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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吴江“治违、治污、治隐患”工作的“决胜之年”。全区上下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
关于“三治”工作决策部署，紧盯目标任务，紧扣时间节点，紧抓措施落实，年度各项任务有序推
进。

在全区共同努力下，上半年我区累计完成治违拆旧5854.15亩，占年度任务的58.54%，符合时
序进度，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求；大力开展“散乱污”企业（作坊）整治，共排查各类“散
乱污”企业（作坊）3941家，完成整治3218家；持之以恒推进“331”专项行动，累计停产停业
隐患场所1100余家，查封800余家，取保候审1人，行政拘留7人，全区空间布局不断优化、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安全隐患显著降低，为吴江高质量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提供坚实保障。

攻坚克难完成“双过半”目标任务 助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吴江各区镇半年度“三治”工作亮点展示

今年上半年，吴江开
发区对标先进、主动作
为、敢于担当，扎实
推进。截至 6 月
30日，全区完
成治违拆旧
447.38 亩 ，
占年度任务的
52.08%，按序完
成半年度目标任务。

相较其他区镇，吴
江开发区连片拆旧区域不
多，主要以村级商业为
主。针对区块特色，吴
江开发区做好前期摸
排调查工作，逐
村整治，不断
提升城市环
境水平，消
除安全隐患。

一季度，吴
江开发区顺利完成
淞南村约40亩面积的
拆旧工作。淞南村位于运
河东岸最北端，于2000年左
右，村部40亩左右面积对外
出租，十几年下来，积累了一
大批“散乱污”作坊，并埋下
了不少安全隐患。吴江开发区

“三治”办经过摸排了解到，
实际村里早已停止征收租金，
但这些作坊一直未能清理掉，

“借着‘三治’春风，我们通
过发通知宣传，联合村干部做
思想工作，采取‘两断三清’
等措施，啃下了这块‘硬骨
头’。”吴江开发区“三治”办
相关负责人说。

按照“五个先拆”原则，
吴江开发区紧盯严重影响生态
环境、可能会引发连续违章建

筑的区块。二季度，吴江开发
区强力推进庞北村整治工作。
经过专项整治，庞北村共拆除
了“应拆未拆”非法占用建筑
7处、整改1处，共拆除建筑
面积1800多平方米；整治废
品回收点15处，拆除废品回
收点周边违章建筑近1000平
方米；清理常台高速公路附近
乱堆乱放、脏乱差1000多平
方米。

江陵街道庞北村党支部书
记陈巧才告诉记者，在“三
治”工作推进中，老百姓反映
强烈和污染环境严重的是村里

整治的重点。庞北村结合
“263”“331” 专 项 行

动，在吴江开发区
“三治”办的协调

联动下，强力
推进集中整
治，彻底解

决了庞北村的
历史遗留问题。
吴 江 开 发 区

“三治”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针对不同村 （社
区）的状况，吴江开发区

制定了相关奖惩举措，
例如针对治违拆除、

垃圾清运出台相
关 考 核 奖 励 ，

整个流程合
法、公开、

透明，有效改
善 人 居 生 活 环

境，减少各类安全
隐患，受到老百姓的肯

定。
位于吴江开发区大光路

的圣孚机材（苏州）有限公司
属于镇级企业，近年来由于经营
不善已倒闭，但其长期占用土地
达10.5亩，建筑面积近2000平
方米，上半年，该公司已被吴江
开发区“三治”办予以拆除。

吴江开发区“三治”办相关
负责人表示，在不断深化“三
治”工作的同时，吴江开发区积
极盘活低效土地，近年来，每年
盘活存量土地约1500亩，注重存
量土地的利用与开发，拓展区域
发展空间。下一步，吴江开发区
还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盘活更
多存量土地，通过腾笼换凤，提
升经济发展质效。

逐村整治提升人居环境
吴江开发区按序完成“三治”目标任务

本报记者 张燕

“三治”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长
期工作，道阻且长，需要密切关注，
持续推进，才能打好这一攻坚战。
今年上半年，汾湖高新区（黎里
镇）按照区委、区政府的统一
部署，以前期摸排数据为
基础，提前谋划，周密部
署，扎实推进“三治”工作。

