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观察

近日，随着气温升高，市民来电

反映流浪狗的问题也随之增加。大量

的流浪狗给居民带来很大的安全隐

患，公众对流浪狗的关注度从未下

降，但是如何管理始终是个棘手的事。

对于流浪狗，有人喊打，有人喊

疼。流浪狗为什么会产生，主要原因

还是弃养所致。既“养”之，则安

之，一座城市的温度，不仅体现在让

市民获得幸福感，也表现在让这些小

动物也能安然栖息。

管理流浪狗需从源头抓起，作为

养犬人，要加强自律，规范认养，对

犬只的生命和安全全程负责，此为破

除犬患的治本之策。作为管理部门，

应当制定并完善相应的认养规定，并

且严格执行。让法律、道德、情感三

条线拧成一股绳，一头拴住犬，一头

管好人。

记者王春香

违章搭建再度抬头 流浪犬类引发关注

一、基本情况
上周共有区级热线电话 2870件，日均处理 410

件，和前一周相比增加 383件，其中区级呼入电话
1711件，和前一周相比增加 260件，区级呼出电话
1159件，和前一周相比增加123件；上周热线共办理
工单 1960件，日均处理 280件，和前一周相比增加
254件；江苏12345在线转办18件，和前一周相比减
少 5件；南通市 12345在线交办 202件，和前一周相
比减少 3件；座席即时解答办结 1091件，和前一周
相比增加245件；派发联动单位办理622件，和前一
周相比增加16件；公众监督网上受理13件，和前一
周持平；微信受理14件，和前一周相比增加1件。

二、热点问题
1.违章搭建问题。上周，市民来电反映违章搭

建问题较多，截至 4月 14日 24时，热线共受理此类
问题 118件，主要集中在农村私房违建和城区居民
小区违建，如川姜镇保障村9组、兴仁镇葛长路村7
组、东社镇横马村2组等农户违建；金新街道金缘花
苑B区45幢、金和家园门面房违建等。热线均已第
一时间交办至相关部门处理。

2.交通信号灯管护问题。近期，市民来电反映
交通信号灯管护问题较多，截至 4月 14日 24时，热
线共受理此类诉求35件。一是设备故障建议检修，
如G345江海大道跨线桥北边红绿灯、平潮镇栖凤
街中国农业银行南通平潮镇支行门口等；二是建议
调整红绿灯时长，如钟秀路和东快速路交界处、世
纪大道与富锋路交界处红绿灯等。热线办均已第
一时间联系交办相关部门妥处。

3.流浪犬类管理问题。随着气温升高，市民反
映流浪狗的问题有所增加。城区主要街道、居民小

区等附近出现大量流浪狗，对居民存在很大安全隐
患。往年就此类问题，热线也多次联系交办过多个
部门，但效果均不理想。建议区有关部门参照《南
通市市区养犬管理办法》出台管理办法，对辖区内
犬只进行管理。

三、市民建议
1.交通出行。平潮镇五平公路与薛平路路口道

路破损严重影响交通，建议尽快维修。金沙街道人
民医院停车场出口只有一个，容易交通拥堵，建议
增设出口。

2.设施维护。二甲镇城中浴室对面广场内灯不
亮，建议及时修理。金新街道金霞北苑25号楼东单
元后面雨水窨井盖损坏，建议尽快维修。金沙街道
星源名苑6号楼东单元与8号楼西单元电梯无法正
常运行，建议检修。

3.便民服务。银河路中国工商银行通州支行南
门树太高，建议修剪。平潮镇平西村 7组地税分局
西边有两棵玉兰树倾斜，建议尽快处理。金新街道
界北村19组东西桥无护栏，建议安装。

四、优秀案例
1.服务对象陈翠平来电反映平潮镇派出所西侧

育才路，“新百伦鞋铺”私自在店门口公共停车位上
安装地锁，望相关部门查处。热线交办平潮镇，平
潮镇反馈，接到诉求后已及时安排城管队员现场查
看，与商家多次协商后，现已将地锁拆除。热线回
访服务对象，其对部门快速处置表示满意。

2.服务对象来电反映金沙街道烈士陵园革命烈
士纪念馆公示因危房封锁，但至今未维修处理。热
线交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反
馈，区革命烈士纪念馆 2017年年初鉴定为危房，为
确保安全，自2017年3月起已停止对外开放。经过
两年多的努力，区烈士陵园整体改造设计方案数易
其稿，基本形成，该方案已报区政府。考虑到工程
概算数额较大和区财政的承受能力，初步决定分期
建设，一期工程拆除两幢旧的纪念馆，新建综合
馆。热线回访服务对象表示理解。

