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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施工单位能否随意委

托他人运输建筑垃圾？

答：不能。根据《南通市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第十
条的规定：施工单位应当选择
经城市管理部门许可的运输单
位，签订建筑垃圾运输合同，
明确建筑垃圾运输量、运输责
任、运输费用、消纳场所或者
地点。不得将建筑垃圾交给个

人或者未经许可的运输单位运
输。

依据《南通市城市建筑垃
圾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
（二）项的规定：违反本条例第
十条规定，施工单位委托个人
或者未经许可的运输单位运输
建筑垃圾的，处一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本报讯（记者曹抒雁 通讯员

朱菊红）“为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切实增强环保系统公职人员廉
洁自律，规范履职行为，特作如下
承诺……”近日，区环保局 100多
名工作人员在“廉洁自律承诺书”
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区环保局贯彻全面从严
治党要求，培育“官清则水清气清、
吏勤则政勤事勤”廉洁文化核心理
念，打造生态环保铁军的举措之
一，旨在以廉政承诺活动为标杆，
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增
强全体党员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的责任感。

今年以来，区环保局实行全员
廉洁自律“月体检”活动，每月对照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省市区委十项
规定及局“十条禁令”内容，逐项排
查是否存在违规违纪问题，并实行

“零报告”制度。项目化推进20项
党风廉政建设重点任务和10项作
风建设主题活动，将党风廉政建设
和作风建设贯穿于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各项工作当中，着力打造“政
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
献的生态环境保护铁军”，以良好
的党风、政风、作风推动全区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的落实。

通州环保：廉政承诺人人签

本报讯 （见习记者李天舒 通

讯员赵琪 裴金钰）近日，二甲镇
余西居头十甲界河内投放了不少鱼
苗，养鱼户老季笑着说：“今后我
就可以在自家河里钓鱼了。”老季
是一名钓鱼发烧友，从前都要到很
远的地方去钓鱼，听说可以免费承
包鱼塘来养鱼，他立马就去村委会

询问了相关情况，当场签下了承包
合同。

村委会将河道免费承包给养鱼
户，个别村居还提供鱼苗，要求养
鱼户负责对应河道的保洁工作，最
后养鱼收益归养鱼户所有。此举不
仅减少了村委会清洁河道的费用支
出，还增加了村民的经济收入。该

镇通运桥村更是在此基础上将“精
准扶贫”与“以河养河”巧妙结合
起来，充分调动村民脱贫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逐步形成了以岗位促就
业、以就业促增收、以增收促脱贫
的良性发展链条。

二甲镇提出并实施“以河养
河”生态保洁模式的治水新目标，

即以河长制为统领，将发展河道经
济与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充分
结合，在“以鱼秀水”的基础上进
一步实现“以渔富民”。

如今的二甲水道，“碧水映绿
鱼欢畅”的景象随处可见，原先脏
乱差的环境得到了明显提升，河道
长效管护也不再成为难题。

实施“以河养河”生态保洁模式

二甲镇：以鱼秀水 以渔富民

本报讯（记者朱键 通讯员姜

鑫锴 何海涛）3月14日，记者在城
区看到，马路干净整洁、公共自行
车有序停放。自年初以来，区城管
局着力强化城市管理外包服务的
监管，细化措施，通过建章立制定
期点评通报、全面考核提升公众满
意度等措施，确保城市管理服务工
作高质量。

随着城市各类资源设施配置
的不断完善，城市运行压力日益增
大，政府购买服务相关措施也相继
出台，区城管局在非法小广告管
理、非机动车停车秩序管理、环卫
服务管理等项目上实施市场化运
作服务。该局出台了《区城管局综
合督查考核实施办法》，将服务外

包的城区非机动车停放管理、公共
自行车管理、非法小广告清理、机
动车停车收费管理、美食广场运营
以及环卫作业服务等事项纳入《考
核办法》中。每周晨会要求服务公
司就上周收费、人员管理以及工作
量进行汇报并点评。每月将 8家
服务公司履约情况进行评测打分
并通报。

截至目前，区城管局共组织 8
家服务外包企业约谈 10次，通过
履约监管督促外包服务企业解决
管理问题 4800余宗，共扣分 568
分，并按照合同约定给予相应扣
款，形成了常态化倒逼机制，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区城管局强化服务外包履约监管
督促相关企业解决管理问题4800余宗

