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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率队督查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
本报讯 （记者曾银霞 王姝炜
徐静怡 通讯员秦斌斌）9 月 8 日，区
委常委、南通高新区党工委常务副
书记高洪军率队，深入南通高新区
督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
工作。
高洪军一行来到南通桑德森蓝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仔细查看该公
司固废回收、分解、加工、资源化利
用全过程。高洪军希望企业在人工
智能领域多下功夫，着力提高固废
处置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
持续完善产业配套，在不断增加企
业附加值的同时，把更多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转化为城市矿产，更好地
保护生态环境、守护绿色家园。
在江苏甬金金属科技有限公
司，高洪军现场检查了甬金三期公
辅罐区，该区域主要储存液氮、柴油
等生产配套辅助用品。他叮嘱企业
相关负责人务必加强罐区安全隐患
排查与治理，时刻紧盯罐区储存状
态，确保应急处置及时有效，防止泄
漏污染环境。
在南通半导体光电产业园二期
工地，高洪军仔细查看施工现场管
理情况，对工地扬尘管控措施到位
给予肯定。高洪军还来到创斯达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检查企业废气排
放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要求企业严

格执行大气污染防治管控措施，不
断降低企业能耗，努力推动企业优
质高效发展。
9 月 18 日上午，区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佘德华率队前往金沙街道，
督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
工作。
在金沙大桥段，佘德华实地查
看了运盐河水质，详细询问河道整
治情况。去年，运盐河部分通过截
污纳管、护岸修复、生态修复等措
施，实施水质提升工程，河道水质得
到极大改善。佘德华指出，生态文
明建设是一项长期工作，属地街道
要围绕老旧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工作
研究措施，统筹规划，保持水环境质
量稳定向好，同时加大开展生态文
明创建宣传力度，营造全社会关心、
支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
围，不断提高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
的满意度和参与度，共创美好的人
居环境。
9 月 9 日上午，区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施骁毅率队来
到石港镇，督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创建工作。
施骁毅一行首先来到南通紫鑫
实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环境
卫生、经营状况、环保设施等情况。
他要求企业进一步增强责任感，高

度重视环保工作，不断加大环保投
入，严格技术规范，对于存在的问题
要即查即改，确保企业自身良性健
康发展。
施骁毅一行还现场查看了宥丰
毛纺、乐彩颜料、大地陶粒等企业环
保问题整改情况，到亭石河石港段
了解断面水质等情况，并就推进问
题整改组织专题会商。施骁毅强
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强化组织推
进，安排专班、明确专人、专项推进；
要突出问题导向，抓住主要矛盾，严
格按照规范和要求抓好整改落实；
要针对六大类环境问题举一反三，
深入排查、深入分析、深入整治，推
动生态环境整体好转；相关部门要
进一步发挥职能优势，切实加强对
企业的指导，帮助属地推进整改任
务有效落实。
9 月 10 日下午，副区长曹建新
率队深入兴东街道，督查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
南通诚恩机械有限公司从事铝
铸件生产，尚未取得环评审批手续，
被要求停止生产。曹建新实地督查
了该企业设施拆除情况，要求相关
部门协助企业做好关停工作，督促
企业加快设备拆除，落实好“两断三
清”政策，完善监管措施，全力打好
蓝天保卫战。

曹建新还查看了兴盛路污水管
网二期工程完成情况。兴盛路污水
管网二期工程投资 80 多万元，今年
4 月份开工，目前已经竣工，切实解
决 了 路 面 破 损 、雨 污 水 混 流 等 情
况。曹建新还走进路边餐馆，叮嘱
餐馆负责人要提高生态文明意识，
严禁污水直排；相关部门要加大督
查力度，严格把好生态环境保护关，
全面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9 月 10 日下午，副区长陆忠华
率队深入先锋街道，督查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
在先锋街道一号横河和小海竖
河，陆忠华一行实地督查整改完成
情况，他要求相关属地进一步增强
创建意识，认真对照整治问题交办
清单，加大现场和过程节点检查力
度，把督查重点放在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上，做到生态文明建设常态
长效。
陆忠华一行还前往明康染整、
鼎润纺织、欣源污水处理厂等多家
企业督查创建工作。他要求相关企
业落实能耗“双控”主体责任，自主
通过节能技改、设备升级等方式，扎
实做好能耗“双控”工作，推动企业
绿色发展。
区政协副主席季平参加活动。

农业农村部调研我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本报讯 （记者沈维维） 9 月 18
日下午，农业农村部监管司二级巡
视员董洪岩一行来我区，深入走访
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及村级
服务站，调研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工作情况。
十总镇是我区农业大镇，优质
粮油面积稳定在 13.2 万亩，总产突
破 13610 万斤。全镇建设高标准农
田 9.3 万亩，建设水平全市示范；

土地规模流转率达 84.3%，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水平全市领先；240 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部纳入江苏省
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监管，主要农
产品抽检合格率连续稳定在 98%以
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考核
位居全区第一。
调研组一行听取了十总镇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情况介绍，并
到十总镇农产品检测中心和迎阳村

农产品检测室，实地了解农产品检
测工作及网格化管理等情况。随后
来到圆宏万嘉智慧农业基地，参观
现代农业培育室。得知该公司从源
头进行农产品质量追溯，经严格的
检验后进入超市销售，董洪岩对此
表示肯定。
董洪岩说，通州将“网格化+
精准监管”向田头村口延伸，把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纳入村居综

合考核，每个村居配全协管员、网
格员等，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具
有重要作用，值得在全国积极推
广。董洪岩希望我区继续落实好分
级管控和网格化管理等制度，实现
农村农业的高效、安全、可持续发
展。
副区长曹建新陪同调研。

