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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9月29日，南通市“创新人防工程质
量监管模式试点动员会”在我市召开。会
议充分肯定并总结推广了“启东市人防
工程质量监督先行先试”的经验做法，并
就创新人防工程质量监管模式，形成全
省可复制、可推广的南通经验提出了明
确要求和指导意见。

会上，市住建局局长朱海荣介绍了
启东开展人防工程质量监督先行先试的
具体做法与经验。他介绍，自市人防办
与市住建局合署，并且单独设立人防事
业科后，我市人防监管职能得到了科学

合理的提升优化。在此同时，市住建局
理顺管理体制、机制，将人防事业建设
全面融入于城市建设，从而使人防管理
结构更完善，力量更充实，工程建设监
管体系更加改善，工作效率持续提升，
由此，确保了全市人防事业不断取得新
成就，监管水平走在南通各市区县前
列。

朱海荣在介绍中将启东人防监管经
验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人防与城市发
展步调统一。重点体现于在编制年度城
建计划时，结合项目建设，优化全市人防

工程布局，新增了妇幼保健院、人民医
院、中医院等地下急救医院等6个地下
人防工程，规划了开发区医院的地下人
防急救医院；二是联动机制日趋完善。重
点体现于积极有效地化解了人防建设过
去在建、收、管方面的瓶颈问题。实现了
对所有人防建设项目在技术交底、政策
宣传、审批流程上的“三到位”，确保建设
单位少走弯路，项目建设顺利开工 ；三
是有效堵塞监管漏洞。重点体现于以“事
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模式，实现了
监管无盲区；四是安全生产有保障。仅今

年，就组织专家论证8次，实地检查50多
次，发现并及时处置安全隐患24处；五
是全面提升监管水平。重点体现于依托
住建系统优势，发挥工程、法律等各类专
业人才作用，为人防工程全方位监管注
入新的活力。

朱海荣同时表示，通过此次会议，启
东全市住建、人防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定
会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锐意进
取、奋发有为，为实现住建人防事业更高
更好跨越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张勃勃 卞海兵）

监管高效运行 事业稳健发展

我市人防工程监管水平跃上新台阶

近期，陆续有市民提出疑问，为何市
区紫薇路改造工程持续时间如此之久？
记者就此探寻紫薇路“改造之谜”，在获
得足以释疑解惑建设细节的同时，亦得
到建设施工单位明确答复：“今年年底
前，确保紫薇路主车道全面通车。”

市民存疑紫薇路封闭施工，缘于该
路段前后经历了两个工程项目。市住建
局办公室主任张勃勃介绍：自去年5月
至今年6月，为根治紫薇河黑臭污染，
ppp项目公司在该区域实施紫薇河截污
纳管工程；从今年6月1日起，由市城投
公司实施紫薇路改造建设，因两项工程
都是对紫薇路进行封闭施工，因此给广
大市民出行造成了诸多不便。

紫薇河综合整治与紫薇路综合改造
两大工程，分别为我市城市建设两大重
点民生工程。于改善市区水体环境、消灭
黑臭河道、美化沿河生态、顺畅城市交通都
有着重要积极意义。为此，今年上半年紫薇
河综合整治工程截污纳管、清除淤泥、暗涵
复明三个项目完工后，原本脏黑不堪的紫
薇河水体便在不长时间内恢复到正常水质
指标范围，并全面消除了黑臭水体。

“紫薇路道路改造工程须配套实施
多项地下管网改造建设，故路面施工急
不得，快不了，只能按照建设规划循序
渐进，力求质量优先、加快建设。”通
过张勃勃的介绍，记者感受到了紫薇路
道路改造工程的复杂程度。原来，市区
紫薇路改造路段东起民胜路，西至港东
路，虽全长仅有2400米，但因道路建
设动一发而牵动全局，除了本就因年久
失修、道路坑洼、道路结构层被破坏，
需要全线翻挖重建。更因道路沿线原本
老旧或缺失的地下管网需要同步增设、
改造、改建、提升，故看似简单的路面
铺设，实则已成一项立体综合的城市道
路改造工程。