成立督查组 召开座谈会
快马加鞭完成销项752.55亩

根据区委、区政府下达的目标任
务，今年，汾湖高新区需要完成拆旧
任务2425亩。面对任务重、困难
多、工作量大的“三治”工作，汾
湖高新区坚持从头紧起、从
早抓起的原则，紧盯目标任
务，按照时间节点加快推进，
在一季度的工作基础上，于4月
和5月又分别召开“三治”工作月度
分析会，层层压实责任，级级传导压
力，要求各办事处把“三治”工作作为
今年的重点工作推进，按照各自任务，
确定拆旧对象，倒排时间节点，细化工
作措施，规范销项材料，全力推进“三治”
工作。记者得知，截至6月30日，汾湖高
新区共销项752.55亩。

据了解，“三治”工作开展以来，
汾湖高新区成立了督查组，不定期地前
往各办事处开展督查工作，随时掌握工
作动态，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三
治”工作稳步推进；同时每周召开“三
治”座谈会，召集各片区、各村相关负
责人，交流“三治”工作。

目前，汾湖高新区三和村木材市场
整治地块、星谊村整治地块、黎星村厍
星路化工区、长胜村等地块拆旧工作已
完成。接下来，汾湖高新区将重点整治
汤角、青石的“三治”重点地块，并已

出台《汤角、青石“三治”重点地块整治
实施意见》。

推出“六六一”工作法 创新考评办法
高效推进“三治”工作

作为汾湖高新区“三治”工作的重点
区块，金家坝区域内“散乱污”企业（作
坊）数量众多，整治压力较大。金家坝办
事处紧扣“三治”重点、结合自身实际，
创新推出“六六一”工作法，即按先集体
后个人、先主线后村庄、先营利后自住、
先彩钢板棚后砖混房、先院外后院内、先
重点村后拆迁村的顺序精准推进“三治”

工作，确保完成一户一宅的整治目标。
据了解，为充分调动整治积极

性，金家坝办事处还出台了“百日
攻坚”专项行动考核办法，对

各村 （社区） 的工作成绩进
行考评，并与村委年底考
评挂钩，各村（社区）每

周上交进度报表，相关科室
每日上交“散乱污”整治、彩

钢板棚拆除报表，以此倒逼工作
推进。
截至6月底，金家坝办事处“散乱

污”企业（作坊）整治共计312户，建筑面
积约4万平方米，已全部拆除完毕，

目前进入验收收尾阶段；违建彩钢
板棚专项整治，目前共有2539

户完成拆除，建筑面积约12万
平方米，拆除率95.31%。

拆除违章搭建排除安全隐患
为居民创造良好环境

近日，记者走在芦墟老街上，发现
往日河岸边棚屋搭建、违章占道的情况不
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干净整洁的河岸环
境。居民们对此好评不断，这一改变也得
益于“三治”工作。

不久前，芦墟办事处镇东社区协助芦
墟老街居民开展河道两岸的环境大整治，
各类违章搭建被一一拆除。记者了解到，
在此次整治行动中，镇东社区总共拆除违
章20户，面积203.52平方米；镇西社区
共拆除违章建筑14处，涉及12户人家，
拆违面积共165.14平方米。

此外，史家弄以西至西栅桥路段因年
久失修存在路面毁损、不平整等问题，存
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镇西社区对西栅街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集中整治，对坑洼毁损的
路面进行平整，彻底排除这一隐患，为居
民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

层层推进 全面突破
汾湖高新区（黎里镇）“三治”工作稳中有进

本报记者 黄晓雯

根据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盛泽
镇积极在区镇范围内开展“治违、治
污、治隐患”工作，并将“三优
三保”、动拆迁职能整体划入镇

“ 三 治 ” 办 ， 统 筹 协 调
“263”“331”等专项工
作。今年上半年，该镇继
续稳步推进“三治”工作，
并交出了“满意答卷”。

据介绍，2019年，区级下达盛
泽镇的拆旧任务为159.4万平方米，
其中“三优三保”936亩。截至6月底，盛
泽镇已完成拆旧任务81.48万平方米，
其中“三优三保”518.59亩，实现了拆
旧和“三优三保”任务“双过半”目
标。

群铁村位于该镇东南
角，地处江浙两省交界。区
域内大部分企业从事纺织
行业或配套行业，还涉及煤
场、码头、店面房、出租房等近
120余户，分布复杂、安全隐患突
出。目前，经过整治，已全部拆除。