本报讯（记者钱向荣 通讯员

李慧 彭魁奎）近日，通州法院平潮
法庭法官刘杨在石港巡回审判点
对6起案件集中审理，方便了当地
群众纠纷的及时解决，获得百姓交
口称赞。

当天，刘杨和书记员早早赶到
石港巡回法庭。上午第一起案件
是一起离婚案件，虽然夫妻双方都
同意离婚，但对孩子抚养权的问题
争议较大。由于孩子年纪尚小，刘
杨从法理和情理角度对双方进行
劝解，双方最终同意孩子由女方抚
养。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调解，夫妻
二人由争执不下最终实现和平分
手。上午另一起分歧较大的离婚
案件经过第一次开庭，双方对立情
绪有所缓和，为下次开庭审理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下午庭审的民间
借贷案件查明了基本事实，另有 3
起交通事故案件的当事人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这样办案最受我们
欢迎，既方便了老百姓，又让大家
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当事人之一
的李某说。6起案件定分止争之
时，已是万家灯火时，刘杨疲惫的
脸上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巡回审理让法官多跑腿、群众
少跑路，这只是通州法院为民办实
事的一个缩影。据通州法院有关
负责人介绍，2019年通州法院将
进一步完善司法为民工作机制，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和
期待，落实司法为民宗旨。包括提
升诉讼服务工作水平，推进“门诊
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强化诉讼
服务、诉讼指导和引导工作；深化

“一站一室”功能建设，进一步整合
诉内、诉外资源，提升诉讼服务整
体效能；加大涉诉民生权益保护力
度，依法保护人民群众在教育、就
业、医疗、消费、征地拆迁等方面的
具体涉诉权益；妥善审理涉及农
村、农业、农民以及百姓创业过程
中的各类纠纷案件，深入分析影响
全面富民进程的问题短板，依法保
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通过更多

“有温度的判决”，让群众感受到司
法的关怀和温暖。

巡回法庭一天集中审理6案

通州法院为民司法赢民心

2019年2月份，南通市城市长效管理现场考核督查组对全市各区、各街道、各专业工作组、市有关重点责任部门进行了全面抽样测评，现将我区金沙

街道列入A类街道、金新街道列入C类街道，考核结果通报如下：

2019年2月份南通市市区城市长效管理
通州区街道现场考核结果通报

2019年2月份南通市市区城市长效管理
通州区现场考核结果通报

    

考核项目考核项目考核项目考核项目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 
检查检查检查检查 
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A、、、、C类类类类 
街道街道街道街道 

平均分平均分平均分平均分 

A、、、、C类类类类 
街道街道街道街道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主要责任主要责任主要责任主要责任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街道门店 

（主次干道、 

商业大街） 

15 
金沙街道 13.50 

 
13.56 5 

区城管局 
金新街道 13.20 13.29 4 

街道门店 

（背街后巷） 
10 

金沙街道 8.80 9.03 5 
区城管局 

金新街道 8.80 8.90 4 

街道门店 

（市场周边） 
10 

金沙街道 9.00 8.81 4 金沙街道 

金新街道 8.90 8.98 4 金新街道 

农贸市场 15 
金沙街道 13.13 13.13 7 

区市场监管局 
金新街道 13.50 13.38 2 

有物业管理 

居民小区 
10 

金沙街道 8.80 8.96 7 
区住建局 

金新街道 8.80 8.93 5 

无物业管理 

居民小区 
15 

金沙街道 12.45 12.62 6 金沙街道 

金新街道 12.75 12.80 4 金新街道 

河道 10 
金沙街道 7.00 8.27 8 区城管局 

区住建局 金新街道 7.40 8.73 6 

小餐饮店 10 
金沙街道 9.80 9.32 1 

区市场监管局 
金新街道 9.50 9.37 2 

食品店 5 
金沙街道 4.50 4.78 6 

区市场监管局 
金新街道 5.00 4.85 1 

合计 100 
金沙街道 86.98 88.47 7 

/ 
金新街道 87.85 89.23 6 

    

    

考核项目考核项目考核项目考核项目 
分值分值分值分值

（（（（100分）分）分）分）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4个区个区个区个区 
平均分平均分平均分平均分 

4个区个区个区个区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主要责任主要责任主要责任主要责任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街道门店 
（主次干道、 
 商业大街） 