修一条道路，有时候比新建还要“吃

力”和繁杂。张勃勃举例，紫薇路地下，原
本铺设的供水、排水、污水管道及供
电、电信等管线设施，或管道陈旧、或
管径太小、或管线老化、或标准低下、
或设施缺失，都需要分期分批建设。故
为确保每个项目都能序时推进并保证质
量，路面施工只能作为最后一个施工环
节加以实施。张勃勃形象比喻，准备一

顿丰盛晚餐，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备菜
与烹饪上了，真正就餐，反而时间不长。

期待紫薇路早日通车，是周边住户
和经常过往此路上下班居民的一大愿
望。10月22日，好消息传来，经道路施工
者艰苦努力，目前，紫薇路南半幅工程整
体已基本完成，正在逐步开通。市住建局
党组副书记王忠就此请记者转告广大居

民群众：“按原计划，该路段今年年底前
确保主车道通车，明年2月前完成非机
动车道与人行道施工。”

东西紫薇路，当初可是城市北郊的
一条分界线，它见证了启东城市发展的
点点滴滴。期待新的紫薇路建设后，将成
启东城市景观建设又一亮点！

（姜斌 顾仁希）

配套设施加快建设 封闭施工正在冲刺

紫薇路主车道年底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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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地”交出满意答卷
10月10日，住建局组织召开住建系统信息化建设

学习培训会。会上传递信息，历经多年努力，全市因全
面推行“智慧工地监管云平台”，而成功打造符合启东
建筑业发展需求的数字化智慧监管平台，且取得了不
俗的监管成果。

3年前，市住建局针对城市建设安全隐患多、现场
管理难等问题，成功创建“智慧工地监管云平台”，利用
这一全新的管理平台，将安全管理渗透于建设现场的
每个细节工序，进而通过采集身份证信息、人脸信息、
指纹信息、银行账户、工岗技能等，既将这些重要安全
基础信息上传至国家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以
便国家统计施工人员信息；又可用作工地管理，避免劳
务纠纷，保证工地和工人的安全。实现了对建筑业人、
机、法、环等几大要素的有效监管，较好实现了全市建
筑施工的安全文明管理、事故隐患的及时排查发现、建
筑工程的质量提升，并有效保障了劳务人员的合法权
益，维护了启东建筑行业的市场秩序，为擦亮启东铁军
金字招牌作出了显著贡献。 （顾仁希）

住建民生实事引发媒体关注
10月10日，启东融媒体集团对住建局涉及的2020

年民生实事工程进展情况进行跟踪采访报道。
2020年住建局涉及到道路提升、老小区改造、小游

园建设、二次供水等基础民生项目。住建局在民生项目
的实施过程中，对方案进行科学的评审，认真听取专家
的意见，并对方案进行公示，广泛听取群众以及各方的
诉求与建议，项目实施时每周督查施工进度，对各个环
节严格把关，努力把民生实事项目做成群众满意的精
品工程。

此次采访报道，在面上全面充分宣传的同时，重点
解剖南苑新村82号楼及世纪大道华石路东北侧两个小
游园惠民项目。南苑新村82号楼小游园属于改建项目，
主要针对附近居民锻炼的需求进行了升级改造；华石
路科创家园西侧小游园属于新建项目，目前已接近尾
声。两个小游园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周边小区的绿化
景观效果，让更多居民共享“出门见游园、信步闻花香”
的美好生活。 （赵亮）

每看一眼，街口可见繁花似锦
金秋十月，我市对公园广场、街头游园、城市主干

道等地进行草花换植，用三十万盆草花装点文明启东。
盛开的鲜花、幸福的笑脸，衬托城市更加美好。

今年国庆与中秋佳节同日，换植的草花种类更加
丰富，形式更加多样。负责换季花草的市新城园林公司
选用了一串红、孔雀草、万寿菊、矮牵牛、欧石竹等品
种，更好地装点了城区街道路口，提升城市道路景观颜
值，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加分，为启东秋季增色添彩。

草花换植让城区景观愈发色彩艳丽、层次分明，通
过合理的色调搭配，提升我市城区景观效果，也为启东
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1周年增添一抹亮色。 （惠芹）

