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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22~23日，省人大
常委会委员、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高晓平率专题调研组来
启，就我市民生实事工程实施情况进
行调研。市领导顾云峰、潘国红、唐海
兵参加活动。

高晓平一行先后来到和睦幼儿
园、汇龙镇居家养老中心、社会福利中
心、妇幼保健院、汇龙镇中心敬老院、

港东路农贸市场、惠萍镇水果小镇、惠
萍镇南清河村农村户厕改造现场、海
工小学和海工幼儿园、圆陀角旅游度
假区连兴港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渔
人码头等地实地考察调研。

在汇龙镇居家养老中心，高晓平
一行实地察看中心硬件设施建设情
况，详细了解中心运转状况。作为政府
为民实事工程，我市与第三方机构合

作，引入“安康通”，为全市8000多名
老人提供专业化的居家养老服务。高
晓平对我市构建新型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模式表示赞赏，鼓励启东要进一步
创新工作举措，在农村居家养老服务
方面积极探索，为广大老人提供优质
的居家养老服务。

在惠萍镇南清河村户厕改造现
场，高晓平详细了解该村户厕改造情

况。今年以来，南清河村率先进行改厕
试点，全面推广密封性更好的塑料化
粪池。目前，该村正在进行纳管工程建
设。高晓平指出，“厕所革命”对于改变
城乡环境和人文面貌具有十分重要意
义。希望启东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
度，推进农村户厕改造工程，推动农村
环境卫生状况得到根本改善。

（黄燕鸣）

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来启调研

我市实事工程建设成效备受赞赏

本报通讯员 杨谷生

每天清早，家住南阳镇悦兴村的
陈大伯都要沿着宅前新整治好的小河
边转上一圈，看看清澈的河水，享受清
新的空气。“这里环境好，在这边锻炼，
心情也好！”陈大伯说。

陈大伯的好心情，离不开我市对
黑臭水体大刀阔斧的整治，以及对水
生态的积极修复。今年初，我市按照南
通统一部署，以标准化治理黑臭水体
为抓手，以活水畅流工程为重点，以水
环境综合整治PPP项目为运作模式，
扎实推进“生态河道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着力打造“水清、河畅、岸绿、景
美”的现代河网。

细化排查摸清底数
为了全面摸清黑臭河道情况，今

年以来，我市创新实施“三级排摸、两
级公开”，即村级初步排查、区镇组织
复查、市河长办联合核查。在此基础

上，区镇将黑臭河道整治纳入民生工
程，在本区镇公示公开。同时，将黑臭
河道整治纳入市人大常委会整治农村
突出环境问题一号议案，向社会公开。

针对城区的19条黑臭河道，我市
共投资3.8亿元，釆取截污、清淤、活
水、保洁、生态修复等措施，分别于今
明两年组织实施。对于核定的766条
农村黑臭河道，及时形成问题清单，制
订一河一策，依照“属地整治、分类负
责”原则，逐一明确时间表、任务书和
责任人。

分门别类达标治理
为强化农村黑臭河道整治目标和

效果，结合本地水系现状，市河长办印
发了《关于农村黑臭水体整治验收标
准的通知》，以清淤、截污、管护、活水
为要求，逐步实现“两达、两无、两有、
两消除”目标。

具体为清淤上实现“两达”，市
镇村三级河道水深分别不低于 1.8

米、1.5米、1.0米，河岸顺直，水体
透明度≥30厘米，水面宽不低于4
米，小于4米的废弃沟河原则上一律
填埋；截污上实现“两无”，岸坡无
排污口或排污管道，两侧500米内无
污染企业和养殖污染源，水面无漂浮
物和恶性水草；管护上实现“两
有”，岸坡有管护公示牌，明确管护
内容和责任人，管护有记录，纳入农
村河道长效管护体系；活水上实现

“两消除”，消除坝头坝埂，消除阻水
建构筑物，达到沟河贯通，彻底消灭
农村黑臭水体。

协同作战强势推进
整治黑臭水体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全民参与、协同作战。我市创新推
进模式，坚持联合整治、挂牌督办、销
号管理，确定7月底为农村黑臭河道
歼灭战完胜收兵期。