记者了解到，盛泽镇党委、政府从
全镇“三治”工作整体规划和群铁村环
境现状实际出发，将群铁村南北两个村
级工业区列为“三治”重点区域，明确
时间表，下达任务书。

为确保整治实效，镇“三治”办带
领群铁村，将村干部和党员编入5个行
动组，强化组织保障，开展拉网式排查，
优化数据分类，同时发挥各类媒介作用，
以会议、宣传栏、横幅、微信、走访等形
式，结合“263”“331”等专项行动要求，
加大“三治”工作宣传力度。

两个工业区的动迁程序启动后，项
目整治专班分片包户全程参与动迁工
作。同时，梳理涉及动迁的122家企业经
营状况、用工情况、有无产证等，列明问
题和难点，采取“5+2、白+黑”全天候工
作模式，上门动员企业配合动迁。

在镇级重点地块整治方面，盛泽镇
完成南麻粮管所地块、双熟废品市场地
块、南霄废品市场地块、永平废品市场地
块整体拆除工作，共拆除违章建筑
84500平方米，腾出土地266.09亩。

此外，盛泽镇完成东方威尼斯地块
整体拆除工作，共拆除违章建筑面积
3000余平方米，腾出土地约6亩；完
成盛泽敬老院拆除工作，腾出土地36.9
亩，拆除旧房面积3500平方米；完成
吴江市宏胜制版有限公司整体拆除工
作，共拆除建筑面积6047.79平方米，
腾出土地10.4亩。双熟村小工业区拆
迁项目共涉及土地约150亩，其中“三
优三保”规划内土地约127亩，该项目

已于3月中旬启动，48家企业现已全部
完成初评及复评，预计在8月底全部

完成签约。
盛泽镇推进重点动迁项目

工作不松懈，上半年，总体完
成土地征用19.01亩，其中
完成签约328户，拆除368

户，安置464户，组织实施拆
除旧厂房面积4.48万平方米。

通过重点跟进吴江纺织循环经济
产业园、圆明小桃园地块、目澜路、泉

州路、辽吴厂、港务公司等动拆迁项目，
加速推进百姓乐居工程，已完成323户

产证注销和补偿。
今年，“散乱污”企业 （作

坊）整治计划数为1203家。截
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整治，

其中依法取缔 （搬迁）
203 家、整治提升 1000

家，整治完成率为 100%，
共拆除违章面积 66409 平方

米，平整土地116.2亩。
盛泽镇抓实“331”专项整治长

效管理不松动，上半年，累计排查隐患
1261处，其中“三合一”场所141处，
出租房 340 处，电动自行车 231 处，
“9+1”场所549处；拆除违建37117平
方米；对重点单位联合执法43次，停水
停电 145 户，约谈当事人 140 人。“三
治”工作有效消除了“三合一”、出租房
（群租房）、“9+1”场所消防隐患，将火
灾事故遏制在萌芽状态。

确保江浙两省交界断面水质稳定一直
是盛泽镇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以
来，盛泽镇坚持生态立区、注重民生改
善，通过开展“三治”工作，逐村开展环
境综合整治，生态环境质量特别是水环境
质量得到不断改善。今年上半年，江浙交
界王江泾国控断面水质从去年同期四类水
提升至三类水，“三治”工作为水质稳定
作出了积极贡献。

实现拆旧和“三优三保”任务“双过半”目标
盛泽镇奋力打赢“三治”攻坚战

本报记者 贾黎

6月25日，记者来到东太湖度假区（太
湖新城）“三治”办，大家正在研究太浦河
沿线的企业整治，这项工作积极响应《太浦
河—沪湖蓝带计划战略规划》，将是第三
季度“三治”工作的重点之一。记者
了解到，上半年东太湖度假区（太
湖新城）拆旧766.8亩，已完成全
年任务的70.67%，是全区第一个超额
完成半年度任务的片区，整个“三治”
办运转机制顺畅，工作高效。

规划先行：精准摸排打基础

2019年，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三
治”工作成绩亮眼，一季度、二季度均超进
度完成年度任务。时任太湖新城“三治”
办主任丁明表示，这得益于前期的

“三优三保”规划做得到位。
东太湖度假区 （太湖新城） 的

“三优三保”规划盯住了三个重点：一是
集体土地；二是重要水系周围；三是“两
高一低”企业。实践证明，这与全区相继推行
的“三必拆”“五个先拆”原则相契合。

为了精准摸排到点位，东太湖度假区
（太湖新城）设立生态文明办公室，下沉到
各个片区，进而深入每个村（社区）。“每到
一个村，第一件事是拉出该村的建设用地
图，对照地图，一寸一寸进行排摸。”丁明
介绍，进村入户的细致排摸方式，确定了
200多个点位，最终绘制出了松陵、横扇、
八坼三个区域的“三优三保”定稿图。

