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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庚子年四月三十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生态环境
局和农业农村工作局获悉，2020年秸秆
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已全面展开。

据悉，禁烧工作重点时段为5月20
日至6月30日、10月20日至12月31日

（可根据实际收获期进行调整）。禁烧工
作重点区域为高速公路及国道、省道，
铁路两侧和风景名胜区周边5公里范围
内，以及油库、粮库、通讯和电力设施等
重点防火区域。

在做好秸秆禁烧的同时，我市还将
坚持以堵促疏、堵疏并举原则，在秸秆
禁烧禁抛的同时，促进秸秆资源有效利
用，加快构建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
推进秸秆机械化还田，进一步拓宽秸秆

多途径利用，制订扶持政策，充分调动
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鼓励群众一家
一户通过用作生活燃料、整草覆盖、堆
肥等多种途径和措施，解决秸秆的综合
利用问题。 （融媒体记者 黄燕鸣）

拔除身边的
“定时炸弹”

◇姜洪泉

5月20日，全市液化气钢瓶集中清理整治行动
会议召开，预示着我市近年来范围最广、力度最大的
燃气安全整治行动拉开了帷幕。

毋容置疑，我市对包括液化气钢瓶整治在内的燃
气安全工作一向高度重视，先后多次发出专项整治的
《通知》《通告》。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尽管三令五
申，液化气泄漏引发的爆燃事故仍然屡禁不绝。近三年
间，汇龙镇团结新村47号楼车库、吕四港镇一火锅店、
万豪花园21号楼车库违规使用液化气钢瓶引发爆燃，
导致人员伤亡。这些血淋淋的燃气安全事故发生，与
少数业主思想上麻痹、态度上敷衍、行动上不力等不
无关系。正所谓代价惨重，教训深刻，发人深省。

生活中，我们常把液化气钢瓶称作为“定时炸
弹”，其实，这一点也不为过。对此，人们防不胜防，稍
有不慎，随时可能引燃并引发事故。此次专项整治行
动，涉及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所有车库、储藏室、地
下或半地下建筑物等场所，其范围之广、用户之多史
无前例。可见，拔除这颗危害人们生命安全的“定时
炸弹”刻不容缓。尤其是在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
关键当下，意义显得格外重大。

变被动为主动。以往，对于各类专项整治行动，
马虎了事、被动应付现象比较突出，甚至还有抵触情
绪。这次，政府机关动了真格、服务部门动了真情、广
大业主也动了真心。在行动展开的首日，启东华骏钢
瓶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到万豪花园社区回收了200多
只钢瓶，退还钢瓶押金，

5月19日下午，由市文明办和圆陀
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办的“5·19文明
旅游，有你有我”主题活动在黄金海滩
举行，现场300多名志愿者参与净滩行
动、便民服务等活动。

活动中，圆陀角旅游度假区还成
立了圆陀角文明旅游青年志愿服务队
和金滩志愿服务队，并进行了授旗。
融媒体记者 陈和兴 周凡 王海兵摄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
召开工作例会

以扎实举措
抓好整改落实
本报讯 5月21日，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召开

第六次工作例会，专题研究居民小区和城郊接合部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迎查相关问题。

自居民小区物业管理创文工作推进以来，我市选择
汇龙镇、南北城区、启东经济开发区等地八个不同性质的
住宅小区进行试点，实行小区精细化、长效化管理，建立
了巡查考核、维修改造机制。5月份以来，我市共对40个
小区进行巡查，查出各类问题148个，整改落实136个。下
阶段，我市将落实长效机制，加大考核力度，实行奖罚措
施，进一步提升小区管理水平。

城郊接合部历来是创文工作的重点、难点。汇龙镇、
启东经济开发区等多次召开近郊各村创文工作专题会
议，相关职能部门实地分析研究、现场交办、督查问题整
改，拆除违章搭建，取缔流动摊点，填埋疏浚泯沟，大力开
展路域环境整治。下阶段，我市将集中攻坚克难、整治薄
弱环节，着力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水平。

会议强调，在创文冲刺的关键阶段，各区镇、街道以
及各相关部门要对标找差、紧扣细节，以高度负责的姿态
完成目标任务。要突出重点、攻克难点，以扎实有效的举
措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到位。要集中力量、全力保障，以勇
争第一的勇气全力推进创文工作。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现场察看了明珠新村、宝岛花园
C区等居民小区和港东北路、灵秀东路等城郊接合部区
域。 （融媒体记者 黄欣美 宋东炜）