市河长办、创文办、人居办、攻坚
办四部门联合牵头，对问题清单交办、

分办；市政府办、效能办、检察院联合
督办、查办。整治期间，我市多次召集
线管部门召开现场推进会，要求各区
镇坚持把黑臭河道整治作为一项政治
任务、一个农村生态环境修复的硬仗
来打。全市上下一级抓一级，层层压实
责任，对落后于序时进度的区镇，通过
约谈机制促动跟进。对于在通告期内
事主不履行自行拆除的违建构筑物，
四办联合启动强制执行程序，确保既
完成任务，又依法依规。

至7月底，全市766条农村黑臭
河道整治工作全线告捷，走在了南通
各县（市、区）前列。其间，共发出交办
通知10份共计35个问题，整治养殖
场及污染企业212家。目前，整治验收
已结束，并移交市河长办纳入长效管
护，列入专项考核项目。如今，许多昔
日黑臭水体，变成了近5000亩的新增
耕地。我市6个省考、1个国考断面水
质一直保持合格。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农贸市场消
防安全专项整治

一天开出113份
整改通知书

本报讯 10月23日，我市市管、公安、消防等部门对市区9个
农贸市场联合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在城西菜场，执法人员从菜场外侧店铺开始逐一检查。在一家
杂货铺内，检查人员发现业主不仅用液化气生火做饭，还存在“三合
一”方面的（住宿、经营、仓储）违规行为，遂当即开出整改通知书，要
求业主在三个工作日内将气瓶搬离，并不得住人。在对城河菜场检
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该市场部分经营蛋饺、面饼的店铺存在使
用明火的现象，对此执法人员一一开具整改通知书。“23日至25日
是摸底告知阶段，各整治小组以挨家挨户上门宣传的方式，动员督
促辖区及市场经营户开展火灾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凡是存在火灾安
全隐患的立即予以书面告知,限期整改。燃气用户限期整改时间为
三天,其他消防隐患问题限期整改时间为一个星期。”整治小组工作
人员介绍。

上午10:00，在城南菜场，执法人员已现场开出20多份整改通
知书。“我们本次安全排查主要涉及6大项整治内容，包括市场内经
营户及市场周边门店使用燃气或存在明火，市场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被封闭、堵塞、占用，消防设施配备不齐全，市场内电线私拉乱接及线
路老化，“三合一”“多合一”场所违规住人等问题。”现场工作人员说。
据悉，联合整治小组当天共开出113份整改通知书。 （茅晨华）

本报记者 吴佳玲

“今天的课到此结束，有疑问的同
学可以现在问我，或者课后去我办公
室跟我探讨，下节课我们将学习经度
和纬度……”10月22日下午，见到滨
海实验学校校长龚昱时，他正在给七
年级学生上地理课。

刚过不惑之年的龚昱，有着令人
瞩目的成长经历。2000年，他走出象
牙塔，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5年后，他被委以重任成为校长，全面
负责学校的各项事务。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龚昱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在师生
中起到榜样引领作用。

滨海实验学校地处偏僻，很多在
市区安家的教师上下班要花费大量时
间，尤其是当天有早读课的老师，很早
就要起床赶往学校。为此，龚昱组织学
校中层干部前往常州市后六中学学习

“无教师早读”管理模式，并在学校大
力推行。“这一模式不仅增强了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同时也有效地减轻了早
读值班老师的负担。”龚昱说。

抓师资队伍建设是办好学校的根
本保证。龚昱在与师生走访沟通中了
解到，学校部分教师在上课时存在一
言堂、满堂灌现象，学生在课堂上自主
探究的机会寥寥，只是死教条地识记
知识，参与度和积极性不高，导致学习
效果不佳。

为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龚昱决
定实施课堂改革。今年初，龚昱特邀南
通专家级教师来校指导工作，亲临课
堂听课，与上课老师、备课组组长进行
座谈交流，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

课改后，龚昱惊喜地发现，教师在
课堂上给予学生小组合作、探究知识
的时间与机会更多了，学生真正成为
了课堂的主人，有了更多独立思考和

质疑的机会。同时，多媒体等教学设备
在课堂的使用，也使得学生能够更加
直观地学习新知识。

随着课改的不断深入，学校教育
教学成效明显提高，捷报频传。参加
2019年中考的361名学生中，九（1）
班的朱勇丞同学以全市第10名的优
异成绩被启东中学创新班录取。有5
名学生中考成绩超过680分，28名学
生达启东中学录取分数线。215名学
生达到高中录取分数线，录取率达
60%。较上学年，学校不但保持高中录
取率稳中有进，更实现了启东中学创
新班零的突破。