正是有了前期深入细致的摸排、登记，
今年，东太湖度假区 （太湖新城）“三治”
办挂图作战，先易后难排定拆旧目标任务，
计划完成得有条不紊。

一支铁军：前后方联动提速度

“三治”工作涉及多部门，只有打好“组合

拳”，才能高效推进目标任务。东太湖度假区（太
湖新城）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每周一确定为雷打
不动的例会日。一大早，综合执法、国土、动
迁、生态文明办等“三治”相关部门碰头开会，汇
报工作进度及一周工作计划。“三治工作必须无
条件服从！”在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党工
委会议上，党工委书记高建民多次强调。

二季度，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拆旧工作
重点是企业，丁明告诉记者，前方测绘，后方国土
工作人员电脑前待命，随时查询企业是否有证。
正是在这样高效、协同的团队作战条件下，东太
湖度假区（太湖新城）的拆旧工作始终高效推进。

针对企业拆除，东太湖度假区 （太湖新
城）“三治”办还设立了检查组、告知组、整治
组、复核组等，明确每组的组成人员，一个拆

旧项目各小组环环相扣，通力合作。
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三优三保”三年

任务2000亩，丁明表示，目前“三治”工作中
已拆除、正在拆除、签协议、谈判等每个环

节都有专人负责，各项工作流转顺利，
预计三年任务两年完成。同时，作为
上半年“三治”区级重点区块，直港

村约200亩全部整治完成。

打造样板：形成闭环防回潮

相较八坼、横扇的大面积连片拆除，松陵
片区主要以环境整治为主。二季度，东太湖度

假区（太湖新城）重点整治了木浪路区块，
根除了一大环境顽疾。

木浪路整治区块内的建筑大多为
上世纪80年代所建，其间，还有各
种彩钢板搭建，部分更是违章建筑，

侵占了公共通道。东太湖度假区（太湖
新城）“三治”办发动社区网格人员，共同

前往巡查、排摸，共发现有90户存在彩钢板
搭建情况，违章面积共计2110.66平方米。

4月22日，综合执法、松陵辖区“331”联合
执法组等部门联合对各家违建户发放了整治通
知单，告知违建户，如在5月7日前自行拆除，将
获得政府150元/平方米的奖励；而逾期拆除或
拒绝拆除的，不仅没有政府奖励，执法部门还将
对所有违章建筑依法进行强制拆除。

经过整治，该点共计清理占道经营40多家，
拆除杂乱店招30多处，并联合交警清理了2辆

“僵尸车”。拆除完毕后，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
城）“三治”办又联合综合执法中队、社区、生态文
明办等共同前往验收，并纳入畅销管理机制，环
境整治形成闭环，防止违章搭建回潮。

眼见着木浪路区块整治成效明显，周边市
民也按捺不住，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三
治办”收到了市民来信，希望整治所住小区。
丁明说：“木浪桥整治区块为城区整治提供了样
板，接下来二村、三村、吴模村等区块整治将
按此方法逐步推进。”

纲举目张 协同作战 连片推进
东太湖度假区（太湖新城）高效整合提升“三治”内动力

本报记者 张燕

6 月 4 日下午，震泽镇
“三治”办牵头，联合综合
执法局、安监所、环保
办、供电所、派出
所、市场监管等多
部门 40 余人，
对镇域范围内
零税收、近零税
收、且未进入评估
程序的30余家企业开
展联合执法行动。经过一
系列的前期准备，震泽“三
治”工作基础扎实，正在稳
步推进的过程中，上半年
累计销项744.92亩。

“今年初，为保
证‘三治’工作的
公 平 、 公 正、
公开，我们制
定了一系列的工
作流程，将基础打
扎实。”震泽镇“三
治”办常务副主任姚继仙
介绍，震泽选择了5家评估
公司和5家拆旧公司，召开协
调会统一评估标准，又选择1家复
评公司进行监督，保证评估结果准确、公平。在评
估过程中，遇到每亩评估价格50万元以上的或有
疑义的情况都将进行复评，此外，评估结果中还将
抽出10%的企业进行复评，尽可能消除评估误差。