多部门联合开展车库液化
气钢瓶集中清理整治行动

钢瓶称重后
逐一退款回收
本报讯 5月21日，由市住建局、城管局、公安

局、南城区街道办、液化气钢瓶租赁公司等部门工作
人员组成的联合整治小组来到市区团结新村，开展
车库液化气钢瓶集中清理整治行动。

联合整治小组逐门逐户检查每间车库内是否存在
违规使用液化气钢瓶的情况。10点20分，在70号楼8
号车库，工作人员向一位正在使用液化气钢瓶的居民
告知车库使用液化气钢瓶的危险性，并要求其配合。对
方表示支持，并配合工作人员将液化气钢瓶搬出了车
库。经过近期的宣传，在小区南门液化气钢瓶集中收集
点，已有不少居民自发将车库内的液化气钢瓶运了过
来，另有部分居民将钢瓶摆放在车库门口等待回收。

整治现场，启东市华骏钢瓶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对清理出来的液化气钢瓶逐一进行登记，对瓶
中有气的钢瓶，经过称重后，按照当时充气价格按比
例进行回收，每只钢瓶退还押金200元。针对非该公
司的蓝色钢瓶，按照钢瓶年份，进行合理回收。截至当
天下午4时许，整治小组在团结新村回收液化气钢
240余只。 （融媒体记者 陈和兴 朱俊俊）

啃下“硬骨头” 打好“翻身仗”
——高新区（近海镇）创文工作样本调查

美景悦目
文明赏心

5月份以来，全市各地各部门持续
深入推进“创文”工作，全面开展交通
路域环境整治行动，在取得阶段性成
效的同时，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
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区居民小区方面。从抽查到的
居民小区情况来看，建筑垃圾普遍未
袋装化且清理周期较长，楼道内乱堆
放、乱张贴现象依旧，机动车、非机动
车停放管理仍较混乱，如名都苑南区、
宝岛花园C区，基本无明显整改迹象。
2.城区农贸市场方面。城北、城南、人民
桥农贸市场环境卫生保洁不及时不到
位、垃圾桶脏等问题未有明显改观，占
道经营、超摊位经营仍较普遍，市场内
非机动车乱停放现象时有发生。3.市容

秩序管理方面。城区核心区域主次干
道、背街小巷巷口机动车网格线违停、
非机动车乱停放现象时有反复，背街
小巷建筑垃圾清理不及时。4.区镇方
面。路域环境整改程度参差不齐，根据
市交通局5月18、19日现场核实的情
况来看，近海、南阳、开发区整改率列
后三位。其中启隆、合作、东海、圆陀角
因无市交通局交办整改点位，故未纳
入本次排名。

请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强化组织领
导，进一步加强问题整改力度，同时做
到常态长效管护。根据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考核办法，
现将2020年 5月份上半月考核结果
通报如下：

2020年5月份上半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现场考核通报
区镇5月份上半月

路域环境整治现场考核结果
重点职能部门5月份上半月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现场考核结果

长期以来，我市少数区镇和部门创
文工作徘徊不前、难见实效，归根结底
就是缺乏说干就干、一干到底的执行
力。畏首畏尾、互相推诿，动则讲困难找
借口。高新区（近海镇）善啃“硬骨头”的
实践充分证明：没有狂风骤雨式的强力
行动，创文工作就不可能取得脱胎换骨
般的成果。

当前，我市创文工作到了“临门一
脚”的关键时刻，但千万不能滋生“一剑
封喉”的错误想法。今年以来，高新区

（近海镇）推行巡查督查、会商会办、责
任追究、长效管理等一系列制度，机关
干部下到一线，推动工作在一线落实、
问题在一线解决；实施“路段长”“网格
化”管理新模式，构建“定格定人定责”
闭环机制，实现创文工作精准、常态、长
效管理。

创文，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执
行力建设是术，体制机制建设是道。高
新区（近海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创文样本。

■记者手记

今年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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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区镇名称