本报讯 10月23日，启东市第八次
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市党教中心召开。南
通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吴亚军到会祝
贺。我市领导王晓斌、葛志娟、孙建忠、龚
心明、张建新、高广军、宋逵出席会议。

市委书记王晓斌首先代表市委、市人
大、市政府、市政协，向全市广大归侨侨
眷、海外侨胞和侨联工作者致以亲切问
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启东发展的各位
领导和嘉宾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过去的
五年，是启东攻坚克难、务实进取，经济社
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五年，也是侨联组
织履职尽责，“侨”的作用充分彰显的五
年。五年来，市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围绕
中心，在服务大局上出实招，在为侨服务
上用真心，在建言献策上显担当，在海外
联谊上有作为，在自身建设上下功夫，做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王晓斌指出，当前，我市正积极抢抓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等多重国家战略交汇叠加的机遇，全
力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金北翼”、长江
口生态“绿走廊”、跨江融合发展“新蓝
海”。希望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进一
步弘扬爱国爱家乡的优良传统，齐心协
力，共同奋斗，在服务启东发展、对外友好
交往中书写新篇章、作出新贡献。

王晓斌要求，全市侨联组织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委的决策部署，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
不断为党和人民事业凝聚侨心、汇聚侨
力。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勇担时代使命，
团结各方力量，不断凝聚侨心；始终坚持
服务大局，利用联系广泛、人才荟萃、见多
识广的优势助力发展，着力汇集侨智；始
终坚持以侨为本，强化创新、服务、改革，
全面维护侨益，努力打造侨界群众真心信
赖的侨胞之家。

王晓斌强调，侨联工作是党和国家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区镇、街道党(工)委
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侨联工作的领
导，定期听取侨联工作汇报，认真研究解
决侨联工作遇到的重大问题，支持侨联依
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开展工
作。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切实
为侨联组织发挥作用创造更好的环境和
条件。要进一步加大侨联工作宣传力度，
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尊侨、爱侨、护侨的良
好氛围。

吴亚军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启东市侨
联工作取得的成绩。他希望启东侨联按照
中央对侨联工作的要求，开拓进取，奋发
有为，努力开创侨联工作新局面。要强化
引领，提高站位，切实为新时代新征程凝
聚侨界力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为

“强富美高”新启东建设贡献力量；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切实增强归侨服务的实效
性；增强信心，深化改革，切实提升侨联组
织的能力和水平。

陈辉代表市侨联第七届委员会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凝侨心、
汇侨智、聚侨力，为启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侨界力量》的工
作报告。如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侨联主席沈更生致贺词，市总
工会主席陈张贤代表全市各群众团体致贺词。大会还表彰了侨联
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归侨侨眷先进个人。

大会于当天下午闭幕。大会通过了市侨联第七届委员会工作
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市侨联第八届委员会，陈辉当选主席，仇
英莺、陆誉升、薛威、朱海勇、陆周当选副主席。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委办主任龚心明在大会闭幕式上
要求，全市侨联组织要进一步强化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在践行初
心使命中建功新时代；要聚焦服务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城乡建
设、文化建设、生态环境、人民生活高质量，在服务发展大局中展
现新作为；要坚持党建带动、创新驱动、群众推动，在深化改革创
新中彰显新形象。 （陈丽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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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20载，甘当播火者
——记市优秀教育工作者、滨海实验学校校长龚昱

不信清流唤不回
——我市766条农村黑臭河道整治纪实

金秋时节，圆陀角旅游度假区天高
云淡，景色怡人，蜿蜒的河流波光粼粼，
满目秋色醉煞游人。 郁卫兵摄

秋染圆陀角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市涌现出一批带头示范走在前、带领群众作用
好的党员典型。今年6月，市委组织部对全市50名“双带”型党员标兵予
以命名。本报今起开设《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党员标兵风采》栏目，宣
传我市“双带”型党员标兵的事迹，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以此放大先进
典型的示范引领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