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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供销总社领导来我区调研
本报讯 （记者徐艳梅 实习生
顾媛媛）3 月 13 日下午，中纪委国
家监委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纪检监察组组长、全国供销总社党
组成员李金英一行来我区，
调研南
通供销产业园从严治党工作。
南通供销产业园是中国供销
集团投资建设的第一个大型产业
集聚园区，2011 年 6 月开工建设，
2012 年底投入运营，陆续启动了
纺织交易市场、农产品物流中心等
项目。2018 年，供销产业园实现
大宗商品营业收入 72 亿元，实现
利润总额 5629 万元，连续 4 年获
“地方纳税贡献奖”
“经济发展贡献
企业”等荣誉。总部现有员工 56
人，党员 21 人，公司把加强党建作
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坚决落实“两
个责任”
、党对一切工作的统领、党
的组织活动、
“八项规定”
精神和责

任追究，公司党支部连续 5 年获地
方党委
“先进党组织”
称号，
先后获
集团
“先进党支部”
和通州区
“五星
级基层党建示范点”
等荣誉称号。
李金英肯定了南通供销产业
园取得的成绩。她说，南通供销产
业园创造了良好的管理模式，
积累
了经验，党建工作成效显著。她希
望产业园进一步扎根通州，
坚持党
建先行，切实担负主体责任，有效
传导责任压力，严明纪律和制度，
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加强学习和
作风建设，将干事激情和廉洁自律
结合，把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为地
区发展多作贡献。
李金英一行还参观了区农产
品批发市场、区中实交易中心和园
区棉花仓储物流配送中心等。
副市长赵闻斌、副区长曹建新
陪同调研。

我区各镇各部门
严抓安全生产不放松
为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把安
全生产摆在突出位置，我区各镇、
各部门从严部署、积极行动，全方
位开展安全生产有关工作，
切实织
密安全生产防护网。

区住建局：
本报讯 （通讯员张红梅）3 月
13 日上午，区住建局牵头的安全
生产专委会一行人赶赴川姜爆燃
事故现场，并约请两位专家对事故
进行环评。
区住建部门肩负全区建设领
域安全监督管理职责。作为区城
镇燃气安全生产专委会与地下管
网安全生产专委会牵头部门，
区住
建局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应急管
理工作。该局深刻汲取
“3·9”
爆燃
事故与
“3·11”
失火事故的教训，
举
一反三，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
全防范工作，减少社会负面影响；
全面排查，要求存在安全隐患的企
业、工地停工整改，始终保持严管
重罚高压态势，倒逼企业自觉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石港镇：
本报讯 （记者顾艳 通讯员邓
丽萍 石轩）全国
“两会”
期间，
石港
镇组织多组工作人员，深入辖区 5
家化工企业、9 家加油站开展专项

检查，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近年来，石港镇认真贯彻落实
安全生产各项部署要求，
以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为主线，以“一图、两
单、三卡、八必须”为抓手，狠抓安
全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2019 年，石港镇将牢固树立安全
发展理念和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思想，紧紧围绕防范安全生产事
故，重点抓好责任落实、监管执法、
风险防控、共建共治、基层基础、安
全保障等六个方面的工作，
为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占道经营现象频繁出现
退役军人安置诉求较多
一、基本情况
上周共有区级热线电话 2409 件，日均处理
344 件，和前一周相比增加 108 件，其中区级呼
入电话 1352 件，和前一周相比增加 44 件，区级
呼出电话 1057 件，和前一周相比增加 64 件；上
周热线共办理工单 1902 件，日均处理 272 件，
和前一周相比增加 441 件；江苏 12345 在线转
办 23 件，和前一周相比增加 7 件；南通市 12345
在线交办 198 件，和前一周相比增加 90 件；座
席即时解答办结 1072 件，和前一周相比增加 81
件；派发联动单位办理 581 件，和前一周相比增
加 255 件；公众监督网上受理 19 件，和前一周
相比增加 13 件；微信受理 9 件，和前一周相比
减少 5 件。
二、热点问题
1. 占道经营相关问题。上周，市民来电反
映占道经营问题较多。截至 3 月 10 日 24 时，热
线共受理此类诉求 32 件。涉及张芝山镇锡通
园区小学门口、平潮镇新坝初中门口、金新街
道碧华路育才中学门口、兴仁镇横港供电所门
口、金沙街道双皮桥菜市场周边等。热线办均
已第一时间联系相关部门妥处。
2. 退役军人相关问题咨询。近期关于退役
军人安置方面的诉求较多，涉及退伍士兵中、
高级教育培训政策、年满 60 周岁退伍军人如何
办理优待证、退役军人生活补助政策等。截至
3 月 10 日 24 时，热线共受理此类诉求 18 件。热

