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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茅晨华

家住职工新村17号楼的郁红霞今年
54岁，身患肝病，一年自费药需花费2万
元左右。家中有老母亲、丈夫、女儿、无父
无母的侄子和一个寄养的老人，一家人居
住在职工新村61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内，
生活捉襟见肘。2015年，郁红霞向社区居
委会和市城管局提出申请，在自家房子东
侧和院子内搭建了两间房间供家人居住。

今年5月上旬，社区居委会将一张
拆违通知单送到了郁红霞的家中。5月

16日前进行自拆，之后将进行统一集中
拆除。这张通知单让郁红霞六神无主，心
急如焚。辗转反侧一晚上后，郁红霞来到
了社区居委会，她的初衷是想让居委会
考虑她的现实困难，对她“网开一面”。

“你家的情况，我们都知道。”社区居
委会主任黄健拉着郁红霞的手轻声说
道，“但是，每家每户都会有这样那样的
实际问题，考虑了你这一家，那么对其他
人就不公平，拆违工作也就无法顺利展
开。拆违和家庭困难是两码事，我们一定
会充分考虑到你家的现实情况，在帮扶
上给予一定照顾，但拆违要按规矩办，没

有例外。”郁红霞重重地点了点头。
郁红霞从社区居委会回去后，想了

一晚上。“黄主任说得很对，每家每户都
有各自的实际问题，一家不拆，就会影响
一大片，所以我还是要克服困难，响应号
召。”郁红霞说。第二天，她就着手忙了起
来，收拾整理屋内的杂物，联系工人帮忙
拆除违章搭建，“本来黄主任说只要我收
拾东西就可以了，像我们这种年老体弱
的可以等城管来拆，但是我觉得太麻烦
他们了，他们要管千家万户，工作已经够
多了，我尽量做好自己家的事，能少麻烦
他们一点是一点。”

郁红霞的办事效率很高，1天时间就
将两间违建房屋拆除了，花去了2000多
元的人工费，这几乎是她一个月的退休
金。但是，郁红霞说：“值！响应政府号召，
是我们居民应该做的。”

违章拆除了，郁红霞整个人底气也
足了，见到涉拆户还会给他们算一笔账：

“拆违势在必行，我们不配合，来来回回
打游击战，阻碍政府工作，影响自己的身
心健康，还给他人造成困扰，不划算。”这
几天，在郁红霞的影响和带动下，华联新
村社区的其余涉拆居民也纷纷动手，自
拆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接到拆违通知单后……

本报讯 5月14日下午，南通蓝岛海
洋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泰胜蓝岛）码头，国
内结构最大的四桩升压站基础装船完成，
即将运往广东省阳江西沙扒三峡新能源
300MW海上风电项目现场（如图）。

该升压站基础导管架主体高48.7米,
长27.8米，宽32.3米，钢结构自重达1630
吨。整个升压站基础重达2830吨。该升压
站基础导管架在建造过程中，采用国内首
创上下分段、总组合拢建造方式。运用风电
钢结构制造领域新技术与先进的SPMT模
块车结合滚装上船的方式，自制特定装置
及绑扎工艺，采用整体立式发运，有效地控
制了结构精度和受力变形，充分保证了升
压站基础与升压站安装有效结合，大大提
高了风场安装效率，减少现场组装过程的
安全风险，缩短海上施工周期。

泰胜蓝岛是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的子公司，专业从事海上风电升压站、
导管架等高端海洋装备研发、设计、制造的
大型重工企业。企业生产的海上风电成套基
础装备处于国内市场领先地位，部分产品已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钱爱仁 潘杨）

市领导走访
慰问残疾群众

送去党和政府的关爱
本报讯 在第29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5

月14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伟，副市长唐海兵率
市残联、卫健委等部门负责人，走访慰问部分残疾人和
残疾人工作者，给他们送上党和政府的关爱。

5月14日上午，葛伟来到市特殊教育学校，看望慰
问在校师生。葛伟详细询问了学校的师资力量、设施设
备等情况，对老师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并送上慰问
金，希望特教老师们用心真诚执教，用更多的爱呵护特
殊儿童。随后，葛伟来到爱普车辆（中国）有限公司，看
望慰问在此工作的残疾职工，爱普公司员工中残疾人
占比10.5%。葛伟走进生产车间，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
勉励他们自强自立，为社会多作贡献。