每走一步，城市可闻桂花香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东疆新城满城尽飘桂花香，

给人们送来了一场嗅觉盛宴。桂花是中国传统十大名
花之一，是集绿化、美化、香化于一体的观赏与实用兼
备的优良园林树种，桂花清可绝尘，香能远溢，堪称一
绝。因我市在多年的城市绿化中较多地引种了优质桂
花树种，目前市区进入花期的桂花树约有3000棵以
上，且主要集中于公园、街道、社区绿地，从而让更多市
民近距离享受到了丛桂怒放、浓香扑鼻的美好。

米粒般的小小花朵饱满厚实，掩映在高高低低的
桂叶中，清丽出尘，婉约淡雅。清甜的香气，从小花顶端
微微张开的空隙中钻出来，随风飘散，这是一种幸福的
香味，是属于启东秋天的独特味道。我市公园、广场和
道路绿化种植了大量的桂花，品种丰富，分布广泛。金
秋十月，恰是赏桂的好时机，市民公园、紫薇公园、人民
公园、丁仓港滨河公园等都是赏桂好去处。（韦开余）

迷途老人平安归
10月13日，建都物业御龙苑小区工作人员施小磊

从88岁的业主邵金玲老太手中接过了一面写着“热心
助人团圆，真情温暖人间”的锦旗。

原来，邵老太的弟弟邵自祥今年75岁，姐弟俩都
是上海人。半年前，邵自祥随姐姐一起来到久隆镇御龙
苑小区定居。

10月11日下午2时许，曾经有过精神病史的邵自
祥出门散步，不多一会，就不见了人影。邵老太赶紧向
物业公司求助。可直至傍晚，仍无音讯。

夜深了，本已下班的物业职工施小磊仍然放心不
下，便独自驾车一路向南搜寻。快到市区，就在一无所
获的施小磊失望地准备离开时，却突然发现了正在路
边瑟瑟发抖的邵自祥老人。施小磊随之将好消息告知
小区物业并将他带回送还邵老太。于是，两天后，也就
有了文首这一幕。 （杨淑梅）

新城公司装备高空作业车
月初，新城园林公司新购进一台高空作业车。该车

外形车长为6680mm，作业高度可达15.2米，具备快速
安装举升装置或载人平台，实现物料举升、起重吊装和
载人高空作业等功能。

新城园林公司负责管护市内市民公园、灵秀公园、
丁仓港滨河公园和蝶湖公园等7座公园，设备维修工作
强度高，任务繁重。该车装备运行后，可为该公车实施
空中设备检修和安全作业提供有力的支持与保障，并
能进一步提高设备维修工作效率，方便公园广场高处
设备检修作业及园林工程施工，助力启东城市建设。

（惠芹）

新紫薇路效果图一景新紫薇路效果图一景

注：因2019年度未有市政特级、贰级、叁级企业参与考核，故在核定新申报市政
企业信用分时，现场考核平均分统一套用本地、外地市政一级企业的平均分。

在启部分建筑企业信用分公示
9月底，市住建局发出通知，根据《关于开展建筑业企业信用考核活

动的通知》（启住建[2019]62号）、《关于公布2019年启东市建筑业企业信
用考核结果的通知》（启住建[2020]80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公布第三季
度申报考评的建筑企业信用分结果公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施工单位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市政园林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振辉机电自控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完美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南通启瀚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南通华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滕王阁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启东市中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智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振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开和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雄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仁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权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庆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市政特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市政壹级

市政壹级

市政叁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总分

77.67

65.2

64.67

61.45

61.45

61.45

61.36

61.36

61.25

60.53

57.97

57.97

57.97

57.97

57.97

57.97

57.97

57.97

备注

外地企业

外地企业

外地企业

外地企业

外地企业

外地企业

本地企业

本地企业

外地企业

外地企业

本地企业

本地企业

本地企业

本地企业

本地企业

本地企业

本地企业

本地企业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江苏广昱德建设有限公司

南通丰泰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晟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君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启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宏坤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高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华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启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林洋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启东市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南通聚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弘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市东晋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启东市水建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市政贰级

市政贰级

市政贰级

市政贰级

市政叁级

市政叁级

市政叁级

57.97

57.97

57.97

57.97

57.97

57.25

57.23

57.23

57.23

55.2

55.2

55.2

55.2

55.2

55.2

55.2

本地企业

本地企业

本地企业

本地企业

本地企业

外地企业

外地企业

外地企业

外地企业

本地企业

本地企业

本地企业

本地企业

本地企业

本地企业

本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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