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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姝炜）9月10
日下午，我区召开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创建指挥部工作组组长
会议，汇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创建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
一阶段工作任务。

上半年，我区空气质量两项主
要指标、水质优良断面比例以及土
壤质量均进入全省第一方阵。8
月，我区被省生态环境厅列入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推荐名单，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
有序推进。会上，创建指挥部综合
协调组、整治推进组、现场迎查组、
监督推进组和创建宣传组负责人
汇报了前一阶段工作进展和存在
问题。

副区长曹建新表示，目前，我
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基础条件已经具备，下一步，全区
上下要创新创建形式，补短板、强
弱项、抓落实，提升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创建品质。各工作组
要广泛宣传，声屏报网齐发力，提
升群众生态文明素养，营造生态文
明建设的良好氛围；精准施策，针
对环境改善过程中存在的难点问
题形成一对一的工作方案，着力打
好大气、水、土壤三大攻坚战；联动
推进、统筹兼顾，加强配合、团结协
作，着力解决百姓身边的突出问
题，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向上向
好。

本报讯（记者沈慧）9月 10
日，副区长张劲松来到西亭高级
中学、实验小学，亲切慰问援藏教
师周尔飞以及被外交部派驻到印
尼使馆、驻东盟使团担任阳光学
校中文老师的郑江琴，向他们致
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在西亭高级中学，张劲松与
周尔飞亲切交谈，了解他在援藏
过程中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对他
克服困难、无私奉献、全身心投入
援藏工作的精神和贡献表示肯定
和赞扬。他说，教师是学校教育
的生命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
者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学生
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张

劲松还深入学生宿舍检查校园安全
工作。他要求，进一步加强学生宿
舍安全管理，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及
时排查隐患，切实做好防范，确保校
园安全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在实验小学，张劲松向郑江琴
老师的家属送上鲜花和慰问金，并
通过视频与郑老师深入交谈，详细
询问了她的工作情况，感谢她舍小
家为大家的无私付出，高度赞扬了
她在异国他乡对教育的执着追求。
张劲松表示，众多优秀教师为通州
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各学校
要进一步关心新、老教师们的工作
和生活，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发展空
间，推动教育事业更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曾银霞 通讯员
张新建）9月 10日上午，我区召开
科技工作推进会，明确下一步工作
努力方向，抓紧抓实各项举措，促
进全区科技创新工作再上新台阶。

近年来，我区全面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着力加快科技创新步
伐，加快打造创新生态体系，全区
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今年截
至8月底，全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达 305.8亿元，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预计达 270家，目前，全区入库国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累计451家，科
技创新工作成效明显。

副区长陆忠华强调，科技创新
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全区上下

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切实为
全区创新发展提供强大合力；思路
要清晰，谋划发展要有长远的眼
光，推进工作要有马上就办、办就
办好的作风，坚定不移走好创新驱
动发展道路；服务要贴心，坚持企
业主导、强化政策引领，相关部门
要学好、用好科技创新政策，主动
服务企业，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
生态，不断开创我区科技创新工作
新局面。

会上，区科技局负责同志就科
技工作重点任务进行部署。南通
高新区科技和人才局负责同志对
科创项目招引和培育政策进行解
读。

我区部署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创建工作

区领导看望慰问一线教师

全区科技工作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曹抒雁 通讯员
崔祝进）近日，记者从区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在
南通市公布的 2021年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二季度考评结果排
名榜上，通州区以总分 95.27分名
列第三。

据了解，上半年我区紧扣水气
土环境质量、重点攻坚项目进展及
督办交办问题整改、环境信访问题
整治、民意调查与监督及资金使用
等四大方面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
坚。加强重点行业绿色改造工程、
绿色工厂建设，目前，我区百威啤
酒、江海电容器两家企业已列入南
通市2021年度绿色工厂培育计划；
彩瑞印染、花色印染正在开展清洁