自律+严管
让流浪犬不再流浪

一起露天烧烤食品查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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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及查处
2018年 8月，南通市某区

大海街道大海路，一家烧烤店
店主陈某某在夜间将食品放在
道板上，从事露天烧烤食品经
营活动，该行为已违反大气污
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南通市
某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随
即立案调查。

南通市某区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经调查取证，根据《江苏
省大气颗粒物污染防治管理办
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禁止在
城市主次干道两侧、居民居住
区以及公园、绿地管护单位指
定的区域外露天烧烤食品”的
规定，对此进行立案查处。

经局案件审理委员会讨
论，根据《江苏省大气颗粒物污
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
之规定，形成责令陈某某立即
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人民币
2500元的处理意见，而后向陈
某某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陈某某未提出陈述申辩和
听证要求。

二、处罚依据
根据《江苏省大气颗粒物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二十四
条第二款“禁止在城市主次干
道两侧、居民居住区以及公园、
绿地管护单位指定的区域外露
天烧烤食品”的规定，构成了

“露天烧烤食品”的行为，根据
《江苏省大气颗粒物污染防治
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违反本

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在城市主次干道两侧、居民居
住区或者公园、绿地管理部门
指定区域外露天烧烤食品的，
由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二千
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城管局对
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责
令改正，处人民币2500元整的
罚款。

当事人对此行政处罚决定
没有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已将罚款缴入财政专户。

三、案件点评
在店外经营露天烧烤，属

于违反《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的众多
店外占道经营违法行为的一种
情形，但是此行为更违反了《江
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江苏
省大气颗粒物污染防治管理办
法》规定的专项条款，属“在城
市主次干道两侧、居民居住区
或者公园、绿地管理部门指定
区域外露天烧烤食品”的违法
行为。本案中，城管部门针对
露天烧烤的违法行为，综合考
虑违法行为的性质、后果、危害
等因素，准确适用恰当的案由
实施行政处罚，取得了良好的
执法效果。

本报讯（记者周优优 通讯
员朱勇 周媛媛）“趁天气好，大
家抓紧点干啊。”4月15日上午，
在先锋街道永安村 29组，多名
工人正在清理宅沟河面的漂浮
杂物、水草（见上图，周优优
摄），以及岸坡杂草、垃圾等。河
道清了、河岸净了，村民们都非
常满意。村民石树彬感叹说：

“整治后河道干净了很多，希望
做好后续长效管理，让河道一直
干干净净地下去。”

据悉，为纵深推进河道整
治，不留死角，今年，先锋街道以
村沟宅河治理为突破口，将治水
从“主动脉”延伸到“毛细血管”，
以永安村、周圩村为示范，全方
位推进村沟宅河整治，切实提升

村貌。
在永安村 22组，多条泯沟

宅沟已完成整治工作。“全村大
小泯沟宅沟三四百条，我们投入
近 80万元，分 8个标段推进整
治，预计3个月可完工。”永安村
党总支书记吴亚菊告诉记者，

“我们还组建了专门的管理、监
督队伍，确保整治落实到位，切
实提升村民幸福指数。”

近年来，先锋街道全面推行
“河长制”，实施一河一策，致力
于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目标。去年，全街道8个村共
清理河坡垃圾242处，清除网簖
50处，疏浚河道 5条，建设桥梁
两座，河道面貌焕然一新。

先锋街道全方位推进
村沟宅河整治

治水从“主动脉”延伸到“毛细血管”

本报讯（记者沈维维 通讯员易红娟）日
前，区农业农村局“科学用药进万家”宣传活
动在十总镇农贸市场展开，重点围绕小麦赤
霉病防治及合理使用农药等方面进行宣传，
吸引了众多农民朋友。

现场，区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的技术人员
向当地群众发放小麦赤霉病“一喷三防”明白
纸、水稻种子药剂处理情报等资料500份，并
耐心解答农民朋友提出的当前小麦等农作物
生产中遇到的植保技术问题。“将科学用药的
知识送到农村来，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指导和
帮助。而且他们的讲解也很通俗易懂，我问

的好多问题都详细解答。”农户徐松涛说。
当前，小麦正值大面积抽穗扬花，也是以

赤霉病为重点的小麦病虫害整体防控的关键
时期。区植保站相关人士表示，利用活动开
展让农民了解当前小麦赤霉病防治的重中之
重、“小麦一喷三防”技术要点和防治的重要
性，提升他们农业病虫害的防控意识、科学使
用农药的安全意识，保证粮食安全。

