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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综合行
政执法队伍建设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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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王中印 通讯员 王克成冤为推动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袁推进不敢腐尧不能腐尧不想腐袁
连日来袁县交通运输局聚焦违规吃喝尧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尧
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等在全系统开展专项整治遥
该局提高政治站位袁深入排查问题遥 围绕违规吃喝尧违

规收受礼品礼金尧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等三方面重点问
题及隐形变异情形袁组织开展自查自纠袁通过查阅本级和
下属单位财务账册尧严明纪律规定尧加大明查暗访力度等

途径袁深入排查是否存在上述问题遥 扒排问题线索遥 该局
进-步拓宽监督渠道袁广泛收集相关问题线索袁重点对违规
吃喝尧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尧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及隐形
变异问题袁形成专档袁及时整改遥 督促推进整改遥 该局对摸
排出的问题线索进行分析筛选袁分级开展督查督办袁实施
动态跟踪尧对账销号遥加强监督检查遥该局围绕专项整治内
容袁会同局财务尧审计等部门袁到各下属单位督查袁通过查
阅账册等方式查找问题线索袁及时核查处置遥 强化通报曝

光遥 该局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发生在党的十九大
之后尧党员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袁一律点名道姓通报
曝光遥 建立健全制度遥 该局注重问题查处与源头治理相结
合袁推动全系统各单位分析问题产生原因袁认真落实整改袁
完善制度规定遥 同时袁紧盯中央和省市县即将出台的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具体制度袁抓好贯彻落实袁确保交通运
输系统风清气正遥

县交运局狠抓作风整治“不护短”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克

成冤11 月 17 日下午袁 全县
野四好农村路冶建设推进会在
县交通运输局召开袁 会议通
报今年全县野四好农村路冶建
设情况袁部署四季度全县野四
好农村路冶建设工作遥

会议要求袁 各镇区要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野四好农村路冶建设的重要
批示精神袁 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袁强化使命担当袁坚守质量
安全底线曰 切实强化主体责
任袁从计划尧施工尧质检尧验收
等各个环节进一步强化工程
质量监管袁 确保混凝土生产
质量袁 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质量保证体系袁 全面推行质
量终身责任制曰从工作部署尧
前期工作尧过程管控尧检查验
收等方面袁 全方位加强农村
公路建设质量的监督管理曰
严格落实矛盾协调主体责
任袁 迅速组织力量袁 各司其
职袁主动协调袁统一协作袁化
解矛盾袁 加快房屋拆迁等工
作袁保证施工顺利进行曰要求
各镇区加快野四好冶农路建设
项目进度袁集中时间尧人力袁
争时间袁保进度袁强质量袁决
战一个月袁 确保各项目标任
务圆满完成袁12月下旬完工
并接受省市验收遥

县“四好农村路”
建设工作再推进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克
成冤11 月 15 日下午袁 县委
野四巡三考冶巡听组对县交通
运输局党委中心组学习情况
进行野四巡三考冶检查曰通过
领学尧交流尧总结尧点评尧开
考袁 对该局党委中心组学习
给予充分肯定遥

野四巡三考冶旨在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袁 用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头脑尧指导实践尧
推动工作袁 进一步推动党委
中心组学习制度化尧规范化袁
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
工作能力袁加强党建工作袁切
实履行野一岗双责冶职责遥

县交通运输系统坚持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指
导当前正在开展的 野不忘初
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袁切
实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袁
进一步明确初心是什么尧使
命干什么尧奋斗比什么遥做到

对党忠诚袁 在工作上勇创一
流曰 通过学习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袁 积极配合好县委巡
察组对该局的巡察袁 做好服
务工作袁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曰
充分运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来指导当前和年前的
各项工作袁 进一步抓紧抓实
野四好冶农路建设工作袁狠抓
时间节点尧倒排工期袁确保全
面完成县委县政府下达的任
务曰 用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指导 2020 年各项工作的谋
划袁为 2020年工作打下坚实
基础遥