线办非常重视已及时联系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妥处。
三、市民建议
1. 交通出行。金新街道大石桥村 1 组通甲
东路严重坑洼，建议修补。平潮镇九圩港汽车
站门口红绿灯，左转往五接方向绿灯时间较
短，建议延长绿灯时间。二甲镇南通农商行余
西支行门口柏油路路面塌陷，
建议填补。
2. 设施维护。平潮镇平东村 15 组尧盛路
东段路灯不亮，要求维修。张芝山镇合欢路和
枫杨路交叉口处水泥窨井盖损坏，要求更换。
金新街道师范桥新村镇南居委会门口有棵树
倒在路上，要求清理。金新街道油榨村 26 组，
新江海河西侧建议增设垃圾桶。
3. 便民服务。建议南湖学府万达广场附近
安装 24 小时自助银行取款点。建议开通通州
到海门的直达公交车，方便上班族上下班。平
潮镇九圩港蛟龙路施工路段扬尘较大，建议洒
水息尘。
四、优秀案例
1. 服务对象凌女士反映在城区建设路来伊
份买的核桃夹心枣内有霉斑，食品存在问题，
要求部门协调。热线交办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馈，投诉人购买的核
桃夹心枣生产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19 日，保质
期 180 天。现场检查未发现有霉斑等问题，商
家现已下架该商品，并赔偿投诉人 200 元。热
线回访服务对象称问题已经及时处理。
2. 服务对象羌先生反映金沙街道银河湾东
侧毓秀山路有棵梧桐树倒在路边，希望尽快处
理。热线交办区住建局。区住建局反馈，经现
场察看，已将倒伏的树木扶正加固。热线回访
服务对象称问题已经及时处理。

治理扬尘
要敢于“动真碰硬”
上周市民来电反映九圩港蛟龙路施工路段
扬尘较大，
建议洒水息尘。
扬尘治理已是老生常谈，
但相关问题还是频
繁出现。弥漫的尘土不仅影响市容市貌，
还威胁
群众的身体健康。要把扬起的尘土抑下去，
不能
只做表面文章，
关键要敢于“动真碰硬”。
只要项目“动土”，
就不可避免会出现扬尘问
题。加之一些追求工期进度的施工单位对相关
规定置若罔闻，
导致工地扬尘飞舞。
施工单位是治理扬尘的第一责任方，
围挡、
覆盖、
洒水等各项管理措施要确保落实到位。但
要彻底堵住扬尘防控的“漏洞”，
还需相关部门盯
紧、
管严，
把扬尘治理抓在每一天，
以“伤筋动骨”
的惩治让施工单位不敢“顶风作案”。
政府抓得硬、
部门管得硬、
施工方干得硬，
才
能打造“绿色环保工地”，
减少扬尘“漫天飞舞”，
让老百姓在蓝天白云下畅快呼吸。
记者王春香

