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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9日下午，位于汇龙镇
东郊村的东郊安置房二期项目建设现
场，一派繁忙景象，机器轰鸣、吊臂起落
……建设者们正在紧张作业。在这施工
黄金季，该项目正上演着建设“加速度”。

东郊安置房二期项目是今年我市的
民生实事工程，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
米。据建设方项目负责人张建辉介绍：

“前期由于疫情、高温等因素，影响了项
目进度。目前，天气转凉，300多名工人
正抓紧施工，按照序时推进。”

今年以来，我市按照“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总体要求，坚持民生实事
项目早计划、早部署、早安排，将2020年
政府民生实事项目细化分解为10个大
项、30个子项。目前，各责任单位抢抓施

工黄金季，按下民生项目建设“快进键”。
9日下午，记者在团结新村13号楼

看到，林立的脚手架间，工人们正对原
本斑驳脱落的老旧楼墙面进行装饰施
工。已经粉刷好的38号楼，外墙面焕
然一新。据市城投公司业主代表陆敏敏
介绍，团结新村老小区改造共涉及50
幢楼，已完成25幢。目前，120多名施
工人员进场施工，在不影响居民正常生
活的同时，加紧施工，确保年底完成改造
任务。

2018年，我市全面启动老小区改造
工程。截至目前，彩臣南村、长江新村（大
部分）、南苑一村、东华联、文汇新村已完
成标准化改造。今年，我市继续实施这一
民生实事工程，将完成南苑二村、团结新

村、东洲新村等7个老小区改造工程。
在市区儿童乐园，由市教育体育局

实施的健身步道改造工程已进入尾声。
据该局体育科副科长彭冲介绍，该跑道
南北长约1公里，由沥青路面改造成塑
胶跑道，这两天即可交付验收。

据悉，为确保民生项目按序时进度
加快推进，各责任单位对照任务分解情
况，建立内部工作机制，制定具体工作方
案，确定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人，对分
解的季度目标任务进一步细化分解到
月、到周，力争做到以
周保月、以月保季、以
季保年。

实施民生工程离
不开资金支撑。今年，

我市计划投入民生实事工程资金25.27
亿元，确保民生实事财政配套资金落实
到位、及时支付到位。同时，加强制度
保障，确保办理实效，进一步加强对民
生实事项目的督查和协调推进，建立完
善督查考评和问题协调工作机制。截至
目前，10大项、30个子项的民生实事
项目均按照序时进度加快推进，确保年
底前圆满完成，向广大市民交上一份满
意的“民生答卷”。

（融媒体记者 范存娟 朱碧石）

本报讯 9月10日上午，全国工商联
发布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我
市南通二建列102位，成为我市唯一上榜
企业。

据悉，今年的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
槛为202.04亿元，比去年的185.86亿元

大幅提高。华为投资控股以8588.33亿元
营收排名第一，苏宁控股、正威国际分列二
三位，营收分别为6652.58亿元、6138.99
亿元。从颁布的数据看，今年民营企业500
强、服务业100强、制造业500强门槛较上
年均有所提高，我省共有90家民营企业入

围500强。无锡、苏州分别上榜23家，南通
有14家上榜，处于省内前列。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具有国
家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和机电设备
安装、建筑装饰装修、钢结构工程、地基基

础工程4个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拥有水利
水电、隧道、环保、铁路、公路、桥梁等12
个关联资质，是一家集科研、施工、投资于
一体，跨行业、跨地区、多元化经营的大型
建筑企业集团。2019年，南通二建营业收
入总额达到7215104万元。今年1~7月，
南通二建完成国内施工产值233.9亿元，
同比增长 0.5%；实现国内新签合同额
282.3亿元，同比增长1.3%。截至7月底，
集团净合同额达到709.5亿元，已确定尚
未办理手续的项目合同额达68.2亿元。

（融媒体记者 黄燕鸣）

抢抓黄金工期 细化分解任务

民生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市委第二巡察组巡察“回
头看”情况通报反馈会召开

坚持问题导向
确保整改到位
本报讯 9月14日上午，市委第二巡察组巡察

汇龙镇克明村等10个村暨对圩南村等4个村巡察
“回头看”情况通报反馈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宣传
部部长邵茂华出席会议。

今年4月至7月，市委第二巡察组对汇龙镇克
明村等10个村开展了巡察，并对圩南村等4个村开
展了巡察“回头看”。会上，市委第二巡察组通报了
巡察情况，并针对此次“回头看”工作中发现的问
题，提出了具体意见。要求被巡察村全面落实党在
农村的各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切实为广大农村群
众解难事、办实事；加强村级资产管理，确保村级资
金用在实处；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和成员管理，
为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发展打好坚实的组织基础。

邵茂华指出，要深刻认识到巡察整改是检验
政治担当的重要标尺、是推进高质量党建的重要
抓手、是推动纠偏正向的重要举措。汇龙镇党委、
涉及村党组织要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确保责
任落实到位、整改措施到位、问题解决到位，真正
把巡察整改过程，转化为锻炼党性、改进作风的大
好机遇，转化为真抓实干、推动工作的有力鞭策，
转化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基层政治生态的
实际成效。 （融媒体记者 黄玉叶 施陆炜）