县委野四巡三考冶巡听组
在点评时对该局党委中心组
的学习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袁
并就做好下一步学习提出指
导性建议曰会上袁该局还学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
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精神曰
两名党委中心组成员围绕学
习内容进行交流发言遥

县交运局党委“四巡三考”
工作受县巡听组点赞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克成冤当前已经进入
冬季袁县交通运输局针对雨雪冰雹等恶劣天气
逐渐增多的实际袁切实加强冬季交通运输安全
工作袁查找安全隐患尧堵塞安全漏洞袁有效预防
各类交通运输事故袁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发生袁保障全县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遥

该局做好公路保畅工作袁加强国省干线以
及桥梁的日常巡查和养护袁全面排查桥梁可能
存在的倾覆隐患袁确保公路基础设施和附属设
施处于良好状态遥 加强超限超载运输治理袁突
出重点货运源头企业袁全力制止违法超限超载
车辆上路行驶曰做好道路运输工作袁以野两客一
危冶车辆为重点袁全面排查工商营业执照与经
营许可证袁车辆行驶证与道路运输证不相符的
情形袁从源头消除非法营运遥 强化道路客运班
线源头管理袁 严格审核旅游包车客运业务申
请袁从严从重查处非法营运尧野三超一疲劳冶尧违
法异地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袁严格依法取缔无
资质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非法企业曰做好水上
运输工作袁落实枯水期通航保障措施袁督促相
关镇区落实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责任袁加强对重
点航道和水域的监督巡查袁严把船舶适航和船
员适任关袁 严防船舶超员超载和违章冒险航
行曰做好港口作业工作袁督促港口企业严格落
实各项安全生产制度袁 强化落实防寒潮低温尧
防雨雪冰冻灾害等各项安全防范措施遥加强现
场作业巡查袁 严格落实船岸安全检查制度袁全
面加强船港界面装卸作业安全管理袁严禁违法
违章作业曰做好工程建设工作袁督促施工单位
严格落实冬季安全防护措施袁强化冬季施工作
业的防寒尧防突风尧防火尧防中毒尧防触电等措
施袁确保冬季生产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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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淤为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同志在施工
现场指导桥梁建设工作遥

图于为海通镇农村公路建设现场遥
图盂为射阳港经济开发区文化桥 渊涵冤

建设现场遥

年初以来袁我县大力推进野四好农
村路冶 创建工作袁 进一步明确时间节
点袁确保不折不扣完成创建任务遥

王克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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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魏列伟冤射
阳沿海湿地是中国丹顶鹤的主要
越冬地之一袁除了丹顶鹤袁还有东
方白鹳尧 黑脸琵鹭等珍贵鸟类同
时在此越冬遥 近日袁 随着气温降
低袁以丹顶鹤尧灰鹤为主的候鸟已
经陆续来到射阳沿海湿地遥 截至
目前袁已有 40只左右丹顶鹤如约
飞临越冬遥

每年随着秋冬季节轮换袁气
温持续降低袁 全球超过一半以上
的丹顶鹤将来此地栖息近半年时
间袁 直到来年春暖花开时节返回
黑龙江省扎龙自然保护区等地遥
预计在 11月底左右袁从北方飞来
越冬的丹顶鹤将全部到达射阳沿
海湿地保护区遥

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
射阳沿海湿地是重要的候鸟迁徙
通道和候鸟南迁的 野繁殖地冶与
野补给站冶遥对候鸟们来说袁除了舒
适的温度尧 充足的食物以及原生
态的环境袁 一条平安迁徙通道和
栖息地更为重要遥

从 9月份以来袁 各种越冬鸟
类已经陆续来到射阳沿海湿地袁
主要有野鸭尧鸬鹚尧大雁尧灰鹤尧白

琵鹭尧白鹭尧东方白鹳曰后期还有中华秋沙鸭等鸟
类也将陆续来到遥 在整个越冬期内袁射阳沿海湿
地鸟类将达到 300万只左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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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魏列伟冤近日袁我
县根据市政府办叶关于切实做好市人大
常委会交办水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工作
的通知曳要求袁认真对照市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交办的水环境突出问题清单袁
迅速制定整改方案袁 逐一明确整改目
标尧整改时限尧责任单位和主要推进措
施袁全面完成市人大交办的 5个水环境
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袁并顺利通过市人大
督察组现场督察遥

