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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9月24日早上7点半左右，市区华
石路，又见一身材清瘦的中年汉子下车
察看沿线绿化，时不时拍照、笔记。数小
时后，该道路绿化受损及缺失地段，一支
调迁而来的维修小分队悄然而至，几番

作业，解决存在问题，为文明城市创建消
除了又一个瑕疵。

此巡查及调度者，为市住建局公
共事业科科长杨兴全。自全市掀起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热潮以来，杨兴
全就每天奔忙于创文第一线，除
了日常工作，更是天天如侦察员
般四处侦查城市绿化、给排水领
域存在问题与不足，并及时将之
化解与弥补，从而带领着他的工
作团队，为文明城市添加又一抹亮

丽景色。
从军转干部到行业新兵，再从头学

起，成为独当一面的管理能手，杨兴全以
他十年磨一剑的执着和显著成绩，而荣
获2019年度市政府嘉奖。今年初，市住
建局成立公共事业科，杨兴全担当科长
重任，面对一大堆繁杂事务负重前行。促
成兴建金水苑、南苑新村、惠萍家园等5
个小游园，落实乡镇污水处理项目落地

生根，加快实施城市绿道、头兴港滨河步
道、公园南路花箱、南城河驳岸生态改造
及城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等一个个民
生市政工程。担当使命的杨兴全每天忙
得连轴转却依然乐在其中。

工作刚有眉目，新的考验又在眼前。
5月起，全市上下掀起新一轮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热潮。杨兴全所归口的市区绿化
和给排水领域成为了创文重点，所暴露
的种种问题也一下子成为了创文的焦
点。面对重重压力，杨兴全以一个转业军
人特有的执着应对种种矛盾，团结带领
科室人员和市园林、给排水、水务系统广
大职工，在游刃有余中将一个个难点、痛
点变成城市景观中的亮点与景点。

当创文“尖兵”，城市公共服务区域
哪里有绿化、排水方面的漏洞和缺口，就
总会在第一时间见到杨兴全的身影。天
天早出晚归巡查于城市的角角落落，一
个个存在问题暴露于他的火眼金睛，一

个个棘手问题化解于他的靠前指挥，一
个个违规违法行为止步于他的铁面无
私。6月下旬，市民广场一区域景观照明
突然失灵，他调度与指挥相关养护、建设
及原施工单位合力将故障在当夜排除，
等他回到家中，已是凌晨三点；7、8月间，
城市持续暴雨，他枕戈待旦，协助市、局
两级领导打赢了市区第八个年头“顺畅
排水未受淹”的抗洪排涝攻坚战；城市绿
化，容不得半点毁损与破坏，他今年内一
手查处移送了三处毁绿案件……

创文路上，杨兴全既为“尖兵”，又为
“工兵”，他所付出的，宛如平常一首歌，
融入于文明启东合奏曲……

（姜斌）

市住建局“六个一”算好廉政账
在9月“算好廉政账”专题教育月活动中，市住建局

党委通过开展“上好一堂专题廉政党课、观看一部警示
教育片、组织开展每日一测、党员干部作出一份承诺、
撰写心得体会”等“六个一”活动，以强化对干部职工的
党纪教育，达到提高思想觉悟、增强抵腐定力、涵养清
风正气的教育目的。

在局党委专题廉政党课上，党组书记朱海荣从“强
化廉政教育、严格依法办事、加强自律自省”三方面入
手，要求住建系统党员干部秉公用权，特别在房地产项
目综合配套验收、日常监督监管、建筑业企业信用考
核、组织或参加各类评审时，坚决不接受服务对象的礼
金礼券和各类有价证券，坚决不允许利用手中职权“吃
拿卡要”，坚决不插手招投标和参股工程项目。要始终
以“严”和“实”的作风干好大事、解好难事、办好群众满
意的事，为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全年城建任务提供坚强
保障。 （秦伶俐）

市纪委督查建筑工地创文工作
9月7日，市纪委第十二巡察组对市区建筑工地创

文情况进行实地督查。
督查组先后检查了公安技术大楼、悦湖四季、阳光

城文澜府一二标段等建筑工地的创文落实情况。督查
中发现，上述四个项目或多或少存在建筑材料堆放混
乱、个别工人未正确佩戴安全帽、公益广告比例不足、
建设及生活垃圾未及时清运等问题。

对此，督察组除了责令现场整改外，还要求各施工
单位严格按照创文测评标准，继续狠抓落实，逐项排
查，对标整改，从细处着眼，从实处着手，确保建筑工地
环境干净整洁，各项创建任务扎实有效落实，确保建筑
工地创文不失分。 （秦伶俐）

高新区一在建工程项目被查处
9月9日，市住建局安监站接到高新区反映，该区

一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意识不足，现场安全隐患多，扬尘
管控、文明施工不到位。获此情况后，安监站第一时间
前往调查。

