需要坐轮椅，提着东西又很不方便，陆海
球遇到了总会主动帮着将东西送回老人
家；邻里有了矛盾，陆海球和同事化身

“老娘舅”，现场调解直至双方握手言和。
陆海球带领的物业团队不仅收获了

业主的信赖，也获得了市住建部门的肯
定，今年，他被评为住宅小区管理先进个
人，城市一品小区获评南通市物业管理
优秀示范项目。 （黄佳惠）

物业无小事 万事皆用心
——记南通银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海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