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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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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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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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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重
检查

区域

所属街道

类别
得分

A、C 类

街道

平均分

A、C 类

街道

排名

主要责任

单位

街道门店

（主次干道、

商业大街）

15
金沙街道 A类（9个） 14.03 13.53 1

区城管局
金新街道 C类（6个） 13.94 13.50 1

街道门店

（背街后巷）
10

金沙街道 A类（9个） 9.20 8.79 2
金沙街道

区城管局

金新街道 C类（6个） 9.40 9.10 1
金新街道

区城管局

街道门店

（市场周边）
10

金沙街道 A类（9个） 8.80 8.75 3 金沙街道

金新街道 C类（6个） 8.40 8.92 6 金新街道

农贸市场 15
金沙街道 A类（9个） 13.43 13.14 4

区市场监管局
金新街道 C类（6个） 13.35 13.60 4

有物业管理

居民小区
10

金沙街道 A类（9个） 8.20 8.84 9
区住建局

金新街道 C类（6个） 8.70 8.67 3

无物业管理

居民小区
15

金沙街道 A类（9个） 12.45 12.48 5 金沙街道

金新街道 C类（6个） 11.55 12.48 6 金新街道

河道 10
金沙街道 A类（9个） 7.20 8.73 9 区城管局

区住建局金新街道 C类（6个） 8.80 8.80 3

小餐饮店 10
金沙街道 A类（9个） 9.50 9.08 3

区市场监管局
金新街道 C类（6个） 9.60 9.47 2

食品店 5
金沙街道 A类（9个） 4.80 4.84 7

区市场监管局
金新街道 C类（6个） 4.80 4.97 6

合计 100
金沙街道 A类（9个） 87.60 88.19 6

/
金新街道 C类（6个） 88.54 89.49 5

2020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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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分 平均分 4 个区排名

通州区环卫处 93.50 87.45 1

通州区城管局 93.52 92.85 2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 92.30 92.11 3

本报讯（记者李越文）2月21
日上午，石江公路北段改扩建工程
正式开工。

石江公路北段改扩建工程位
于西亭和石港镇，是国道345的北
延工程，交通流量大，现有道路等
级低且损坏严重，无法满足安全快
捷的通行需求。目前，南段345国
道已建成通车，为了改善石港科技
产业园及通州北部片区出行条件，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经区委区政府
研究决定，该工程列为区 2020年
城建交通重点工程。

石江公路北段改扩建工程起
点衔接 345国道南通东绕城段邓
九路口，向北分别与骑四线、富港

路相交，止于石港镇渔湾中路，全
线总长 5.329公里，按照一级公路
标准，采用四幅路整体式断面，机
动车车道为双向六车道，设计速度
100km/h；两侧设置辅路及土路肩，
路基标准横断面宽 46m。全线有
中小桥梁 3座；涵洞 21道；主要平
交 3处，被交道分别为骑四线、石
港南二环、渔湾中路。工程总造价
约4.7亿元。

活动上，承建单位南通路桥工
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南通市交通
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作表态发
言。

副区长刘学军宣布项目开工，
区领导盛启平主持开工活动。

石江公路北段改扩建工程开工

问：在树木上晾晒衣物，攀

爬树木的应受到什么样的处

罚？

答：依据《南通市城市绿化
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的
规定，处五十元罚款。

“我没有警察一样的身份，但
我有和警察一样的责任，关键时刻
一定上。”谈及坚守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一线的初心，东社派出所保安
大队大队长陈卫忠认真回答了这
个问题，厚实的口罩之下掩饰不了
豁达之色。

疫情防控战斗打响以来，区公
安局全体民警、辅警全力以赴，投
入到抗疫一线。陈卫忠就是辅警
中的一员，面对疫情，他冲锋在前，
战斗在第一线。

1月24日晚，在东社慈云寺值
完夜班的陈卫忠刚回单位准备休
息，就接到群众举报，称自家住所
附近停着一辆鄂字头牌照的汽车，
希望派出所查证处理。

“接到反映后，我们都很重视，
第一时间就向值班领导汇报。”陈
卫忠告诉记者，防疫工作刻不容
缓，他一边安抚当事群众情绪，提
醒他们要注意防控，一边联系值班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经核实车辆和驾驶人员信息，
并通过实地探访，陈卫忠得知车主
张某一家确系武汉回通人员，于农
历腊月廿九驾车从湖北武汉出发，
大年三十抵通。“确认了张某一家
的具体情况后，我们联系疾控人员