当天，安监人员来到由南通植海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承建的上海新成食品启东有限公司新建厂区项目进
行检查，发现现场消防水池部位正在进行基础施工，基
坑挖深超过5米，属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但现场
放坡比例过大，且未采用钢板桩和混凝土挂网抹面等
方案规定的护坡形式，未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组织
施工，存在较为严重的安全隐患。据此，安监站开具限
期整改通知书，并依法移交市城管局对其进行处罚，同
时，申请对施工单位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

（张沈杰）

10套健身器材进驻头兴港滨河公园
日前，市住建局、教体局联合作出决定，近期内将

在头兴港滨河公园灯光草坪区域设置10套二代健身器
材，占地约200平方米。

此次安装的健身器材由江苏省体育局拨付专项资
金，用于满足百姓的锻炼需求。与以往传统的健身器材
有所不同，这10套设备可谓有了质的飞跃，均配备显示
屏、网络传输、计数分析等功能。每套设备上方均配置
基础顶膜，可有效防晒挡雨。同时，利用安装的光伏发
电太阳能面板，通过蓄电池将电能进行存储，并进行时
控、光控的双路输出，做到照明、喇叭、传感器等各项仪
器仪表的自动化运行，真正做到了人机互动。目前，上
述健身器材的安装审批手续正在办理之中，完成后即
可安装并投入使用。 （赵亮）

杨兴全：创文路上一“尖兵”

秋分时节，天高气爽，江海大地，处
处丰收景象。美好季节里，一个关乎百万
民众幸福感、获得感的好消息从首都北
京传来：“江苏启东，成功入围全国文明
城市参评城市名单！”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离不开启东愈
加齐全的城市基础设施、愈加秀美的城

市生态环境和愈加清美的江海河沟水面
景色。建设魅力水韵启东，为文明城市增
色、为生态环境添彩、为万千民众造福。
正如此，市委市政府才将此项工程作为
建设美丽启东的又一个重头戏。

依江靠海，没有水的滋润，就没有启
东的清美与秀丽。为此，市委十三届九次

全会确立“依水塑城市、因水兴产业、以
水优生态”发展与建设理念，将“一江碧
波潋滟、百里海岸迷人、千河清水畅游、
万亩滩涂如画”的奋斗目标全面融汇于
正在或即将展开的“江海相依、城水相
融、人水相亲”三大系统工程。

江海相依。在协同推进崇明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中，把长江南岸打造成融都市农
业、休闲康养等为一体的江心生态区。坚定
不移修复长江生态，加快滨江森林公园、沿
江生态绿带建设，从而在长江北岸绘就70
公里最美江景。与此同时，通过统筹推进沿
海生态岸线修复、岸堤道路提升、沿线景观
打造，创建临海景观、特色片区，串起108
公里最美海滨、建设178公里最美江海观
光通道，打造“北纬32度最美江海岸线”。

城水相融。注重城乡蓄水防洪、涵养

水源、净化水质，守护江海河湖安澜。加强
各类水体互联互通，统筹布局水系与城市
发展，加快海绵城市建设，让水更活更清
更美。坚持水环境改善、水生态修复、水资
源保护、水污染防治“四水共治”，加快构
建环城河绿化景观带，营造“水在城中，城
在水中，水城一体”独特风貌。

人水相亲。严格执行海洋伏季休渔
制度，落实长江十年禁捕任务，保护水生
物多样性。增强江海河湖岸线亲水互动
性，在城市，打造更多以“三河两岸”（头
兴港河、丁仓港河、中央河及其沿岸）为
代表的高品质亲水空间。在此基础上，强
化水管理、保障水安全、常态化开展巡
河、治河、护河，持续提升城乡河湖生态
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实现水清可渔、水兴
惠民。 （张勃勃 姜斌）

一江碧波潋滟 百里海岸迷人 千河清水畅游 万亩滩涂如画

聚焦“一百千万”目标建设魅力水韵启东

9月18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
长朱海荣、副局长张熹、总工程师张晓峰
走进启东融媒FM106.3《12345政风行
风热线》直播节目，向全市听众介绍市住
建系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取得的显
著成效。

朱海荣介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开展以来市住建局结合实际，大抓创
文工作推进，攻坚克难，不断突破，充分
激发“狼性”精神，推动创文工作持续迈
上新台阶。

朱海荣说，作为创文的重要职能部
门，市住建局主要承担着市政道路和背
街小巷市政设施和城区绿化、公园广场
的巡查养护，实施对住宅小区物业管理
和对建筑工地文明施工的督查等任务。

聚焦高分高质创成目标，市住建局着力
抓好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全面加强市政设施维护。发动
全系统人员包干分段进行排查，每周上
路不少于3次，完成了城区主次干道路
面1020个点位的修复，重点对市区122
条背街小巷的路面、围墙、路灯等破损及
绿化缺失情况逐一排摸修整，出新提升
城区道路两侧58栋破旧建筑立面，对
128只路灯控制箱进行统一色调美化包
装,对利群、文峰、汽车站三个窗口区域
及天鼎广场等市区核心区域内其它市政
设施进行全面品质提升。

