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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种植
促增收

本报讯（记者李越文 通讯员

刘淑芬 丁鹏鹏）“下半年，刘桥镇将
在确保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础
上，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大
力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和城市服务能
级，高质量绘就农村都市的崭新图
景。”近日，刘桥镇组织全体镇村干
部学习贯彻区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精
神，进一步明确下阶段工作目标。

今年以来，刘桥镇高度重视经
济运行，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的指
标任务，紧盯经济运行的分析监测，
不断优化工作推进的机制建设。上
半年，全镇经济运行持续平稳、稳中
有进、进中提质，各项指标实现预期

目标，在全区二季度高质量发展考
核中排名第一。

面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
机遇，下半年，刘桥镇将聚焦聚力、
驰而不息，主动承接上海、苏南、南
通产业梯度转移，着力打造南通城
区北翼的区域制造中心和物流中
心，围绕“当好企业娘家、力争服务
到家”的理念，助力企业高质量发
展，为镇区经济腾飞打造强劲有力
的活跃增长极。刘桥镇党委书记顾
灏说：“我镇进一步明确招商目标，
通过加快与上海、苏南等地的对接，
引进智能装备、机械电子等与我镇
产业切合度高的项目，做大做优产

业链，下半年力争签约六项。同时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优化服
务，明确项目建设的时间节点，实行
一对一帮办，推进项目快落地、快投
产、快竣工，下半年力争开工亿元项
目四个，为全镇经济发展注入新活
力。”

全委会报告指出，要更大力度
提升城市能级，努力打造城市发展

“功能核”。刘桥镇将以“绣花精
神”精心谋划镇村管理，优化镇村
环境，在富民、惠民、安民上持续
用力，做优镇村服务品质。“一方
面我们将进一步完善集镇基础配
套，加快推进青年路、迎宾路的维

修工程，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方便。
另一方面加快镇区改造步伐，引进
优质开发商，建设高标准的集镇综
合体，进一步提升镇区的社会服务
水平。此外，加快实施污水处理厂
的厂改站工作，推进镇区内截污纳
管以及凤王河等河道整治工作，为
居民提供宜业宜居的良好环境。”
顾灏表示。

提升产业发展和城市服务能级

刘桥镇描绘农村都市崭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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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吴明春（身份证号码为 32062419640824745X）遗失养老保
险手册，作废。

本报讯 （通讯员张俊铭） 8
月12日下午，通州区首届青少年
科技夏令营结营仪式在南通高新
区小学举行。

该活动由区科协主办，区青
辅协和南通高新区小学共同承
办，为期10天，共开设虚拟机器
人、VEX机器人、3D打印、科学
航模等 4门课程，为学生们呈现
了一份暑期科技盛宴。期间，营
员们还参观了金沙街道天熹社区
生态科普馆，体验体感互动、人
力发电、频射识别、影音感知等
声光电技术。活动评选出20位优
秀营员及 5位优秀科技辅导员，

并进行了颁奖。
此次夏令营开启了通州青少

年科技教育创新之路，积累了教
学经验和方法，为通州区青少年
科学教育品牌化建设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区科协主席王晓燕表
示，今年 9月份区科协还将举办
首届青少年科技创新政府奖颁奖
仪式、第二届公民（青少年）科
学素质电视大奖赛等一系列活
动，以此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科
普志愿服务活动，增强中小学生
的科技意识，培养学生学习科学
的兴趣。

通州首届
青少年科技夏令营成功举办

一、基本案情

2019年 6月 20日，城管部
门行政执法人员在巡查过程中发
现，南通市某置业有限公司在南
通市某区某房地产开发项目东北
侧空地内，有涉嫌未取得《建筑
垃圾处置（排放）许可证》排放
建筑垃圾的行为，执法人员立即
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 2019 年 6 月 20 日，
当事人南通市某置业有限公司在
未取得《建筑垃圾处置（排放）
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将其
开发建设的某项目基础施工过
程中产生的工程渣土排放于该
项目东北侧一块空地内。

根据案件查办需要，行政执
法人员制作了案件调查询问笔
录、现场检查笔录，拍摄了现场
证物照片等，证明当事人南通市
某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9年 6月
20日擅自排放建筑垃圾（工程
渣土）的事实及现状。