100 
89.00 

89.33 2 区城管局 

街道门店 
（背街后巷） 

100 88.00 89.00 3 区城管局 

街道门店 
（市场周边） 

100 
90.00 

89.67 88.52 1 
金沙街道 

89.00 金新街道 

农贸市场 100 88.33 88.33 2 区市场监管局 

有物业管理 
居民小区 

100 88.00 89.95 4 区住建局 

无物业管理 
居民小区 

100 
83.00 

84.00 86.10 4 
金沙街道 

85.00 金新街道  

网吧（包括 
游戏机房） 

100 96.67 95.83 2 区文广旅局 

河道水质 100 100.00 78.10 1 区住建局 

河道保洁 100 72.00 85.43 4 区城管局 

建筑工地 100 96.67 99.17 4 区住建局 

大型商场超市 100 100.00 95.00 1 区商务局 

交通秩序 100 96.00 93.25 1 区公安局 

小餐饮店 
（非星级） 

100 96.50 92.86 1 区市场监管局 

食品店 100 95.00 96.10 3 区市场监管局 

餐饮业       
（宾馆酒店） 

100 97.50 97.50 2 区文广旅局 

公交车 
出租车 

100 100.00 100.00 1 区交运局 

学校及周边环
境 

100 90.00 97.14 4 区教育局 

景区景点 100 _ _ _ 区文广旅局 

旅行社 100 100.00 100.00 1 区文广旅局 

公益广告 100 合格 合格 合格 区城管局 

2019年2月份南通市市区城市长效管理
通州区有关职能部门现场考核结果通报

职能部门职能部门职能部门职能部门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平均分平均分平均分平均分 4个区排名个区排名个区排名个区排名 

通州区环卫处 84.00 79.45 1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 91.80 91.51 2 

通州区城管局 92.74 92.63 2 

    

近日，区税务局开展了

送涉税维权知识进企业、进

园区、进街道、进社区活动，

现场为纳税人讲解涉税维

权知识、回答涉税维权咨

询、受理涉税维权投诉。图

为近日该局税务工作人员

在城区设点提供涉税维权

服务。

卑多敏 顾学锋 摄影

报道

本报讯（记者顾艳 通讯员许

建）3月是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
月”。3月 14日下午，区公路管理
站党支部开展“向上向善、德行天
下”主题党日活动，活动将主题党
日常态化制度化、“3·5”学雷锋日
活动和慈善实践、新时代道德建设
相结合，在中华慈善博物馆进行学
习教育。

行车途中，全体人员上了一堂
题为“雷锋精神的时代意义”的党
课。在中华慈善博物馆，感受中华

民族慈善文化传统和当代慈善事
业的发展与成就，充分认识慈善对
个体道德人格、社会公德规范以及
社会道德风尚建设的重要价值。
大家纷纷表示，以慈善行为进行

“道德积累”，才能“德行天下”。
活动中，党员和职工代表还开

展了“党员互评、群众测评”星级评
定。区公路管理站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全体党
员干部、公职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奉
献意识。

向上向善 德行天下

区公路管理站主题党日活动
融入慈善元素

本报讯（见习记者李越文 通

讯员丁鹏鹏 臧靓）近日，刘桥镇联
合通州区农林综合执法大队启动
2019年第一次农机“送检下乡”集
中检审。

检审过程中工作人员为农机手
免费验车、刷漆、喷字、贴设反光
标识，严格把关检测过程，确认

人、证、机对应无误后，派专人对
农机的关键部位和配件详细查看，
确保农机作业条件合规，设备状态
良好。检审现场还设了多块农机操
作宣传牌，提醒农机手驾驶操作时
要讲究规范，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
根弦。

今年，刘桥镇创新服务机制，在

镇原有固定检审点的基础上，根据
机手实际情况，以村为单位设立多
个分点，优化路线，并联检审，真正
做到打通农机检审最后一公里。

“我有两台收割机，1 台拖拉
机，本来觉得能在镇上验车已经很
方便了，没想到政府替我们想得这
么周到，家门口也能验，省得我雇人

开到镇上，真是做了大好事！”农机
手陆建新高兴地说。农机手们排队
时间短了，办理速度快了，纷纷为本
次活动点赞。

“这么操作，我们的工作是会烦
琐些，但方便了老百姓。”区农林综
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张敢表示。

刘桥镇：“送检下乡”打通农机检审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