9月12日，建设北路改造工程建
设现场，施工人员正进行道路路基灰
土施工、桥台两侧高填土等作业。

据了解，该工程总长700多米，
计划今年底竣工。

融媒体记者 叶娟摄

大道通衢
正待时

神通阀门“拿下”
核电工程大单
合同总金额近1.5亿元
本报讯 9月13日，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

司发布公告称，公司与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就
“R项目”设备订货事宜签署《设备供货合同》，合同
总金额14983.2938万元（含税）。

江苏神通作为国内中高端特种阀门的领军企
业，产品主要用于冶金、核电、能源石化三大领域，
其主要产品在冶金领域市场占率达70％，占据国
内核电工程已招标核级蝶阀、球阀90％以上订单。

2016年以来，公司开启乏燃料后处理产品线
布局，2019年4月投入7500万元实施“乏燃料后
处理关键设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随着海南、浙
江两个核电项目获批，后续核能建设加速可期，江
苏神通有望持续受益。

据了解，江苏神通将根据该项目工程的建设
进度安排交付设备和工程的实施，本次合同签订
的总金额约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134822.06万元的11.11%。本合同的执行将对公
司2020~2021年度的经营业绩带来积极影响。

（通讯员 黄海）

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全市镇为民服务中心标
准化建设现场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9月15日上午，全市镇为民服务中心
标准化建设现场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蔡毅出席会议。

会议旨在加快实现市镇村三级政务服务体系
全覆盖，真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会
前，与会人员参观了汇龙镇为民服务中心、合作镇
为民服务中心，以及镇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汇
龙镇为民服务中心共设置民生综合、建设综合、市
场监管等服务窗口24个，可办理业务事项97项。
汇龙镇镇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对政务服务、数
字城管、视频资源、网格治理等数据进行分析、预
警、指挥，形成一网协同联动，全域共治共享。合作
镇为民服务中心共设置窗口服务区、咨询服务区、
自助服务区等7个区域，集受理、审核、审批于一
体。同时，镇为民服务中心向村延伸，17个村便民
服务中心均设立代办帮办队伍，代办帮办各项与
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事项。

蔡毅指出，加快推进镇为民服务中心标准化
建设，是确保我市深化“放管服”改革取得良好成
效的关键。各镇、各相关部门要把为民服务中心标
准化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谋划和推进，加快
找差距、补短板，确保为民服务中心真正发挥作
用，成为展现我市基层政府服务效能的一张名片。

会上，各镇及相关部门作了交流发言。
（融媒体记者 黄玉叶 施陆炜）

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出炉

南通二建列102位

8月份以来，全市各地各部门紧扣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工作
理念，按照持久创建、精准创建、务实创建工作要求，举一反三抓
好整改落实，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但从市创文办8月
份下半月现场测评情况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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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抽查到的小区来看，南街道宝岛花
园C区乱张贴、乱堆放、乱晾晒、垃圾桶未加盖、垃圾外溢22处，车
辆普遍乱停放；彩臣二村暴露垃圾、乱堆放、乱晾晒、垃圾桶未加
盖、垃圾外溢15处，流摊5处，楼道普遍乱堆放、小广告清理不到
位；北街道紫薇一村、长龙三村普遍垃圾桶未加盖、乱晾晒、地面乱
涂写，小区内车辆乱停放，楼道普遍存在乱张贴乱涂写现象。

2.城区农贸市场方面。城区农贸市场普遍环境卫生保洁不及
时，城北农贸市场占道经营现象较为突出。

3.城区环境秩序管理方面。主干道、背街小巷普遍存在机动
车乱停放现象，各公交站台烟头较多未及时清理，主干道非机动
车逆行，交通路口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现象仍未有明显改善。

4.区镇方面。吕四港镇、惠萍镇街面车辆乱停放现象较突出，
农贸市场管理标准普遍不高，需加强管理力度。

请各地各部门坚持问题导向，夯实工作责任，加强现场管
理，确保创建工作成效落到实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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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考核结果通报如下：

2020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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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镇8月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现场考核结果 重点职能部门8月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现场考核结果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区镇名称
汇龙镇

启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近海镇）

圆陀角旅游度假区

东海镇

王鲍镇

海工船舶工业园
（寅阳镇）

合作镇
启隆生态科技产业园

（启隆镇）
海复镇

启东经济开发区
南阳镇
惠萍镇
北新镇

吕四港经济开发区
（吕四港镇）

得分
81.67

81.24

81.11

80.91

80.78

80.63

80.5

80.25

79.37
78.55
77.74
77.54
77.51

77.14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单位名称

市商务局

市文广和旅游局

市交通局

市城管局

市教育体育局

市住建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市管局

市城投公司

市公安局

北城区

南城区

得分

91.25

91

89.65

87.54

87.42

87.24

86.76

86.28

86.24

83.73

80.91

8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