5月24日，震泽召开“三治”攻坚推进会，
指出要采取上下联动的方式，以23个村为主力军
和第一责任方，镇上各相关职能部门给予释疑解
惑、政策“补丁”、税收分析等支持。会上明确，
从6月1日起，对全镇零税收、近零税收的“散乱
污”企业统一采取“断电停水”执法处理，并且在

接下来工作中参照税收贡献
和形势需要，逐步加大执

法力度。上半年，100
余家尚未拆除的“散

乱污”企业需完成
与村签订自行
拆除协议，限

期拆除到位。
在“三治”工

作实施过程中，为确保
联合执法行动顺利推进，

震泽镇成立了税收保障小
组，实施税收统计分类，对

零税收、近零税收企业名
单进行核准、校验，镇
“三治”办对部分企

业所反映税收疑义
的问题进行及
时 分 类 、 汇

总。5 月 30 日，
震泽召开零税收、

近零税收企业约谈会，
再次明确了停水停电时

间，讲清执法程序和相关政
策，保证此次执法行动的公

平、公开、公正。6月4日的执法
行动，对零税收、近零税收企业进行了停水停电。
6月28日，曹村村对一“散乱污”企业采取停电、
停水等措施后，拆迁公司进场进行地面建筑物拆
除，预计完成腾退约15亩。

“下一步，我们将对无证无照企业采取取缔措施，
责令其停产并进行拆除。”姚继仙表示，“在零税收
企业拆除或签协议完成后，我们将进一步研究，视
情况调整最低税收金额，筛选100家左右企业进行

‘两断三清’。预计7月底前，全镇600余家‘三
治’点位全面完成相关价格评估工作。”

制定精细流程 确立23个村为主力军
震泽镇稳扎稳打推进“三治”工作

本报记者 李裕强

2019年是“三治”工作承上启下至关重
要的一年，七都镇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思想，紧
盯安全隐患消除，把治违拆旧作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有效抓手，拆出了美好环境、助
推了经济发展、也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
和满意度。截至6月底，七都镇年度
治 违 拆 旧 1171 亩 ， 已 完 成 拆 旧
622.31亩，占年度任务的53.14%。

积极构建城乡安全发展环境
“三治”拆违工作+“331”专项行动

开展“三治”工作过程中，七都镇将“三
治”拆违工作与“331”专项行动紧密结合起
来，充分发挥“三治”工作在消除消防安全
隐患、构建城乡安全发展环境、提升社会
治理成效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七都镇“三治”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2月以来，七都镇先后组织召开7次
会议，并围绕“七个严禁”，重点开展出租
房（群租房）整治，对违建出租、一户两宅用
作出租、人均面积不达标等情况坚决拆除到
底，绝不手软。

此外，七都镇还加强消防安全形势研判，
深化盛庄村、联强村、太浦闸村等地的“三合
一”场所整治，围绕宣传发动、样板房打造、
违建整治、“九小场所”整治、村容村貌提升
与能力教育等综合施策，每周制定任务清单并
通报进度，确保工作进度，积极打造七都“样
板”。盛庄村党总支书记卢建康说：“盛庄村以
前是苏州消防隐患重点单位，可以说整天都提
心吊胆的。通过现在的拆除违建，路也宽了，
水也干净了，心里也敞亮了。腾出来的地方，
我们建成了村民的健身场所、停车场，让村民
生活得更舒服。”

积极构建人民美好生活新环境
“三治”拆违工作+生态环境整治工作

“随着‘三治’工作不断深入，我们发现，
将‘三治’拆违工作与生态环境整治工作相结
合，可以充分发挥‘三治’工作在消除环境污
染、构建人民美好生活新环境中的积极作用。”
七都镇“三治”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1加1大于2。七都镇结合实际情况，深度融
合“散乱污”整治，根据“三治”拆违工作与生

态环境整治工作的要求，制订了铝熔炼行业专
项整治实施方案，有关部门按时开展攻坚

执法行动，实现关停整治全镇40家废铝
熔炼企业的目标。

此外，七都镇还将此工作方法深
度融入沿太湖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启动

了七都片区吴溇港拆除整治工作。目前，
七都镇已完成周转箱拆除移交3441个、看护

棚 135 个、住家船 54 条，其余船只拆除 200
条，拆除总面积超过2.8万平方米。

积极构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三治”拆违工作+产业高质量发展

围绕腾出高质量发展空间这一关
键，七都镇将“三治”拆违工作与产业高

质量发展相结合，深化与“三优三保”等条
线的协调配合，加大低端落后产能淘汰力度，

结合木制品、铝熔炼、废塑料造粒、线缆剥皮等
行业整治，梳理不达标企业名单，对全镇无证无
照，以及安全生产、消防、环保等存在较大较多隐
患的企业，连续开展集中执法整治行动，依法依规
对150余家企业采取了“两断”执法措施。