5月14日下午，在千帆儿童康复中心，唐海兵详细
询问中心师资力量、设施设备等情况。该中心主要为脑
瘫、言语障碍、自闭症、低视力、骨折术后等患儿提供康
复服务，2018年共为63名残疾儿童进行康复训练。唐
海兵对中心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希望中心
不断完善康复服务功能，为患儿提供更好的康复治疗。
随后，唐海兵还看望了北新镇万安村的郑品高，他因中
风导致半身瘫痪，妻子脑溢血后致残。唐海兵希望他保
重身体，同时叮嘱村干部多关心郑品高一家的生活。

慰问组还慰问了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北新镇
残疾人之家、汇龙镇士清村胡文、评残鉴定工作者群
体等。 （黄晓燕 蔡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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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结构最大的四桩国内结构最大的四桩升压站基础在启装运升压站基础在启装运

全市组织系统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推进会召开

聚力深化认识
聚焦主责主业
本报讯 5月14日，全市组织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伟出席会议。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市组织系统推进

建立完善市镇两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分片包村制度，督
促镇村两级党组织充分利用党群服务中心等线上线下
载体平台，广泛开展组织发动。围绕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六大先锋”建设，着力推进规范化建设。同时，持续开展
软弱后进村（社区）党组织整顿。

葛伟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工作站位再提高。站在
“两个维护”的高度，聚力深化认识；开展经常性调研，
加强思考；对前期扫黑除恶工作进行彻底“回炉”，认真
检查工作疏漏。要聚焦主责主业，重点任务强落实。严格
工作标准，规范联审排查和组织处理程序；细化工作举
措，深入抓好软弱后进村（社区）党组织的整顿；以组织
力提升为重点，加大“六大先锋”党组织创建力度；健全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健全完善村级党组织领导下的村
（居）民自治机制。要加强组织领导，职责履行更精准。坚
持问题导向，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作为基层党
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内容；定期开展督查，推
动专项斗争各项任务往深处做、往实处落；深入组织发
动，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努力实
现扫黑除恶工作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黄欣美）

本报讯 5月5日下午，在恒大文化
旅游城建设现场，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
令人振奋：工程机械紧张作业，挖掘机的
轰鸣声震耳欲聋，重型卡车来回穿梭荡
起滚滚烟尘。这个被列入南通市2018重
特大产业项目20强的 “引擎”工程，
建设施工大幕已经拉开。“去年7月开
工建设，预计今年12月底一期工程完
工。”中核华兴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李克辉介绍。

恒大文化旅游城由启东熠泰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前期计划总投资
100亿元，总占地面积1300亩，总建筑
面积30.8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欧
式城堡酒店、婚礼庄园、会展中心、博物
馆、童话大街等旅游项目。项目建成后，

将着力打造集文化、娱乐、休闲于一体的
滨海文化旅游胜地。

在项目东南方向，9栋城堡式样的建
筑物吸引了记者的眼球。“一期工程中，
主要包括童话大街、会展中心、婚礼庄园
等，总投资30亿元。而这一群建筑物就
是重点工程——婚礼庄园。”顺着李克辉
手指的方向，只见40多名木工、钢筋工、
焊接工正在现场紧张忙碌。据悉，婚礼庄
园占地面积2885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060.96平方米，绿化率36.12％，建筑风
格包括哥特式、罗马、新古典主义、简欧
式、古典复兴等。“以后年轻人结婚可以
到这里挑选喜欢的教堂，这里的风景特
别美。”李克辉打趣道。

在婚礼庄园的西侧，椭圆形的会展

中心主体已经完工，50多名焊工在30米
高的上空对高架区域进行钢结构焊接。

“高空焊接是一场硬仗，如果防寒工作搞
不好，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还严重影响工
程的使用寿命。”李克辉介绍，“高空风
大，气温低，每次焊接前，焊工们都要先
对钢板烘烤3~5分钟，否则容易发生焊
缝接头区冷裂纹现象。”

童话大街的施工现场格外忙碌。据
悉，童话大街分为上下2层，每层被划分
为若干个商铺，面积从30平方米~80平
方米不等，总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建
筑高度为10.5米，地上2层，1层5米，2
层4.5米。“童话大街是一个重要的配套
工程，设计灵感来源于不同地区的童话
故事，通过卡通灵动的元素造型设计，既