生产工作。瞄准“两高”行业产能
淘汰和压减，我区下大决心整治化
工企业，截至 7月上旬，恒发印花、
岸西化工、鑫丹叶化工、丰田肥业、
亚伦化工、億瑞隆化工等 6家企业
均已关停。

推进能源布局优化与清洁利
用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我区
积极开展燃煤锅炉淘汰“回头看”，
目前已完成总数的 55.2%，提前完
成预定计划任务；在川姜、金新、刘
桥、先锋等12个镇（街道）共完成锅
炉提标改造 69台，超额完成预期
63台任务；按时序推进VOCs综合
治理，24个项目按期完成；中石化
的城南加油站等4座加油站已完成
设备采购及施工单位的招标，目前

设备已进场，正组织安装；400家餐
饮单位油烟治理任务全部完成。

与此同时，我区对40个施工工
地扬尘治理项目落实工地扬尘管
控六个 100%要求，城市保洁提标
工作已挂网招标；配套污水管网建
设与改造工程项目正加速推进；大
力推进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达
标区建设，碧华示范社区等 3个达
标区已施工，开工率 75%，建设进
度实现提前双过半；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项目已全部进场施工，完成治
理农户 6086户，提前达到进度要
求；在治理农村黑臭河道方面，目
前我区小海竖河、二号横河、川港
竖河已全部整治完成；围绕城区生
活垃圾清运点整治，目前我区中转

站场地污水及压缩后污水处置实
行第三方服务外包；加大非法码头
专项整治力度，全区非法码头拆除
率达到 100%；冲刺水污染防治攻
坚，推进各类影响水环境质量突出
问题整改销号。

区攻坚办常务副主任、通州生
态环境局局长张健表示，下一步将
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迎查工作为契机，严格环境监管，
保持攻坚力度，巩固生态创建成
果，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优美舒适
的人居环境。

通州：绿色发展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本报讯（记者李天舒）9月 10
日下午，我区召开宗教场所规范化
管理暨安全工作推进会，切实提升
宗教活动场所日常管理、法治建
设、爱国主义教育、安全工作等整
体水平。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
所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参加会
议。

会议传达了相关安全工作会
议精神，并布置了安全、疫情常态
化防控等工作。会议强调，宗教场

所安全生产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
各宗教场所要切实落实安全工作
主体责任，积极开展隐患整改排查
工作，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相
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以扎实的
作风、细致的工作、有效的举措，确
保我区宗教场所安全稳定。

活动还进行了相关消防安全
技能培训，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解
了南山寺规范化管理的经验做法。

通州区全社会节能倡议书

我区召开宗教场所规范化管理
暨安全工作推进会

问：《行政处罚法》中关于出
示证件与协助调查是如何规定
的？

答：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五
十五条的规定，执法人员在调查
或者进行检查时，应当主动向当
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
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

要求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执法人员不出示执法证件的，当
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拒绝接
受调查或者检查。

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
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
检查，不得拒绝或者阻挠。询问
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落户石港科技产业园的南
通源佑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致
力于高档衬布、坯布生产。公
司引进电子织机、数据采集系
统等新设备进行生产，产品精
密度高，受到国内外服装企业
的青睐，公司 80%的产品出口
韩国和日本。

卑多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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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顾艳 通讯员曹
单金 周华）“幸亏有他，否则我的
包可能就找不回来了。咱们通州的
公交司机都是活雷锋！”9月 8日，
乘客陆先生对通州畅行公交有限
公司883车队222路公交司机顾勇
新拾金不昧的行为连连表示感谢。

8日清晨，陆先生因一时疏忽，
不慎将黑色背包遗失在222路公交

车上。当班驾驶员顾勇新到达胜利
桥公交回车场后，在通风消毒车辆
时发现了背包。在等待失主无果的
情况下，他将捡拾的物品交至车队
办公室。与此同时，失主陆先生正
焦急地向车队求助。很快，陆先生
的背包失而复得，这才有了开头的
那一幕。