“对已拆除点位，我们及时销项，并采取规划、
复垦等措施，实现拆除一片，巩固提升一片，提升
工作效率，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七都
镇“三治”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外，他们还会
开展“回头看”，防止私自复电等现象，保证执法效
果，并做好政策答疑工作，确保社会稳定。

接下来，七都镇将继续加强统筹协调与后续
执法整治，推进拆旧进度，并以“散乱污”专项
整治、“331”专项行动、不达标企业整治等工作
为抓手，提前谋划下半年重点整治区块。

三大结合碰撞出“三治”倍增效应
七都镇有的放矢开展“三治”工作

本报记者 颜贝贝

今年5月底，随着拆旧名单上
最后一家企业完成签约，桃源镇
广福村村主任潘晓峰内心绷紧
了几个月的弦总算松了下
来。

就在今年年初，
桃源镇按照区级部署
正式启动了新一轮“三
治”工作，并会商制定出
拆除企业入围的硬性标准，共
有273家企业被列入拆旧名单，
占地面积达1948亩，各个村（社区）
都领到了各自的任务清单。

“做好企业拆旧工作，不仅
有助于改善村庄环境，更能为
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宝贵资源，作为牵头的基
层村干部，肩上的担子
不轻。”潘晓峰介绍
说，此次广福村共涉及整
治点位 16 个，占地面积
34.34亩，整治启动后，村里第
一时间召开了村干部会议，自加
压力要求在6月份完成所有拆旧企
业签约工作，这让作为牵头负责人的
他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应对这场硬战。

做通企业思想没有捷径，功夫都在行动上。
3月初，潘晓峰花了整整一个礼拜时间将村内16家

拆旧企业走了个遍，大致掌握企业负责人的态度和诉求。
“有的企业本身经济效益就不太好，所以比较愿意配合，
有的则是想继续经营下去，因而比较抵制，还有的是觉得
补偿价格太低，不愿意拆除。”在潘晓峰看来，不同企业
实际情况各不相同，必须在保证原则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
去解决其中的矛盾，才能保障拆旧工作顺畅进行。为此，
他几乎每隔2到3天就要去未签约的企业对接沟通，宣传
拆旧工作的意义，并且不定期召开座谈会与企业负责人面

对面交流情况，询问问题解决的进
展，消除他们的顾虑。

短短3个月的时间，广福
村就完成了全部拆旧企业

的签约任务，不仅提前完
成自定目标，更成为了
全镇的“领头羊”。
在位于兴旺工业区

南部的梵香村，17家“问
题”企业成了村干部们需要

啃下的硬骨头。
这些企业大多数为木制品企

业，建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存在
环保、安全生产、消防、低效能

等问题。同样地，经过村干部
们前期的耐心谈判，目前

区内企业已全部签约，
130 亩地全部拆除完
毕。
让熟悉村里情况的

村干部投身到村庄“三
治”整治中，是桃源镇推动

“三治”工作的一项重点举措。
桃源镇通过全镇整体推进、压实各

级责任、条线无缝配合等措施，截至
目前，已完成620.35亩。

据桃源镇“三治”办副主任吕鹤平介绍，目前，“三
治”工作已被列入村干部年终考核，推动全镇村干部带头
履职。同时，镇上还形成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定期督查机
制，在关键节点由镇主要领导对落后的村召开座谈会，分
析原因，共商改进。

截至6月底，桃源镇已完成“三治”整治企业签约
172家，合计占地1038亩。在保持签约速度的同时，桃
源镇后续将着力提升拆旧销项速度，力争完成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双过半”，做到各村不缺席、部门不缺位、干
部不缺劲，不折不扣完成好年度“三治”整治工作任务。

做通企业思想 消除企业顾虑
桃源村干部带头打赢“三治”攻坚战

本报记者 周成瑜

从在巡查中发现问题，到组织应
对、限期清理、拆除复垦，平望镇仅
用40个小时，就完成了一处2000
多平方米“散乱污”地块的拆
除复垦工作，区域环境在短
时间内得到极大提升，充
分彰显了“平望速度”。