汇龙镇

滨江医药化工园（北新镇）

海复镇

吕四港经济开发区（吕四港镇）

惠萍镇

王鲍镇

海工船舶工业园（寅阳镇）

启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近海镇）

南阳镇

启东经济开发区

路域环境
整改率

83.00%

81.00%

70.00%

53.00%

48.00%

45.00%

29.00%

23.00%

10.00%

7.00%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单位名称

市文广旅游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商务局

市城投公司

市教育体育局

市交通局

市住建局

市公安局

市市管局

市城管局

北城区

南城区

月度汇总
得分
88.25

87.63

85.8

84.82

83.77

80.05

79.38

79.23

78.43

78.13

74.15

72.52

融媒体记者 黄欣美

一季度列全市倒数第二，三季度跃
升至全市第一。

这是去年高新区（近海镇）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的排名位次变化。

日前，今年4月份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现场考核通报
新鲜出炉：高新区（近海镇）再度位居全
市第一。“搬上凳子去现场，放下凳子解
难题。创文，就是要聚焦遗留时间长、复
杂程度高、难度系数大的问题和短板，
以‘狼性’的精神状态和担当作为，在最
短时间内突破难点、疏通堵点、创出亮
点。”高新区（近海镇）党（工）委书记陆
旭辉一语点出“翻身密码”。

35年破菜场1周焕新

“现在像个菜场了！”前不久，近海

农贸市场获评区镇十佳“美丽文明示范
区”，高新区（近海镇）规划建设局副局
长施成相专门为市场送去流动小红旗。

近海农贸市场不大，却有着35年历
史，市场四周环绕着小区和商铺，旁边
就是镇政府。走进市场，只见每个摊位
商品摆放有序、地面清爽整洁，路边汽
车停靠有序。“过去可不这样！地面坑
洼、下水道堵塞、公厕脏乱，满墙的小广
告……”经营户马大姐回忆起市场过去
的模样，直摇头。

“近海农贸市场是海复镇、东元集
镇、向阳集镇等地的村民买菜的首选
地。市场占地面积3228平方米，容纳了
100个摊位，占道经营、‘骑门摊’比比皆
是，高峰时进市场都要侧着身子走”，创
文志愿者李辉怨声载道，“作为志愿者，
我们多次劝说无果，商贩们还时常觉得
我们烦。”“由于历史原因，近海农贸市
场属私人所有，原有市场设施陈旧破
烂，环境脏乱差，很多问题积重难返。”
施成相解释说。

今年3月，事情有了转机。高新区
（近海镇）出台《区镇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机制》，创新推行“1+ 1”捆绑
管理模式，1个部门负责1个路段，每

天不间断地对责任路段进行巡查，发
现苗头性问题现场整改，积压问题限
期解决。

为不影响市场正常经营，区镇组织
力量实施错峰施工，利用人流量较少的
中午和晚上，重新浇筑地面、疏通下水
道、粉刷公共厕所，把绿化带改造成40
个停车位，更换了15只窨井盖。

基础设施提升了，长效管理也得跟
上。4月上旬，高新区（近海镇）定向增派6
名保洁员负责市场全天候管理。同时，由

附近小区的网格员牵头，与楼长、在职党
员和社区居民共同清理市场周边违章建
筑牌匾、小广告等，仅用了7天时间，35年
的破菜场便焕然一新。

25年老违建5天拆完

五一前夕，像往常一样，近海镇党委
委员褚风光又早早地出门了，他的公文包
里有一张限拆通知书，是专门送给公益村
桥头上的违建户老孙的。



还对瓶中的余气作价回收。难能可
贵的是，不少居民立即停止使用、储存液化气钢
瓶，积极主动地将其移出车库至安全处，还主动请
求公司将自家车库中的钢瓶尽快回收。所有这些，
为这次专项整治行动的成功开展提供了保证。

变“一阵子”为“一竿子”。此次液化气钢瓶的
集中整治行动，相关部门要坚决克服过去时紧时
松的“一阵风”倾向，发扬“一竿子插到底”的钉钉
子精神，抓日常、抓长效，切实搞好常态化的宣传、
监督和管理，引导居民时刻绷紧燃气安全这根弦，
彻底远离液化汽钢瓶，做到警钟长鸣。