二是大力提升绿化建管养护。按创
文要求，以绿地保洁、缺绿补植、景观提
升、公园广场设施维护等为重点，强力推

进各项绿化管养。第一时间落实植绿补
缺。加快推进金水苑西侧、启秀北路东侧
等5个小游园建设，完成启东北、东两个
高速口的绿化提升，完成市区651个行
道树树穴的改造，对主城区580处缺失
的绿化进行补植。还先后将原和鑫菜场、
温莎堡北侧、人民路与建设路路口等闲
置地块打造成街景小品，覆绿面积4.5万
平方米。加快实施以中央路—庙港河—
河南路—头兴港河为环线的滨水绿道，
总长达16.2公里。

三是不断提升物业管理水平。持续深
化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实行物业小区精细
化、长效化管理，形成“市考核街道、街道考
核社区、社区考核物业服务企业”三级考核
机制，对市区186个物业小区进行常态化

检查考核；上半年，对城区物业的考核情况
以“红黑榜”的形式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公
布，并严格落实考核奖惩激励机制，充分
发挥各属地政府物业管理行政职能。

四是狠抓建筑工地文明施工。对市区
建筑工地硬性要求落实裸土覆盖、工地周
边围挡等“六个百分百”措施，对市区54
个建筑工地、10个拆迁待建地块的围档全
部使用绿色仿草皮，场容场貌焕然一新；
对建筑工地外部环境进行整治，统一规整
电动车停放秩序，严控临时摊位设置。截
至目前，针对建筑工地文明施工，专项检
查市区320个（次）项目，开具局部整改通
知书22份，停工整改通知书2份，约谈3
家施工单位，移交城管处罚1家单位。

（张勃勃 高铭）

市住建局领导走进“政风行风热线”，介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为高分高质创成贡献住建力量

市委十三届九次全会提出，按照“一年打基础、三年见成效、五年树样板”目
标要求，高起点推进美丽启东建设，全力打造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相结合、现代
都市与田园乡村相融合、江海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契合的全域美丽城市，努力成
为美丽南通、美丽江苏的示范样本。

围绕这一战略目标，本报上期住建专版解读了此次全会关于“建设美丽
新启东”篇章中“建设绿色清新之城”的相关目标任务，本期解读该篇章关于

“魅力水韵之城”的构想与抓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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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兴全杨兴全（（右右））谋划工作场景谋划工作场景

9月18日，位于新城区蝶湖公园内的启东保利大剧院举行首次市民开放日。剧院门口，五彩喷泉随着不同音乐节
奏变换出形态各异的水花水柱，热烈欢迎前来参观的市民。

深耕十载，历经三暑建功勋。“一翼梦境日边生，海的呼唤”构成了启东保利大剧院的设计灵感，“听涛起舞”“乘风
破浪”“振翅飞翔”融汇在每一个剧场空间内。

新城区、新地标！新落成的启东保利大剧院总建筑面积达37645.6平方米。内含1200座的大剧场和408座的小剧
场，并外设滨湖露天剧场。

饱览剧院风采，市民流连往返。当天的市民开放日，剧院接待参观市民达上千人。
文：龚圣云 摄影：袁竞王海兵

保利大剧院，来啦！

9月18日，市住建局组织召
开优秀年轻干部选拔竞争演讲暨
民主测评会。会议由住建局党组
书记、局长朱海荣主持。

经过前期报名和资格审核，
18名优秀青年按照报名顺序，依
次登台进行5分钟演讲。“我已经
从事工作10余年了，我喜欢这个
工作，它充满激情和挑战，不管结
果怎么样，我都会服从组织安
排”，“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我相
信自己一定能胜任这个岗位，感
谢组织给我一个展示自我的机
会”，“我在工作之余利用休息时
间对自身专业知识进行提升，现
已拿到在职研究生学历……”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竞争演
讲会场面热烈，精彩纷呈。参与竞
争的年轻干部们有的沉稳大气，
有的娓娓道来，或是回顾个人奋
斗历程，或是展示理想认识、思考
规划，从不同的角度展现出他们
的工作激情和担当作为，赢得了
台下听众的阵阵掌声。

局长朱海荣对此次竞争演讲
会进行了点评，他表示整场大会
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青春与激情，
他赞赏各位演讲者都是有思想、
善思考的优秀青年，每一位身上
都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是住建事
业的希望和未来。

朱海荣要求年轻干部，务必
加强学习，对标先进，用双脚丈量
城建工作，用双手触摸民情，将“精细、便民”体现在每
一个城建工程上。要善于创新，找出不足，剖析问题，弥
补漏洞，不断强化自身能力；要廉洁守纪，恪守底线，以
一身正气树立年轻党员干部良好形象。 （顾仁希）

住
建
局
举
行
年
轻
干
部
选
拔
竞
赛
演
讲
会

激
扬
青
春

建
功
有
我

启东市融媒体中心地址：启东市汇龙镇港西路468号 邮政编码：226200 联系电话：办公室83128810、时政新闻部80795123、经济新闻部80795118、民生新闻部80795112、文化新闻部80795125、报纸编辑部80795132、经营管理部80795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