就在前段时间，平望镇
社会事业局（环保岗）的工作
人员在日常巡查过程中，在该镇
平安村26组梅东桥西某处，发现了
4个由彩钢板搭建而成的车间，车间内
堆放了大量纺织废丝，而工人清洗废丝
产生的废水直排车间北面的林地里，
严重影响周边的生态环境，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

了解情况后，平望镇立
即组织镇“三治”办、社
会事业局（环保岗）综合
执法局和平安村等相关部门
和单位的负责人，召开专题会
议，制订详细整治方案，部署工
作要求。根据分工，相关职能部门
迅速向车间内三家“散乱污”作坊的业
主下发了限期搬离通知书，平安村村委
会也立即组织人员帮助清理车间内的原
料和加工设备等。当天晚上，4个车间
内数十车废丝及加工设备全部完成清
运。第二天清晨，6台大型挖掘机进
场，随着机器的轰隆声，占地2000多
平方米的违章建筑被夷为平地。

而这仅仅是平望镇“三治”工作的
一个缩影。

自古以来，平望镇具有三多：湖泊
多、河流多、交通节点多，是长三角地
区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辖区内拥有大

大小小各类企业近3000家，随着经济
体量不断扩张，也产生了面广量大的

“ 散 乱 污 ” 作 坊 ， 一 度 造 成 两 路
（G524、G318） 两河 （太浦河、 塘
河）沿线船舶维修、中介、码头、堆
场、废丝造粒等杂乱丛生，脏、乱、差
现象普遍存在，周边居民也颇有怨言，
整治拆除呼声日渐高涨。为此，平望镇
因地制宜，下定决心，聚焦两路两河，
突出八个区块、瞄准三大行业，发起

“散乱污”“三治”整治攻坚战。
自2018年初开始，平望镇紧盯环

境综合治理目标，率先成立环境综
合整治办公室，统筹资源、整合

力量，用“绣花功夫”启动
1000个点、总面积约5平
方公里的8大片区“散乱

污”整治工作，其中太浦河沿
线涉及5个区块、200余家企业

整治任务。2018年7月，在吴江区
第一批“三治—散乱污”重点区块考

核验收中，平望镇取得综合考核、拆除面
积两项第一的好成绩。同年12月，平望

镇太浦河沿线“散乱污”整治获《中国
环境报》专版点赞。

2019年，平望镇在2018年
“8+1000”的“散乱污”整治基

础上，突出党建引领、深化
区块概念、坚持快速处置，

按照“五个先拆”的原则，瞄
准废丝造粒、小铸件、温室甲鱼

养殖3个“散乱污”集中行业，重点
整治两证全无的工业企业、码头堆

场、其他类违法建设及“散乱污”企业（作
坊），推行区、镇、村三级的区块整治，以全
镇各村为主战场开展专项整治，力争盘活
存量土地不少于700亩，高质量推进“三
治”工作取得新成效。截至6月底，7个区、
镇重点区块、17个村级小区块整治已全面
启动，废丝造粒、小铸件两个行业整治快速
推进，部分区块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三
优三保”通过验收面积达200多亩，“三治”
销项面积677.57亩，其中天龙红木区块位
于京杭运河以西、太浦河以北区域，总区域
面积约5万平方米，目前已按照要求全部
拆除，并积极复垦，充分利用。

用“绣花功夫”提升百姓幸福感
平望镇打出“三治”组合拳

本报记者 邱纳

汾湖高新区 （黎里镇） 三
和村木材市场拆除前

汾湖高新区 （黎里镇） 三
和村木材市场拆除后

盛泽镇群铁村拆除前

盛泽镇群铁村拆除后

平望镇天龙红木区块拆除前

平望镇天龙红木区块拆除后

七都双塔集团拆除前

七都双塔集团拆除后

东太湖度假区 （太湖新城）
联坪桥区块拆除前

东 太 湖 度 假 区 （太 湖 新
城）联坪桥区块拆除后

桃源镇梵香村地块拆除前

桃源镇梵香村地块拆除后

吴江开发区圣孚机材 （苏
州）有限公司拆除前

吴江开发区圣孚机材 （苏
州）有限公司拆除后

震泽镇贯桥村王家港区块拆除前

震泽镇贯桥村王家港区块拆除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