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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董志松 纪建石

9月13日上午，笔者站在王鲍镇新三河
港物中大桥上俯瞰，河道水面宽阔洁净，两
岸绿树成荫。

新三河港是我市3条骨干河道之一，
在王鲍镇境内全长17.7公里，南北全境贯
穿，被人们戏称为王鲍“黄浦江”。整治前的
新三河港二侧建有预制场、搅拌站、沙石场
数十家，绿化寥寥无几，河坡各类垃圾成
堆，河岸塌坍严重，河面漂浮物随处可见，
总体环境脏乱差，河道水质每况愈下，严重
影响了两岸居民的正常生活，制约着该镇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群众怨声载道。

面对现状，王鲍镇攻坚克难，举全镇
之力，扮靓王鲍的“黄浦江”。

一个决议 打响污染整治攻坚战

打好污染整治攻坚战刻不容缓。为什
么要打？怎么打？整治到什么程度？这些问
题提到了2018年7月王鲍镇党委政府的一
次党政专题会议上。会议提出了“重拳出

击，舍得投入，建管并重，常态长效”的十六
字方略，拉开了该镇污染整治攻坚战的序
幕。会议决定从问题严重的新三河港河开
始整治，采取“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的工作
举措。随即组织机构，实施方案，投入资金、
考核问责等一整套举措相继出台，为全面
打赢污染整治攻坚战提供了有力支撑。

整治行动按照上级要求，王鲍镇认真
摸排污染源，逐项评估风险点，一户一策搞
整治。两年来，在17.7公里长的新三河港河
两侧，先后拆除各种违建 89 家，面积
11465.4平方米，清除各类砂石场16家，面
积16000多平方米，搬迁废旧品回收点3
家，面积3200平方米，清除河道两侧各类
垃圾130多处，重达70多吨，取缔非法捕捞
设施拦河网簖12条，地笼1100只，非法排
污口2个，打捞沉船53条。先后动用大型起
吊、挖机等70多台次，投入人工2000多个。

一笔巨资 配套建设呈现新亮点

在大力度清除污染源的同时，根据总
体规划，王鲍镇一年接着一年干，建管并

举打造新三河港新亮点，以此推动全镇污
染整治攻坚战取得高质量的全面胜利。两
年多来，为改善河道水质，该镇先后投入
500多万元，对与新三河港相交的支流迈
河、通沙河、崇海界、通海界河等4条三级
河，13条横河及周边12个村的1100多条
泯沟进行高标准疏浚，通过整治，沿河的九
令、建群、黄英3个村已创建成江苏省“水美
乡村”，黄英、九令2个村建成启东市“水利
建设生态示范村”，河道东侧的建群村被命
名为全国“文明乡村”、全国“森林村庄”。镇
政府还联合市交通局、水务局等部门投入
5000多万元实施板桩护岸2.2公里，河道
清淤17.7公里，新建泰林大桥1座，完成沿
河绿化580亩。做到从河底、河坡到河岸
的立体式整治，既达到了水清、岸绿、河
畅、景美的生态河道成效，又助推了通启
河国考断面水质的日益提升，同时也为新
三河港创建五星级航道奠定了基础。

一套机制 推动长效管理落实处

既重建，又严管，是王鲍镇打好污染整

治攻坚战的又一举措。经过实践、探索、整
合，该镇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新三河港
河道长效管理机制：一是利用市、镇、村三
级河长和巾帼河长巡河机制，及时发现问
题、交办问题、整改问题。二是镇综合执法
局每旬一次的巡查机制力促抓倾向、盯死
角、广宣传。三是实行人居环境管理服务外
包机制，对河坡、河面及河道两侧有可能产
生的各类垃圾、漂浮物做到即产即清。四是
对属地村及相关职能部门实行严格的考核
机制，压实共同管河的责任。五是形成申请
上级财政拨一点，本级财政筹一点的投入
机制，不断加大对护岸、绿化，桥梁建设的
投入，进一步提升河道档次。

新三河港河从污染整治攻坚到建管并
重，实现靓丽转身的成功实践，给王鲍镇增
添了打好全镇污染整治攻坚战的底气和信
心。“下阶段，王鲍镇将坚持以改善环境质
量为核心，以解决环境突出问题为导向，以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的
需要为根本，汇集一切力量，整合一切资
源，全面打胜打好全镇污染防治攻坚战。”
王鲍镇党委书记黄豪杰如是说。

明珠新村召开协商议事会
本报讯 9月11日上午，明珠新村

社区召开“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会。
会上，与会人员对共创文明城市、

奉献爱心、垃圾分类、孝老爱亲等话题
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陈东伶 沈玮玮）

连兴港村举办主题演讲比赛
本报讯 日前，圆陀角旅游度假区

连兴港村关工委举办了“我和我的祖
国”主题演讲活动，青少年学生们走上
演讲台，用饱含深情的语言，铿锵有力
地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对新时期美德
的追崇。 （张振康）