年初以来袁我县切实加强河湖管理
和保护袁保障全县水环境尧水资源尧水生
态安全袁县政府专门制定出台河湖野三
乱冶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袁对 23条骨干河
道尧 射阳河明湖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尧重
要县域河道尧镇与镇交界河道以及县城

建成区河道河湖管理范围内存在的野乱
占尧乱建尧乱排冶等问题进行专项整治遥
全县各地根据统一部署袁进一步细化任
务尧分工尧责任和时间节点袁落实查处责
任袁 全面落实河湖巡查和管理保护措
施袁 严防发生新的破坏水环境违法行
为遥

我县积极推进落实最严格水环境
管理制度袁组织河道疏浚尧涉水项目水
行政审批以及水行政执法监管袁推进水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袁指导督促并依
法查处向河湖违法排污等环境违法行
为遥 加强对设置网箱养殖及渔罾尧渔簖
的执法管理袁开展河湖沿线违规畜禽养
殖整治和种植业面源污染治理及内河
通航水域内河道管理范围内浮吊船尧码

头整治和管理袁依法查处破坏或侵占河
湖水域尧岸线尧堤防资源和向河道内倾
倒或排放有害有毒垃圾尧物质等非法行
为遥 与此同时袁加强水功能区和入河湖
排污口监督管理袁严格控制入河湖排污
总量袁逐步实现清水入河遥 建立水资源
水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袁对超载
河湖和区域限制审批新增取水和入河
湖排污口遥 建立占用水域岸线补偿制
度袁严格按照等效替代原则实行占用补
偿遥 严格执行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尧
涉河建设项目审查尧洪水影响评价等制
度袁 规范涉河建设项目和活动审批袁将
河湖水环境整治行动列为河长制考核
的重要内容遥

县水环境专项整治通过“市考”
本报讯渊通讯员 魏列伟冤年初以来袁射阳生态环境

局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尧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袁着力优化营商
环境袁积极履职袁高效服务全县重大项目袁当好野企业情况
调研员尧发展难题破解员尧企业发展导航员冶袁助推地方经
济高质量发展遥

建立机制袁全员服务遥该局建立重大项目环保要素保
障机制袁专门成立服务重大项目领导小组袁建立一把手总
负责尧分管领导牵头负责尧职能处室具体负责尧相关处室
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遥

提升效能袁高效服务遥 该局编制野三线一单冶袁实行咨
询服务前移袁 压缩审批时限袁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渊表冤 申报纳入全国建设项目环评统一申报与审批系统袁
实现环评审批与验收公开一网通办曰 对重大项目环评审
批实行即到即受理尧边公示边审查遥

定期调度袁跟踪服务遥 该局对照 2019年度野两重一
实冶项目库袁落实专人对接和负责跟踪袁定期调度重大项
目环评审批服务情况袁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协调解决曰环评
审批过程项目化袁各重大项目列出时间节点袁倒排进度袁
行政许可处针对环评编制质量尧 速度等主动与环评机构
对接袁提高项目环评报批效率遥

提早介入袁对接服务遥 对于省尧市生态环境部门的环
评审批项目袁该局主动作为袁及时向上对接袁提早做好相
关项目的预审服务工作袁争取理解和支持遥制定涉生态环
境服务事项清单袁排定工作任务和推进措施袁明确责任分
工和序时要求袁力争各项重点任务按期有序推进遥今年该
局多次安排人员全程陪射阳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及重点
项目建设方袁到市内外相关部门走访调研袁积极推动环保
审批方案的编制和上报袁 为后续项目顺利审批提供有力
保障遥