二、处罚依据及查处结果

当事人南通市某置业有限公
司在未取得《建筑垃圾处置（排
放）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排放
建筑垃圾的行为，违反了《南通
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第十
一条第一款：“建设单位应当在
建设工程、拆除工程开工二十日
前，持下列材料向工程项目所在
地的区、县（市）城市管理部门
申请办理《建筑垃圾处置 （排
放）许可证》：（一）《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或者拆除工程备案
文件；（二）建筑垃圾分类处置
计划等事项；（三）运输合同、
消纳合同；（四）市容环境卫生

责任书。施工单位应当在《建筑
垃圾处置（排放）许可证》规定
的范围内排放建筑垃圾”的规
定，构成了“擅自排放建筑垃
圾”的行为。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
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
度，依据《南通市城市建筑垃圾
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
项：“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
定，未取得《建筑垃圾处置（排
放）许可证》，建设单位擅自排
放建筑垃圾的，处五千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城管部
门决定给予当事人作出责令限期
改正，处以罚款人民币20000元
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对城管部门的行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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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案件点评

建筑垃圾处置（排放）是行
政许可事项，产生建筑垃圾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承担处置责任，并
严格按照核准的时间、路线和地
点进行处置。另外，城管部门提
醒广大市民，家庭装潢产生的零
星装潢建筑垃圾也应当妥善收
集，按规定投放到指定地点，不
得随意倾倒、堆放，维护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保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

某公司擅自处置（排放）
建筑垃圾案

本报讯（记者顾艳）8月 14日
上午，在石港镇马道村富升果园，数
辆卡车上工人正在装载黄桃。据果
园负责人薛富升介绍，他家的“锦
绣”黄桃自上市以来，供不应求。一
大早，上海、苏州批发市场的客户就
来进货了，一上午就发货约两万斤。

记者看到，180余亩的果园内，
一枚枚硕大的黄桃挂在枝头，露出
喜人的黄色。果农正在将成熟的黄
桃采摘下来，进行挑拣和分装，浓郁
香甜的桃香弥漫在包装车间内。薛
富升说，今年桃树挂果较多，且日照
充足，黄桃的口感和品质均优于往
年，“果园内的黄桃成熟期在八月
初，八月底将售罄，也只有这一个月
能尝鲜了。”富升果园的“锦绣”黄桃
8月6日批量上市，截至目前已卖出
10万多斤。

富升果园占地约 210亩，其中
183亩种植着品种优良的“锦绣”黄
桃，其余则套种着珍珠枣油桃和翠

冠梨等优质水果品种。对于自家水
果销售，薛富升很是自信，果园成立
没几年，因为品质好，价格公道，已
经有了不少“回头客”。“很多客户都
是大批量购买，在树木挂果前就预
订好了。”薛富升说。

园内的珍珠枣油桃7月中旬就
开始成熟了，这个品种是由桃树和
枣树嫁接而成，兼具两者香气，口感
脆甜，在南通较为少见，能长成上好
的品质更是少之又少。“这个品种的
桃子培管难度大，结的果子也少，一
般品相的要卖12元一斤，好一点的
卖得更贵。”薛富升告诉记者，今年
果园丰收，预计能产 40多万斤水
果，且各个品种都得到不少客户青
睐，年销售将达到200万元。

金沙街道“儿童卫士”
防霸凌行动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徐艳梅 通讯员葛宏亮 实

习生顾媛媛）8月 14日上午，金沙街道虹南社
区里，放暑假的孩子们济济一堂，聚精会神地
听街道的志愿者讲故事。

为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金沙街道从5
月份起开展“儿童卫士”系列活动，根据孩子
的年龄特点，进社区、进学校开展心理、亲子
关系等方面的教育活动。

当天活动主题是“防校园霸凌——别让
伤害靠近你”，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告诉孩子
们什么是霸凌、如何防止校园霸凌、遇到校园
霸凌怎么办，从而减少儿童心理和身体的伤
害，保护儿童身心安全。上初中的范子欣说：

“通过这次活动，我知道了以后万一遇到霸
凌，要勇敢说不，向老师和爸爸妈妈及时反映
情况，保护好自己。”

兴东街道加强环境管理
打造靓丽风景

本报讯（记者朱键 通讯员陆倩文）8月

12日，兴东街道城管中队组织对镇区两家商
铺存在多年的违章雨棚及不符合镇容管理规
定的广告设施进行了拆除。

在此次拆除工作开展之前，城管中队执
法人员与当事人多次进行沟通，宣传街道推
进城镇一体化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
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限期整改。由于前期
宣传工作到位，两家商户均比较配合，拆除工
作顺利完成。