给他们测量体温，虽然检查结果都
没问题，但我们还是劝他们居家隔
离 14天，他们也接受了。”陈卫忠
说。

陈卫忠所负责的东平村是武
汉回通人员较多的一个村。陈卫
忠迅速召集镇村干部、各类志愿
者，一起起早带晚全面筛查赴武汉
地区务工、经商人员回通信息。期
间，共寻找到密切接触人员47人，
上报有关疫情问题线索13条。

“虽然很辛苦，但很有成就感，
尤其在抓获网逃人员后，疲惫感一
扫而空。”陈卫忠激动地说。原来，
2月4日，在所长的带领下，陈卫忠
一行人依靠已掌握的线索，利用排
查人员数据的契机，乔装成医务人
员，顺利把山西警方通缉的一网逃
人员张某堂抓捕归案并顺利移交
山西警方。

“累是肯定的，疫情过后我想
好好睡个觉，孩子马上也要高考
了，我要多陪陪他。”陈卫忠笑着
说。

记者季俊杰 张笑月 通讯员

王丽华

连日来，西亭镇

在抓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基础上，积极引

导农业经营主体科

学有序复工复产。

图为工作人员在蔬

菜生产基地排查登

记外来人员。

卑多敏 俞菲

摄影报道

特辅警陈卫忠：防疫抓捕两不误

陈卫忠检查过往车辆。 季俊杰 张笑月 摄

本报讯 （记者徐艳梅 通讯员

黄毓毓 陆云芬） 2月 21日上午 9
点 30分，通州区新冠肺炎定点收
治医院，疑似患者张某在医护人员
的陪同下，走出治疗隔离区。这是
该院启用以来首个出院的新冠肺炎

患者。
张某，张芝山镇人，因与此前该

镇确诊患者有密切接触，在集中观
察时出现发热等症状，于2月6日晚
入院。据定点收治医院专家组副主
任医师张光远介绍，他们对张某进

行了药物、心理等综合性治疗，症状
明显好转，连续两次核酸检测阴性，
经过医疗救治专家组复核，达到了
出院标准。

张芝山镇副镇长曹敏给张某送
上鲜花，祝贺她痊愈出院，并表示已

对张某家进行了消毒，张某回家后
将居家隔离14天，同时进行健康监
测。张某双眼泛红，哽咽着把所有
医护人员谢了个遍：“太感谢了，你
们每天冒着危险给我治疗，还送饭、
买水果，帮助我康复，你们辛苦了！”

本报讯（记者李天舒）测量体
温、消毒、登记……2月 21日，在城
东新区雍景苑项目现场，几名管理
人员正有序地排队入场，为复工做
最后的准备。据了解，该项目已通
过了主管部门的备案申请，符合复
工标准。

“我们制定了相应的疫情防控
应急预案和复工实施方案，准备了
比较充足的一次性医用口罩等防控
物资，在确保疫情防控万无一失的
前提下才启动复工的。”工程负责人
陈文俊说，项目部已经确定并全面
排查了 100余名第一批复工人员，
剩下的员工将分批次复工。为充分

保障复工安全，项目部还建立了应
急隔离区，可以对体温异常的工人
进行紧急隔离。“雍景苑项目一期预
计 8月份交付，二期目前仍在主体
施工阶段，我们会在确保工程质量
的前提下有序推进施工，确保如期
交付。”陈文俊表示。

在金沙街道金东新城初中、小
学和幼儿园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
检测体温、佩戴口罩后进入工地开
始作业，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据
了解，当天是该项目复工首日，250
名经过全面筛查的员工返回了工作
岗位。该项目总占地面积 174亩，
总投资约2.3亿元，于去年7月开工

建设，建成后将极大缓解城区义务
教育和学前教育的办学压力。

为确保工人在施工期间的安
全，项目部成立了疫情防控小组，严
格落实体温检测、场所消毒、员工分
餐等疫情防控工作，并积极筹备长
期的防疫物资。“我们将迎难而上，
克服一切困难，开足马力进行施工，
严格按照学校建设的标准，保安全、
保质量、保进度，确保 9月 1日正式
交付使用。”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吴广华表示。