靓化
城区
连日来，
园林工
人抓住天气晴好时
机，
强化城区主干道
旁花圃管理，
为市民
营造更加美好的生
活环境。图为工人
在高新区朝霞路绿
化带进行培管。
卑多敏 摄

社保卡申领添新渠道
网上办理便捷又高效
本报讯 （记者沈维维 通讯
员王琴 邱中玉） 近日，记者从
区人社局获悉，我区“社保卡线
上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市民
“一趟不用跑”就能在网上办理
社保卡首次申领、补换卡等。
日前，家住南通崇川区的我
区参保人员朱丽云在线上申请了
社保卡，经过区人社局工作人员
的办理，次日，社保卡便通过邮
政 EMS 顺利寄到她手中，“没想
到这么快，也不用来回跑，真的
很 省 心 。” 朱 丽 云 收 到 社 保 卡
后，在线上渠道点击“个人领
卡”操作，就开通并可使用社保
卡的社保功能。据悉，这也是我
区开通此项服务以来的首张网办
社保卡。
为方便广大群众申办社保
卡，我区依托“江苏智慧人社
APP”和“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
务大厅”推出社保卡线上服务。
服务事项包含：社保卡首次申
请、社保卡补换卡、新生儿首次
制卡申请 （两周岁以内）、社保
卡信息查询、社保卡激活、社保

卡挂失/解挂、社保卡停用/启用
等。市民如果在线上申领，可选
择要办理的事项，按要求填写信
息，并进行实名认证和上传相关
证件。同时，市民还可以在申领
平台“查看办理情况”查询快递
物流信息。收到卡片后，社保功
能需进行线上激活，银行金融功
能需到银行柜台激活。
从线下网点立等可取的“马
上办”，优化升级为线上网点二
十四小时不间断服务的“网上
办”
，
“这项措施切实解决了部分
市民因故无法亲临服务网点现场
办理，以及异地居住服务对象的
社保卡申领和补换卡问题，这也
是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便民服务的
有效措施。”区人社部门相关负
责人吴金国表示。
下一步，区人社局将依托江
苏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联合
全区社会保障卡合作银行，通过
购置设备、整合资源、增设经办
网点等手段，进一步提高社保卡
经办服务水平。

南通市通州区审计局
关于通州区 2020 年度
慈善基金收支和管理情况
审计结果的公告
2021 年第 1 号
（总第 67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
计法》的规定，南通市通州区
审计局对区慈善基金会 2020
年度慈善基金筹集、管理和使
用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
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收支情况
（一）基金收入。2020 年
基金收入 1798.15 万元，其中：
捐赠收入 913.21 万元，区财政
局补助性收入 40 万元，利息及
其他收入 844.94 万元。
（二）基金支出。2020 年
基金支出 1166.28 万元，其中：
各项捐赠救助支出 1141.07 万
元，管理费用 25.21 万元。
（三）基金结存：2020 年初
结存 13857.26 万元，当年收支
结存 631.87 万元；至 2020 年 12
月末累计结存 14489.13 万元。
二、审计评价
2020 年 通 州 区 慈 善 基 金
会在慈善基金使用和管理上，
能严格执行《通州区慈善基金

会基金管理使用办法》规定，
各项支出真实合规。通州区
慈善基金会积极开展慈善抗
疫、助学、助医、助困、助残、助
孤 、助 老 等 活 动 ，惠 及 民 众
24840 人次。慈善助学 527 人，
支出 94.65 万元；慈善助医 250
人，支出 146.64 万元 ；慈善助
困 5535 人，支出 419.91 万元；
慈善敬老 2796 人，为 90 岁以
上老人投保意外伤害保险惠
及 9397 人 ，共 支 出 149.43 万
元；针对新冠疫情开展慈善捐
助活动，支出 141.06 万元 ；开
展其他救助活动救助 5521 人，
支出善款 156.42 万元。
针对审计提出的进一步
扩大救助对象，加强对基金支
出与结余的管理的建议，区慈
善基金会正在落实整改中。

问：
《行政处罚法》中关于
边远地区当场收缴罚款是如
何规定的？
答 ： 根 据 《行 政 处 罚
法》 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在
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
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

依照本法第五十一条、第五
十七条的规定作出罚款决定
后，当事人到指定的银行或
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
款确有困难，经当事人提
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
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南通市通州区审计局
2021 年 9 月 23 日

环境保卫
城管先行

结对共建暖人心 携手共创文明城
本 报 讯 （记 者 李 天 舒）“ 师
傅，电瓶车不能停在消防通道
上。”“这是我们文明城市宣传手
册，您可以看一下 。”9 月 18 日，
区融媒体中心志愿者来到金沙街道
虹南社区，深入各个小区，对照文
明城市创建标准逐项开展排查。
为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常态长效

管理，区融媒体中心与虹南社区进
行结对共建，切实为提升城市文明
程度和市民生活质量贡献力量。
在五一花苑，志愿者发现小区
内环境较为整洁，但存在部分非机
动车停放不到位的情况。所到之
处，居民都很支持文明城市常态化
管理工作，当即按照志愿者们提出

的要求进行整改。
据悉，此次结对共建主要围绕
完善社区基础设施、美化社区生活
环境、优化社区公共秩序、倡导社
区文明风尚、关爱社区困难群体等
方面进行服务，积极争取社区居民
支持，逐步形成群众自发维护社区
环境的良好氛围。“今后我们将继

续积极参与这样的活动，共同打造
文明的社区、美丽的城市。”志愿
者查钰洁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