变“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车库，顾名思义是存
放车辆的库房。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业主却挪
作他用。最具代表性的是改建成厨房和客房，或出
租、或自用。殊不知，由于空间小，通风不畅，车库里
的钢瓶液化气成了“最大杀手”。同时，电磁炉、电炒
锅等小家电，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隐形杀手”。为
此，我们既要拔除液化气钢瓶这颗“定时炸弹”，还要
不失时机地教育引导业主安全用电，杜绝私拉乱接
现象，谨防其他安全事故的发生。

生命诚可贵，安全价更高。为了我们和我们的
家庭幸福，请远离液化气钢瓶，坚决拔除这颗身边
的“定时炸弹”。

（上接第1版）

拔除身边的
“定时炸弹”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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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慈善总会慰问奋战在
抗疫一线的城乡社区工作者

弘扬抗疫精神
关爱有功之臣
本报讯 近日，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开展对

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城乡社区工作者关爱慰问活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市广大城乡社区工作者
取消休假，坚守岗位，日夜值守，英勇抗疫，肩负防
控重任，守护城乡社区第一道防线，为遏制疫情扩
散蔓延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场联防联控的防疫整体战中，城乡社区
工作者在疫情监测、信息报送、宣传教育、环境整
治、卡口值守、困难帮扶等各项工作中，扮演了主
力军的角色。此次市慈善总会共拿出61.2万元慈
善资金，关心关爱在全市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优
秀或家庭相对困难的城乡社区工作者。通过区镇、
村居层层推荐、核实，对全市612名工作表现优秀
或家庭生活困难的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城乡社区工
作者进行了慰问，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传递
到疫情防控第一线。 （陆成璐）

本报讯 5月15日，市行政审批局发
布信息，我市专门针对全市“必须招标限
额以下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监督与管
理，创建的“启东市必须招标限额以下全
流程电子化交易平台”，在历经4个月的
运行与优化后，正不断显现“交易效率显
著提升、交易成本大幅降低、交易环境更
加公平、交易管理更趋规范、电子监察更
加有效”等多重效应。

如何科学高效地监督与规范“必须
招标限额以下政府投资项目”的招投标

行为？去年以来，市行政审批局根据市
委巡察建议，以“互联网＋交易”为突
破口，依照市政府办公室《必须招标限
额以下项目全流程电子化招投标实施意
见》，全面开展调查研究、组织系统开
发、筹建交易平台、配齐专业人员、进
行系统培训。今年1月初，在全省首创

“招标限额以下全流程电子化“交易平
台”。

平台从招标文件的编制、发布，到
投标、开标、评标和定标全过程，均可

在电脑终端实现，不见面、智能化在线
操作，极大减少人为因素, 使营商环境
更公平；同时，平台无需投标人缴纳任
何报名费、文件费、评审费等，中标后
也无需缴纳交易服务费，交易成本大幅
降低，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平台通过
交易文件结构化、智能评标快捷化、交
易监察电子化等功能，使监督与交易并
行，形成监督实时一张网。

平台一经运行，呈现出源头整改的
综合效应。1月初，吕四港镇首次使用该

平台实施开评标，有24家单位参与，全
程只用6分钟就完成了开评标。此后，
除了吕四港镇，南阳、合作、惠萍等14
个镇区的44个项目在该平台运行，有
31个项目已完成招投标。其中，南阳镇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节余资金工程参与
投标单位数达 169 家，节资率超过
20%。今年以来，按已开标的31个项目
统计，累计为投标人至少节省成本
113.24万元。
（融媒体记者 黄佳惠 通讯员 季冬云）

构建一个网络 取得多重效应
我市首创政府项目电子化交易平台初显成效

5月20日，在高速公路启东北出口处，工人们忙着移植花草树木。自今年4月初以来，
市城投公司对该处绿化工程进行升级，从全面提高基础建设标准、绿化种植标准入手，建
造高质量绿化带，工程可望在本月底完工。 融媒体记者 郁卫兵摄

开发区城管宣传控违拆违
本报讯 5月中旬以来，启东经济开

发区城管执法中队对港西路南侧开展控
违拆违宣传活动。

与此同时，对港西路南侧的户外广告
进行全面核查，查漏补缺，排除隐患，起到
了较好的教育宣传作用。 （施娟）

东海镇打击违法用地行为
本报讯 日前，东海镇完成了云祥村

两处违章建筑的拆除复耕工作，面积逾
1000平方米。

此次拆违行动，彰显了该镇依法从严从
快整治违法用地的决心，下阶段将继续加大
对违法用地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违法占
地、私搭乱建现象。 （钱爱仁 朱燕飞）