近日，886车队驾驶员殷建东

执行 288路公交线路任务，由平潮
客运站开往通州万达广场回车场
时，在陈桥亭东路口处发现一位女
士摔倒在地。殷建东赶紧将车辆靠
边停好，和车上乘客说明情况后，
与乘客一起将摔倒女士扶了起来，
并拨打 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救护
车到来的过程中，该女士渐渐清
醒，并连声说：“谢谢！谢谢好心人，

我现在没事了。”
类似顾勇新、殷建东这样的好

人好事，在通州畅行公交有限公司
不胜枚举。多年来，通州公交人积
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以一颗
炽热的心和实际行动诠释“用情服
务”的内涵，展现了通州畅行公交
驾驶员“向善、向美、向上”的价值
追求。

一度电虽微不足道，但日积
月累终能点亮万家灯火；一方气
虽无足轻重，但积少成多终能温
暖整个寒冬；一滴水虽沧海一
粟，但经年累月终能汇成甘泉润
神州。

节能降耗与我们的生产生活
息息相关，节约能源需要全区各
行各业和全体市民积极参与。

为进一步提高能源和资源利
用效率，培育和践行节约、集约、
循环利用的能源资源观，形成勤
俭节约的社会风尚，共同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通州
区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全
区各行各业和全体市民发出倡
议：

1.树立节能降耗新理念
全区各行业树立行业节能新

理念，增强能源资源忧患意识，崇
尚节约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形

成各行业节约能源新风尚。全区
工业节能促进绿色生产、节能增
效，建筑节能强化绿色施工、共建
低碳家园，交通节能统筹绿色运
输、共享健康出行，公共机构节能
推行绿色办公、共创节约机关。

2.推进节能绿色生产
各类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加

强用能管理，推动节能技术改造，
采取技术上可行、环境和社会可
承受的措施，减少能源从生产到
消费的各个环节的损失和浪费。
企业建立“高效率、低能耗”的生
产模式，淘汰落后产能，推动清洁
生产和资源分类回收循环使用，
打造绿色产业链。

3.使用节能产品降低能耗
多使用节能节电认证产品，

及时淘汰高耗电设备，广泛使用
节能空调、节能灯、节电开关、节
水龙头、节水马桶等高能效产品，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4.注重节约用电珍惜能源
控制电能消耗，尽量利用自然

光办公，下班后及时关闭计算机、复
印机等用电设备，做到“顺手关灯、
轻松节能”。会议室、办公室、家庭
空调温度控制在冬天不高于 20℃、
夏天不低于26℃。

5.注重节约用气
定期清洁燃气炉灶及厨房灶

具，避免影响热效率，杜绝燃气炉灶
空烧，避免天然气消耗。

6.绿色出行减少燃油消耗
提倡使用公共交通、绿色交通

工具出行，减少公务车、私家车使用
频率。定期清洁传统燃油车辆发动
机，及时更换汽滤、机滤等，降低油
耗，减少排放。

7.做好空调维护
定期清洗空调，做好防藻、除垢

处理，防止冷热水管积垢造成热阻，

降低冷热传导效率造成能耗浪费。
8.做好冰箱冰柜清理
避免过多过少存储，冰箱内杜

绝存放过热食物，及时关闭冰箱冰
柜门，定期检查密封条，以免冷能延
时，电能消耗增加。

9.节约用水杜绝浪费
加强用水设备的日常维护管

理，推广节水龙头、节水马桶，自觉
杜绝跑、冒、滴、漏。积极创造条件，
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倡导循环用
水、一水多用。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提高节
能意识，科学利用资源，履行节能义
务，争做勤俭节约风尚的倡导者、实
践者、示范者，营造人人讲节能、处
处讲降耗的浓厚氛围，在“十四五”
规划开局之年，为构建和谐通州，创
建绿色家园作出应有贡献。
通州区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9月5日

平凡之举显真情

通州公交司机好人好事接连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