记者 观察

刘桥镇：
本报讯 (见习记者李越文 通
讯员丁鹏鹏 马志文 徐媛)3 月 11
日晚，刘桥镇对辖区内夜间作业的
危险品生产企业、铸造行业企业及
纺织品生产企业进行突击夜查，
确
保全国“两会”期间辖区内安全生
产形势稳定有序。
夜查中，检查人员就企业的领
导带队值班制度落实情况、夜间作
业现场安全管理及厂区重点岗位、
重点生产环节安全巡查等情况进
行了重点检查，并督促企业切实绷
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遵守安全
操作规程，认真开展风险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确保生产安全。

义务
理发
西亭镇的张慎海在
镇上开了一家理发店。
他经常来到李庄村居家
养老站，为老人义务理
发，用爱心给老人们一
个清清爽爽的生活。
卑多敏 俞菲 摄影
报道

三部门联合执法
夜查家纺垃圾违法处置
本报讯 （记者印春湘 通讯员
王成）3 月 12 日晚，我区环保、公
安、市管三部门到川姜镇开展家纺
垃圾违法处置联合执法行动。
今年，我区纵深推进川姜环境
整治，不断巩固已有的整治成果。
由区环保部门牵头联合执法组，针
对家纺垃圾违法倾倒、运输、保管、
仓储等行为，发现一处，查处一处，
严肃教育、严格整改。
在川南村 9 组，川叠路路北有
两只蓝色铁皮桶甚是扎眼，旁边竖
有一块警示牌，上面写着“严禁倾
倒垃圾，违者重罚”
。据了解，这里
本不是村里设置的垃圾堆放点，只
因附近有个农贸市场，来往买菜的
村民和个体户习惯性把生活垃圾

或者家纺废料垃圾扔在此处，久而
久之，这里变成了“默认”的垃圾
堆。夜查组现场要求该村立即整
改，在周边加装监控设备，对私倒
垃圾废料者进行批评教育，坚决消
除环境隐患。
在川北村玄同西桥桥首，一处
垃圾堆放点由于被人点着，冒着白
烟，火苗乱窜。夜查人员赶到现场
和村干部一起扑灭火点，并叮嘱村
负责人要加强环境监管，做好环境
保护宣传，提高群众环保意识。
当晚，区公安交警部门在川姜
多个交通主干道设卡抽查来往垃
圾装运车辆，对发现的违规运输行
为严肃查处，防止家纺废料垃圾夜
间违法倾倒和运输。

【上接 A1 版】
区政协副主席季平参加检查。
3 月 13 日，副区长陈伟平率队
来到川姜镇和高新区检查安全生产
工作。陈伟平一行首先来到中石化
川姜站，该站近期将进行油罐改造
工程，陈伟平详细询问了加油站安
全责任体系落实情况，要求企业拿
出具体整改方案，确保整改过程安
全平稳不出事故。在通州万达广场
永辉超市，陈伟平详细查看了超市
消防设施、安全出口及疏散通道等，
他要求超市负责人紧绷安全生产这
根弦，提高安全意识，
对存在的安全
隐患立即整改到位，确保群众放心
购物、安心消费。
陈伟平还前往大海
塑料、南山湖公园等地，检查安全生
产工作。
3 月 14 日，副区长刘学军率队
前往城区和二甲镇，检查部分危化
品运输、液化气站、项目施工现场的
安全生产工作。在南通吉跃气体有
限公司，刘学军一行查看了监控平

台上运输车辆的实时行驶状况，叮
嘱企业负责人要切实做好安全防护
工作，确保每一辆运输车都能被监
控，发现问题能及时与驾驶员取得
联系。在佳源都市、紫宸府、紫御四
季施工现场，刘学军仔细询问项目
的施工进展及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当天，刘学军一行还前往十五总港
市政工程现场、袁灶液化气站检查
安全生产工作。
3 月 14 日，区领导盛启平率队
前往石港镇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在
翡乐机械有限公司，盛启平叮嘱企
业负责人一定要落实好安全措施，
严格按规程作业，把安全隐患消灭
在萌芽状态。
在石港中学，盛启平重
点检查了学校食品安全制度建立执
行情况，详细了解了食品进货、验
货、日常消毒、留样、保质期等相关
台账建立情况，他要求学校负责人
提高食品安全意识，保障广大师生
在校用餐安全。