世纪家园依法拆违动真格
本报讯 近日，世纪家园社区联合控

违办对社区3处违章建筑进行拆除。
此前，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做违建户

的思想工作，目前已经拆除存量违建2宗，另
一违建户业主表示将尽快自拆。（徐晓庆）

锦绣华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日前，锦绣华庭社区组织党

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组织社区党员上廉政专题党课、

观看电教片《贪欲之害》等，教育党员牢记为
民使命，保持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以
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 （浦源芫）

日前，海门市税务局来启参观学习我
市税务局“退役军人之家”建设。近年来，市
税务局坚持关心关爱每一个转业军人，注
重培养转业军人业务能力，切实关心转业
军人成长进步，努力为他们搭建展现平台，
以实际行动温暖退役军人。

通讯员 李春辉 张国峰摄

扮靓城市扮靓城市
““北大门北大门””

啃下“硬骨头” 打好“翻身仗”
（上接第1版）“违建户老孙会有什么反
应？”一路上，褚风光内心忐忑不安。

“要拆就从我身上踏过去！”老孙一听来
意便火冒三丈，在他看来，拆了违建等于端了
他们一家人的“饭碗”。老孙一家蜗居在70平
方米的房子里，前些年，他又搭建了20平方
米的彩钢房，供儿子当修车店铺。“我们一家
在这里25年了，叫我拆，没门！”老孙斩钉截
铁地说。

“每家每户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
都像你这样不配合，拆违工作就无法顺利展
开。”看着“杀气腾腾”的老孙，褚风光“挺上
火”，最后干脆留了一张字条，挥挥手，转身离
去。老孙愣住了，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

傍晚时分，老孙拿起字条仔细端详，心
里五味杂陈。字条上写着：我们会充分考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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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条我放在口袋
里好多天，舍不得扔。”看着字条，老孙的思绪
被拉到了半年前。有一次，老孙无意中说起有

胃病。褚风光告诉他，坐225路公交车，在长
龙三村站下车，附近一爿药店有卖治疗他胃
病的药，效果很好。没过多久，顺路经过那里
的褚风光竟给老孙捎带回一盒治胃病的药。

“这个干部真好，我随口一说，他就放在了心
上。”思量再三，老孙决定配合拆违。

五一期间，褚风光带着6名执法人员利
用5天时间一起帮老孙搬了“家”。“镇干部
真心待我，我也要配合他们的工作，要不然
心里过意不去啊！”看着拆除的违建，老孙如
释重负。

16年小市场100天升级

5月初的滨海菜场，叫卖声此起彼伏，人
群熙熙攘攘。沿着菜场入口一路向南，只见地

面洁净清爽，水产区有专业清扫车清洗，垃圾
随倒随运。“升级后的滨海菜场达到相关卫生
标准，周边的河道已连续2个月达到市级水质
标准。”高新区（近海镇）党委委员虞雪华说。

滨海菜场伴随着高新区发展应运而生，
至今已有16年历史。长期以来，马路边、街
巷口，风吹雨淋挡不住小商小贩的叫卖热
情。久而久之，占道经营、垃圾乱扔、私拉乱
接电线仿佛都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从菜场
到园区管委会，300米的距离，买菜高峰期
没半个小时根本过不去。”附近的村民王菊
香抱怨说，“导航上说这是最佳路线，实际是
最差路线。”

“我们最初采取增加管理人员的方法开
展市场整治，算上志愿者，每天投入的人力
不少于15名，但照样是‘皮鞋进去，雨靴出

来’。”虞雪华说，市场整治的初期，是走了一
些弯路，后来，大家意识到治理的一个重要
因素是硬件设施的提升。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一个占地6500
平方米，设有150个摊位，活禽区单独设立的
农贸市场展现在大家眼前。菜场对面的空地，
原先停放着的“僵尸车”、随意摆设的水果摊
全都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设有
13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市场门前的马路上，
设置了人车隔离带、增设了违章抓拍设备，城
管、交警部门联动，定期开展现场执法。

“大兵团作战、全方位治理。”虞雪华说，
区镇仅用了100天时间，累计投入60万元，
以滨海菜场为牵引带动周边环境整体提升，

“菜场周边4000平方米违章建筑全部拆除，
无一返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