射阳生态环境局

当好企业发展“导航员”

本报讯渊通讯员 单菊冤近日袁县召开环境保
护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第四次联席会议袁对全县
执法与司法联动工作存在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回
头看袁并具体会办近期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与
线索遥

近年来袁县有关部门按照叶射阳县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相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应用管理规定曳
的程序和要求袁着力推进信息平台建设袁人员和
设备配套工作不断完善遥 行政执法动态情况尧一
般程序行政处罚决定书信息及涉嫌犯罪案件移
送等信息及时录入袁实现平台信息共享遥

与此同时袁贯彻落实环境保护部尧公安部叶关
于加强环境保护与公安部门执法衔接配合工作
的意见曳中明确的 3 项机制和 4 项制度袁加强环
境污染犯罪案件联动侦办与执法联动遥对可能涉
嫌犯罪的重大尧疑难尧复杂环境违法案件袁建立咨
询和联席会办制度袁及时向检察尧公安等机关申
请派员提前介入初查袁指导环境执法进一步规范
化遥

今年以来袁 各成员单位通过信息交流共享尧
案件移交办理尧执法司法现场联动尧联席会议等
举措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袁办案效率明显提高袁
一批重点热点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得到了系统化尧
规范化处理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工作
扎实推进遥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
与司法联动扎实推进

本报讯渊通讯员 单菊 魏列伟冤射
阳生态环境局以开展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
命冶主题教育为契机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
的政治责任袁深化队伍作风建设袁层层传
导压力袁 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和过硬的执
法监管本领袁 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入
开展和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遥

该局野瞪大眼睛袁伸长耳朵冶袁充分发
挥野探头冶作用袁建立健全廉情预警机制遥
加强对党员干部各类廉情信息的收集尧
分析尧研判和处置袁对一些苗头性尧倾向

性问题袁及时抓早抓小遥为加强对关键岗
位人员廉政风险的预警防控袁 从风险防
控角度出发袁 对多个热点岗位的中层干
部予以轮岗交流遥

前移关口尧源头防控袁是该局强化队
伍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遥 一方面制定和
推行排查岗位廉政风险点制度袁 围绕各
项重点工作袁紧扣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袁
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袁 深入开展
岗位廉政风险点排查袁 从源头预防和遏
制腐败行为的发生遥 另一方面袁 以开展

野岗位履职优秀部门冶和野勤政廉政优秀
个人冶评创活动为载体袁树立野标杆冶意
识袁发挥榜样与示范引领作用遥

今年以来袁 该局进一步健全完善内
部管理尧业务流程尧廉政建设等野3+1冶制
度体系袁 重新修订完善制度达 40余项遥
与此同时袁加大重要岗位尧重要领域尧重
要人员的监督力度袁 加强干部职工教育
管理袁防止决策失误尧权力失控和行为失
范袁 认真落实主体责任袁 推动党员干部
野一岗双责冶落实到位袁收到较好效果遥

射阳生态环境局

抓主题教育促作风建设

本报讯渊通讯员 魏列伟冤今年袁射阳生态环境局持
续开展野环境执法大练兵冶活动袁组织环保法规系统化学
习研讨袁为一线执法人员充足野电冶尧加满野油冶曰送人员外
出培训尧请专家现场剖析袁促进环境监管执法能力的提
升袁锻造一批能够在一线野关键时刻拉得出尧重点战役打
得赢冶的环境执法精兵强将遥

该局着眼日常监管袁开展企业野双随机冶分类检查和
领导带队抽查尧交叉互查行动袁确保重点污染源一个季度
监管一次袁特殊污染源每月野双随机冶检查一次遥 强化野实
地练兵冶袁把野执法大练兵冶与野日常监管尧信访调处尧工业
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冶等工作紧密融合袁加强环境风险处
置能力建设袁完善环境风险应急处置方案和工作机制袁让
一线执法人员加强基层执法能力建设袁 在实践中得到锻
炼袁增强监管本领遥

射阳生态环境局

提升一线监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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