预付消费纠纷仍是维权热点
本报讯 （记者徐艳梅 通讯员
朱瑜）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区消
协发布的 2018 年消费热点来看，预
付费、保健品、网络购物等依然是消
费维权热点。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预付卡
消费以方便、快捷并有一定折扣优
惠的消费形式，成为较多消费者青
睐的一种消费方式，特别是在美容
美发、健身、洗车等服务性行业。然
而，由于少数商家诚信经营度不够
高，出现服务质量不到位、一定时段
不可用、门店关门等情况，导致预付

卡消费纠纷频发，成为消费维权的
热点。
去年 4 月，消费者卞女士、陆女
士在平潮某健身中心以 2180 元的
会员费及 50 元定金办理了会员，但
该健身中心却迟迟未开业导致无法
消费，消费者上门要求退还会员费
及定金又被拒，遂向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平潮分局投诉。
这是一起典型的由预付费引起
的纠纷。区消协秘书长沈建国建议
消费者：
看清预付卡消费协议，明确
自己和经营者的权利与义务，对不

合理的条款要及时提出修改意见；
了解业主的经营诚信度，如经营者
不诚信，则还是消费一次付一次费
用较好；
看业主的租房期限，如果期
限较短，一般不要采取预付费消费
方式；
慎重注入卡中现金，不要在卡
中一次性注入太多现金，这样即便
业主关门走人，消费者的损失也不
会太大。
另外，保健品、网络购物等也是
消费维权热点。沈建国说，一些消
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追求健康、
长寿的心情比较迫切，往往易受鼓

动，在一些非正规渠道购买大量保
健品，当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
就会投诉要求退货，而此时推销员
早已溜之大吉。至于网购，由于网
络销售成交额每年均呈较大幅度的
增长态势，使得网购投诉也逐年增
加。他提醒消费者一定要在正规场
所按照自身需求购买保健品，在信
用等级较高的网店购物，并保留购
物凭证便于维权，同时电商也要诚
信规范经营。

周师傅早餐店
超出门、窗店外占道经营案
一、基本案情
2018 年 8 月 21 日 8 时 30
分，城管执法中队执法人员巡
查发现位于南通市某区某街道
的周师傅早餐店有在其店外摆
放炉具、桌椅进行占道经营的
行为。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并进
行拍照取证，要求该店经营者
周某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同日
9 时 50 分，执法人员进行复查
时，周某仍未改正其行为，即进
行立案调查。
二、案件查办情况
2018 年 8 月 21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当事人周某到该街道城
管执法中队接受调查询问。经
调查询问并认真听取其陈述，
结合前期调查取证所得证据制
作了调查询问笔录，周某对其
违法事实均予以承认。
三、处罚依据及结果
当事人周某超出门、窗店
外占道经营的行为违反了《江
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沿街和
广场周边的商业、饮食业以及
制作、加工、车辆清洗、维修等
行业的经营者不得超出门、窗
进行店外占道经营、作业或者
展示商品。”
的规定。
依据《江苏省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第（四）项的规定：
“ 违反本条例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
容环卫管理部门按照以下规定
处理:(四)超出门、窗进行店外占
道经营、作业的，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经营设施的，
责令拆除违法经营设施。”根据
周某违法行为的情节与危害程
度，城管执法部门决定：给予当
事人处以人民币叁佰元的罚
款。
当事人对城管执法部门的
行政处罚决定没有提起行政复
议、行政诉讼，已将罚款缴入财
政专户。
四、本案小结
超出门窗店外占道经营为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违法行为，
但店铺为了经营需要，常怀侥
幸心理，屡教不改，而其店外占
道经营行为不仅挤占了公共空
间，也对周边的市容环境整洁
造成了影响，加大对此类案件
的立案处罚，有利于加大对违
法行为的震慑力，并对广大商
家起到教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