为进一步压实企业疫情防控和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保障全区建筑
企业和工程项目安全平稳开复工，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城建防控组将开
（复）工申请制改为备案登记制，报
备后，符合标准的可自行开（复）工，
切实做到应开尽开。我区行业主管
部门和属地政府将对已经报备的项
目进行现场检查，如发现问题，一律
停工整改，并根据相关规定按上限
进行处罚。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服务，主动
对接企业，根据企业现实需求，千方
百计帮助其解决复工复产中遇到的
人员返工、物资保障等难题，为建筑
企业和工程项目开复工创造良好条
件。”区住建局工程建设管理科科
长刘建华表示。

我区建筑企业和工程项目陆续复工

通州“火神山”首例疑似病人出院

本报讯（记者徐艳梅 通讯员

葛宏亮）近日，在金沙街道平桥镇
村御润家庭农场，农场主王竹青拿
着剪刀站在樱桃树下和街道农办
负责人倪晓燕说着话：“现在只有
我一个人修剪，下个月开始就需要
大量人工了，准备申请复工，手续
要怎么办呢？”倪晓燕详细告诉他
复工手续，同时强调防疫物资要准
备到位、复工人员行动轨迹要掌
握，“为别人好也是为自己好。”

农时不等人，眼下既是疫情防
控的重要期，也是春耕生产的关键
时节。金沙街道积极引导群众早
计划、早动手，主动服务，做好保
障，了解农场复工需求、帮助解决
问题，“对需要多人耕作、培管的农
场、农企等，我们都反复要求做好
防护措施，做到疫情防控和春耕生
产两不误。”倪晓燕说。

金沙街道万顷良田六总路段，
大片绿油油的小麦随风掀起碧浪，
春色欲滴，无人机正在喷洒药水。

中间一块地里，挖机耕翻着土地，
在做育秧前的准备，这是江苏农垦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安分公司金
沙基地的育秧基地，有100多亩。

金沙基地在万顷良田有 6500
亩，种植小麦和水稻，去年产量分
别达到290万公斤、390余万公斤，
是名副其实的“米袋子”。基地在
元宵节前就向街道申请复工，“街
道开辟绿色通道，当天就批复同
意，保证了不误农时，我们按照街
道提出的防疫要求严格管理，迅速
开始春耕。”江苏农垦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海安分公司金沙基地负责
人夏万其说。

目前，金沙街道的春耕春种都
在有序进行中。倪晓燕说，下面他
们将继续优化服务，通过微信、电
话等方式，及时做好技术指导，重
点加强对蔬菜等生产基地的技术
支持，解决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
题，“助力春耕春种工作，全力保障
老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

金沙街道做好服务助春耕

考核项目
分值

（100分）
得分

4 个区

平均分

4 个区

排名

主要责任

单位

街道门店
（主次干道、
商业大街）

100 93.13 90.29 1 区城管局

街道门店
（背街后巷）

100 93.00 90.69 1 区城管局

街道门店
（市场周边）

100
88.00

86.67 88.61 4
金沙街道

84.00 金新街道

农贸市场 100 89.33 89.61 3 区市场监管局

有物业管理
居民小区

100 84.50 87.63 4 区住建局

无物业管理
居民小区

100
83.00

80.00 84.30 4
金沙街道

77.00 金新街道

网吧（包括
游戏机房）

100 90.00 90.00 2 区文广旅局

河道水质 100 80.00 82.50 3 区住建局

河道保洁 100 80.00 85.73 4 区城管局

建筑工地 100 100.00 97.50 1 区住建局

大型商场超市 100 100.00 96.25 1 区商务局

交通秩序 100 83.00 89.25 4 区公安局

小餐饮店
（非星级）

100 95.50 92.73 1 区市场监管局

食品店 100 96.00 97.95 4 区市场监管局

餐饮业
（宾馆酒店）

100 100.00 96.25 1 区文广旅局

室外公共厕所 100 97.50 96.25 2 区城管局

公交车
出租车

100 合格 合格 1 区交运局

学校及周边环境 100 100.00 100.00 1 区教体局

景区景点 100 97.50 97.81 3 区文广旅局

旅行社 100 97.50 98.13 2 区文广旅局

公益广告 100 合格 合格 1 区城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