近年来，兴东街道不断提高区域内镇容
环境管理水平，进一步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
果，提升了城市文明程度，塑造了良好对外形
象。

下一步，兴东街道将以群众满意、街道美
丽为目标，落实城镇一体化工作要求集中解
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瞄准整改和管理短
板，精准施策，创新方法，打造整洁、有序、绿
色、靓丽的兴东街道环境。

先锋街道开展“三项人员”
安全生产知识培训

本报讯（记者周优优 通讯员刘伟杰 闻

锋）日前，先锋街道举办2019年辖区企业负责
人、安全员及特种作业等“三项人员”安全生

产知识培训班，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意识、安
全意识、责任意识，确保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

此次培训采取集中统一培训方式，共72
人接受培训。市安监、区消防等部门专家结
合典型案例，为大家解读了《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管理条例》，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和现
场安全管理进行辅导，特别对企业使用燃气
安全进行了专题培训，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
义。

培训期间，还通报了今年以来辖区内发
生的事故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情况，用发生
在身边的典型案例警示大家时刻绷紧安全之
弦，并现场对参培人员进行了书面考试。

“这种上课培训加考试的形式，可以强化培
训效果，有利于我们对安全知识的理解和吸
收，切实提高安全责任意识和现场管理能
力。”新建特阔漂整（南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徐飞说。

石港“锦绣”黄桃热销
鲜果品质口感俱佳

西亭镇西禅寺村村干部陈

国民带头发展特种种植，流转

近40亩土地种植中药材白芷，

每亩可产1000公斤白芷，亩收

入超过4000元。

卑多敏 俞菲 摄影报道

我区举办
第七十七期菜单式选学讲座
本报讯 （记者沈维维） 8月

15日，我区第七十七期菜单式选
学讲座在区行政中心多功能报告
厅举行，省应急管理厅巡视员喻
鸿斌应邀作《强化红线意识 坚持
底线思维 不断强化安全生产责任
有效落实》专题报告。

喻鸿斌从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发生；充分认清当前安全生产严
峻复杂形势，进一步增强工作责
任感紧迫感；勇于担当履职尽
责，切实扛起“促一方发展、保
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三个方面
出发，全面分析了当前安全生产
形势，系统讲述了安全生产工作
的特点、规律和落实责任制方面
情况，并对中央、省级领导关于

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
进行了讲解。

区委常委、副区长成小红主
持讲座。她表示，此次讲座站位
高、内容实，既有宽广的视野高
度，又有独到的见解深度，为我
区全面把握当前形势、有效开展
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思想启迪和
实践借鉴。她指出，当前全区上
下要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全会及区
政府全体扩大会议精神，深入推
进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扎
实开展重点领域整治，着力加强
安全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
应急管理水平，为我区全面开启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征程提供有
力的安全保障。

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活动。

本报讯（记者曹抒雁 通讯员

崔祝进）“这个小区不错，餐饮业油
污分离整改经验确实值得我们学
习和借鉴。”近日，南通高新区餐饮
业整治现场推进会在华山小区召
开，金新街道 9个居委会的同志现
场观摩了华山小区餐饮业油污分
离整改成果，纷纷表示要克服天气
炎热等不利条件，因地制宜，加快
推进所属区域餐饮业整治。

据了解，按照市、区对建制镇
建成区内所有小餐饮业、洗车业、
沐浴业（洗浴、足浴业）、美容美发
业、洗涤业、小旅馆业等“六小行
业”经营户违法排污行为整治要
求，我区各镇（区、园、街道）排查了
一批建制镇建成区内的“六小行
业”，但还存在排查不彻底、整治进
度慢、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为提升
整治效果，近期我区发出关于进一
步深化全区“六小行业”整治的通
知，要求各镇（区、园、街道）进一步

落实主体责任，明确专人督促工作
进度，完善工作方案，扎实推进“六
小行业”的排查整治。

接下来，我区将按照全覆盖、
无死角的要求加大宣传力度，深化
排查“六小行业”，加快整治进度，
要求各经营户污水必须配套建设
隔油、沉淀、净化等截污预处理设
施，并接入城镇或小区污水管网，
禁止污水直排或随意倾倒。对尚
未建设污水管网的经营户，要建立
污水委托收运体系，经营排水必须
经收集治理后，就近将污水运送至
污水处理厂处理，确保年底前已有
经营户污水预处理和纳管率达
90%以上，新增“六小行业”经营户
污水预处理和纳管率达100%。

规范经营秩序 确保达标排放

我区“六小行业”整治再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