展现了世界不同国家的不同风土人情，
又充分展示了神奇梦幻的乐园特点。在
建筑色彩上充分展示了童话乐园的意
境。”李克辉表示。

据悉，婚礼庄园、童话大街将于今年
9月底完工，会展中心将于今年12月底
竣工。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工人都在
争分夺秒抢进度。“项目进入后期建设阶
段，我们没有丝毫放松，在加班加点赶进
度的同时，加强对工程的督促检查和跟踪
指导，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黄欣美）

恒大文化旅游城加快建设进度，预计12月底一期工程完工

打造滨海文化旅游胜地

四月份以来，全市各地各部门
加大力度，持续推进创文和城乡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同时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
问题。

四月份现场测评发现以下点位
问题比较突出：1.城区农贸市场及
周边普遍存在乱堆放、出摊经营、机
动车非机动车乱停放、公厕保洁不
及时等现象。2.部分主次干道、背街
小巷存在非机动车乱停放、出店经
营、乱设广告牌等现象。3.城区部分
建筑工地渣土车冲洗形同虚设，公
益广告不符合要求。4.长途车站出
站口周边环境卫生秩序有待加强。
5.南北街道居民小区内流摊、乱堆
放、乱设广告牌未得到有效整治，多
个小区内垃圾桶周边环境卫生有待
加强。6.区镇集镇农贸市场周边车

辆乱停放、流摊、占道经营、暴露垃
圾、乱堆放、乱张贴等问题普遍，公
共厕所保洁不及时。上述问题较为
突出的为海复镇和启隆镇。7.多个
村暴露垃圾未及时清理，垃圾桶破
损，乱堆放，乱张贴现象较突出。吕
四港镇念总村较为严重。

问题根源：1.大多数部门（单
位）、区镇未有力有序有效运行各自
创文工作机制，巡查不全面、督查不
及时、考核不到位。2.工作标准不
高，大多数部门（单位）、区镇不能做
到举一反三，从根本上解决动态反
复的问题。

以上问题，请各部门（单位）、区
镇务必重视，及时整改到位。根据
《2019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暨城乡
环境综合整治考核办法》，现将
2019年四月份考核结果通报如下：

2019年四月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暨城乡环境
综合整治现场实地考核通报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区镇名称

汇龙镇

海工船舶工业园
（寅阳镇）

东海镇

圆陀角旅游度假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近海镇）

启东经济开发区

王鲍镇

合作镇

滨江医药化工园
（北新镇）
南阳镇

惠萍镇

启隆生态科技产业园
（启隆镇）

吕四港经济开发区
（吕四港镇）

海复镇

巡查得分

73.61

71.08

69.16

66.55

65.39

64.67

61.49

58.65

58.22

50.83

49.93

47.94

45.55

38.31

区镇4月份创文工作测评成绩汇总表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单位名称

市卫健委

市教体局

市公安局

南城区

市交通局

北城区

市文广旅游局

市城投公司

市城管局

市商务局

市住建局

市市管局

巡查得分

85.79

85.66

81.83

81.26

80.79

79.68

78.06

77.71

76.77

75.76

75.72

71.23

重点职能部门4月份创文工作测评成绩汇总表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暨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现场推进会召开

坚持典型引领
强化问题导向
本报讯 5月14日下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暨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现场推进会在北新镇召开，市领导汤雄、
姜平、袁圣菊、佘德华、潘双林参加会议。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平对我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进行点评和部署。他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
形成上下联动的良好氛围。要完善工作机制，确保常态
长效。要多方协调联动，强势突破难点。要坚持问题导
向，强化督查考核。

副市长袁圣菊对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作了
点评并就下阶段工作作了部署。她指出，要充分认清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形势，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要学习浙
江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示范创建全
域整治工程。要进一步凝聚合力，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取得实效。

市委副书记汤雄要求，各区镇、各部门要提高思想
认识，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坚持典型引领，围
绕弄清楚学什么、把握好做什么、搞明白怎么干三个方
面，学好用好浙江经验，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要强化问题导向，要全面治“脏”、集中治“乱”、全力治

“弱”，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向高潮；要强化组织领
导，做到宣传发动、责任落实、督查督办三方面到位，凝
聚形成环境整治工作合力。

会上，北新镇、南阳镇、圆陀角旅游度假区、市管局
等单位作了表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观摩了北新高家
集镇环境秩序、G228线路域环境、王鲍镇建群村人居
环境、北新集镇环境秩序等地。 （李朱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