据悉，这是该局开展科学安全使用农药
宣传周的首场活动，下一步还将走进西亭、石
港、平潮等镇，切实提高农业人员的科学用药
水平。

本报讯（记者朱键 通讯员
何海涛）近日，位于希望路西侧、
新金西路北侧的通州美食广场
内，安全巡查人员发现一家餐饮
店突然冒出浓烟，店内现场智能
化设备迅速报警，喷淋系统启
动，物业值班人员立即切断电
源，关闭燃气阀门，疏散周边人
员，拿起灭火器灭火，数分钟后
成功消除险情。

此次火情的应急处置充分
检验了通州美食广场智能化设
备，也检验了美食广场物业管理
公司应急处置能力，展现了员工
良好的应急反应能力。据了解，
通州美食广场自 2017年 3月开
工建设，2018年 10月正式投入

运营，广场设计科学，监控、喷
淋、电子显示屏、燃气管道、油烟
净化设施等现代化硬件设备先
进，是一个配套设施齐全，能有
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公共场
所。

区城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通过服务外包的方式，公
开招标聘请了有资质和管理经
验丰富的物业公司专业管理。
为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我们
每周在美食广场公共设施、环境
卫生、基础设施管护、安全保卫、
停车秩序等方面加强对外包公
司的督查考核，不断强化安全意
识，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本报讯（记者朱键 通讯员徐玉红）近日，省自然
资源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孔海燕一行到兴东国土资源
所调研党建工作。

兴东国土资源所将党建工作与业务、队伍、文化
建设相融合，做优擦亮“红耀国土 逐梦青春”党建品
牌，积极贯彻执行“1+3+1”廉政建设模式，以结对共
建、深度融合、创先争优为抓手，扎实推进“强基固本”
工程建设。不动产登记发证“全域通办”试点、综合执
法监管机制、空港产业用地服务模式等先进工作经验
在全市推广。先后获得“江苏省优秀国土所”等荣誉。

孔海燕一行听取了兴东国土资源所党建工作情
况汇报，参观了服务大厅、国土执法警务室、党员活动
室等。孔海燕充分肯定了兴东国土资源所在党建融
合、结对共建、品牌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成效，要求进一
步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为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本报讯 （记者李越文 通讯员刘淑芬
丁鹏鹏）4月 12日下午，刘桥镇举办“三问一
答”镇村干部大讲堂暨“一创三争”主题活动
动员会，进一步提振广大镇村干部干事创业
的激情，鼓足干劲创新解难。

年初，刘桥镇决定在全镇举办“踵事增
华·镇村干部大讲堂”，围绕“三问一答”，即

“以什么样的状态去履职”“以什么样的精神
去攻坚”“以什么样的能力去争先”以及“建
设什么样的刘桥”，让镇村干部走上讲堂，讲
述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展示思想作风、精
神状态，引导全镇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检视
自身的差距，更好地投入全镇各项工作。

此次活动为第一期，以“踵事增华·刘桥
说之奋进篇”为主题。会上，刘桥镇8名同志
作交流发言，围绕“以什么样的状态去履职”

这一问题，通过对自身工作状态的认真剖
析，具体论述了如何让自己的履职“时时在
状态”。镇党委书记对 8名同志的发言作了
详细点评并就镇“一创三争”主题活动进行
了动员部署。

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纪晓玲说：“活动
让我们镇村干部对照先进典型查找自身在
精神、状态、能力上的差距，通过对标找差，
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提升工作能力和服
务水平。”

▲4月17日，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组
织各镇（区、园、街道）环保办全体人员，发改委、水
利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攻坚办全体人员开
展污染防治攻坚战大讲堂讲座。讲座围绕新形势
下环境信访工作这一主题，讲解基层环保信访工作
该怎么做的问题，对我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很
好的指导作用。 （李越文）

▲4月16日上午，通州高中组织部分教职工代
表举行了党风廉政建设座谈，旨在进一步加强队伍
建设，树立公正廉洁的教师形象。今年以来，通州
高中认真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明晰职责，落实
责任，作风建设进一步强化。党员代表均对学校党
建工作表示认可，并
建议党风廉政建设要
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
作，将党建与学校教
育双融合。（王冰心）

安全机制稳定发挥

通州美食广场筑牢“安全墙”

兴东国土资源所工作
受省厅领导肯定 刘桥镇举办“三问一答”镇村干部大讲堂

暨“一创三争”主题活动动员会

提振镇村干部干事创业激情

我区开展科学安全使用农药宣传周活动

城区师范桥新村下岗职工曹
俊夫妇不屈服于命运，在“黄桥烧
饼”的发源地泰兴拜师学会了“黄
桥烧饼”制作工艺，投资开了曹记
黄桥烧饼店。他们每天凌晨四点
多就起床和面打酥制馅，把巴掌
大的烧饼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成为下岗职工再创业的典范。

卑多敏 摄

黄桥
烧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