9月13日，惠萍镇大兴镇村志愿者走进镇区各餐饮店，
张贴“厉行节约 制止浪费”宣传海报，倡议点菜不浪费，若
有剩余尽量打包，将杜绝“舌尖上的浪费”行动内化于心、外
化于形。 融媒体记者 姜新春 通讯员 杨柳虹摄

让水更清岸更绿河更畅
——王鲍镇整治新三河港河纪实

启东海关多措并举筑牢
安全防线

守护生态经济安全
本报讯 疫情发生以来，启东海关紧密结合我

市港口岸实际，细化完善工作措施，抓好疫情防控
等国门安全守护工作，加强安全防护，确保“打胜
仗、零感染”，从严从实从紧筑牢国门安全防线。

通过持续开展“蓝天2020”专项行动，坚决打击
以废充好、以旧报新、“蚂蚁搬家”等新形式“洋垃圾”
入境，按照“多查合一”要求，对辖区内船舶修理企业
进行严格管理，对供船物料、船舶修理现场、临时储存
场地等进行严密监控，严控洋垃圾入境。强化沿江码
头及靠泊船舶防污染管理，对在港船舶的油污水、压
载水、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等进行严格管理。抓实抓
牢“外防输入”，牢牢守卫国门安全。海关上下克服麻
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大口岸卫生检疫力度，强化与
属地联防联控，坚决守住外防输入的最前沿关口。

此外，启东海关还积极开展国门生物安全监测
工作，筑牢口岸动植物检疫防线，切实守护生态、经
济安全。在启东港口岸重点区域设置了实蝇、植物
病毒和外来有害杂草等监测点。其间，派出工作小
组，对各监测点进行定期检查、维护、样品采集、标本
留存、疫情上报和处理等工作，切实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通讯员 陈凯 张皓）

香榭水岸清理楼道堆积物
本报讯 9月8日一大早，香榭水岸

社区组织网格员和志愿者开展楼道堆
积物集中清理行动。

清理中，网格员和志愿者不怕脏苦
累，对每一个单元楼道逐一巡查，逐一
清理，不留一处卫生死角。 （蔡丹）

阳光花苑举行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近日，阳光花苑社区党总

支开展“制止餐饮浪费 践行文明用餐
党员先行”主题党日活动。

党员们承诺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在承诺宣传展板上签名，并走上街头、
走进门店、张贴宣传标语，倡导居民做勤
俭节约的践行者。 （黄晓香 陈张燕）

长龙二村开展安全教育宣传
本报讯 近期，长龙二村社区开展

国家安全教育系列宣传活动。
网格员、志愿者深入辖区，发放国

家安全及反邪宣传资料，提醒广大群众
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共同营造积极向
上、健康和谐的社区环境。 （张蓓）

启东融媒 i启东

让爱与教育同行
启东启迪外国语学校获

“聚力战役热心公益”奖
本报讯 近日，市第36个教师节庆典暨爱心

企业颁奖典礼上，启迪外国语学校因对启东教育
事业的突出贡献，获“聚力战役 热心公益”奖。

启东启迪外国语学校是由苏州启迪教育集团
携手恒大集团倾力打造的一站式全龄段国际学
校。学校以英语、科技、艺术三大优势为主要特色，
以基础课程、拓展课程和挑战课程为三大课程门
类，引入K15一站式教育，融入成熟的中加、中澳、
中英教育项目，让孩子们不出国门，即可享受高水
准的国际先进教育资源。两年多来，启外始终坚持

“办一流学校、育一流人才、作一流贡献”，为启东
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助力引航。

2019年和2020年，学校先后拿出400余万元，
用于奖励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学生，充分调动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今年7月，学校向市慈善基金会捐
赠200万元，成立“启迪奖教助教基金”，用于奖励全
市在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等领域取得优异成绩的
教育工作者。 （季则）

2020年8月，南北城区街道办从实地测评、问卷调查、网格员巡查情况及市创文办督查点位整改情况四个方面，对全市37个社区进行了互查考核，现将考核结果通报如下:

2020年8月南北街道各社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考核通报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社区名称
明珠新村
长龙一村
绿城花园
紫薇一村
长龙五村
长龙二村
长江新村
文汇新村
御河湾

得分
87.1
85
84.9
83.1
82.8
82.5
81.7
81.2
81.1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社区名称
华联新村
东洲新村
南苑二村
南苑一村
翡翠苑
碧桂园
彩臣二村
阳光花苑
城市一品

得分
84.9
81.6
81.5
81
80.6
80.4
80.2
80
79.8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紫薇三村
幸福二村
紫薇二村
民乐新村
万豪花园
和平新村
紫薇花苑
长龙三村
克明花园
幸福一村

81
80.4
79.5
79.4
79.3
79
78.7
78.5
76.9
74.8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城河新村

建都新村

东珠新村

世纪家园

职工新村

汇东新村

香榭水岸

锦绣华庭

彩臣三村

79.6

79.4

79.3

79

78.8

78.2

77.6

76.9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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