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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A2版

《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的不
适用范围有哪些？

本报讯 （通讯员施伟办 记者
樊希萌） 10月 17日下午，市委副书
记、代市长吴新明率队来到我区，
聚焦居民小区、农贸市场等重点
点位，“四不两直”督查文明城市长
效管理工作。他强调，文明城市创
建事关城市形象和民生福祉，要紧
紧围绕市党代会提出的“建成更高
水平全国文明城市群”的目标，强
化精准施策，加快补齐短板，更高
标准抓好综合治理、问题整改、长
效管理等各项工作，确保文明城市
创建始终走在全省、全国前列。副
市长高山，区委书记陈永红，区委
副书记、区长王少勇参加活动。

“现在羊肉多少钱一斤？蔬菜从
哪里批发来的？每天销售额有多
少？”在区第一集贸市场，吴新明一
边与商户们深入交谈，一边查看环
境卫生、商品摆放、质量检测和秩
序管理等情况。他强调，小小“菜
篮子”装着大民生，要不断提升农
贸市场精细化管理水平，让老百姓
的“菜篮子”拎得更舒心、更放心。

老旧小区建设标准低、管理难
度大、问题隐患多，是城市管理的
重中之重。在金沙街道一处老旧小
区，吴新明一行督查发现小区存在
电缆电线“空中蜘蛛网”问题，既
影响小区环境美观，又存在消防安

全隐患。对此，他强调，在文明城
市创建中，要把社区安全管理摆在
突出位置，针对“三合一”场所整
治、群租房管理和电动自行车停放

充电等重点难点问题，借鉴其他地
区先进经验，尽快制订出台务实管
用的办法，有效防范安全事故发
生，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市政府秘书长凌屹，副区长陈

兵、包海宁参加相关活动。

吴新明“四不两直”督查我区文明城市长效管理时强调：

深化文明城市长效管理
确保文明创建走在前列

10月17日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吴新明在区第一集贸市场督查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工作。 徐浩翔 摄

本报讯（通讯员瞿镇辅 记者顾艳）
10月19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少
勇率区城管、住建、市场监管、文明办
等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深入城区农贸
市场、住宅小区、社区等重要点位，督
查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工作。他要求，聚
焦问题，下足功夫；即知即改，务求实
效，推动城市品质不断升级。

王少勇首先来到金新街道腾众农贸
市场督查。该农贸市场环境整洁，“讲文
明 树新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公益广告和文明标语随处可见。王少勇
对市场管理情况予以充分肯定，要求相
关部门和单位坚持做好环境规范化提
升，抓好落实长效机制，不断巩固文明
城市长效管理的工作成效。在金桥人家
小区，王少勇着重查看了小区内外环境
卫生、电动车充电、停车位设置等情
况，督促有关部门和物业公司根据小区
居民需求科学施划停车位，做到应划尽
划，规范停车秩序。同时要求加强电动
车智能充电站管理，在小区内杜绝“飞
线”充电、电动车停放楼道、阻塞消防
通道等现象，确保文明与安全“齐步
走”。

在金沙街道新市社区学林东苑，王
少勇仔细查看小区绿化设施、垃圾分
类、卫生保洁等情况，对发现的乱堆乱
放等问题进行现场交办。他指出，住宅
小区是文明城市长效管理的重点和难
点，要常态化排查短板弱项，聚焦问题
即知即改，全面提升住宅小区整体面
貌。社区要广泛发动网格员、志愿者等
各方力量，加强对住户的宣传引导，提
高住户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让广大
群众成为文明创建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督查中，王少勇强调，文明城市长
效管理工作事关长远发展、城市形象和
生活品质。要积极落实区领导联系负责
制，指导、协调、推进文明城市长效管
理工作，统筹协调解决重难点问题。要围绕突出问题，集
中力量、举一反三、精准整治，逐项压实责任、倒排节
点、对账销号，绝不留盲区死角。要密切配合、强化协
同，加强日常巡查、加大管理力度，完善常态长效管理机
制，激发群众创文热情，凝聚文明城市长效管理的强大合
力。

区委副书记成小红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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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曾银霞 通讯员张新建 张天秀） 10月19
日，记者从区科技局获悉，今年我区25家科创企业通过复
审和认定，新增入库总量位居全市第一，全区科技创新工
作形势持续向好。

今年以来，全区紧扣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主线，
大力招引培育科创企业，加大完善创新生态体系，以促进
产业提质增效，积蓄发展新动能。此次入库的企业包括科
技创新型企业 14家、高成长性科技企业 9家、科创板上市
培育企业2家。三类科创企业将获得入库培育补助金额分别
为 20万元、80万元和 200万元。另外，政府还将对科创企
业给予信贷支持、合作经费补助等配套政策，加速企业持
续做大做强。

区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继续强化政策服
务，定期研究分析科创企业培育情况，协调解决企业创新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加快推进科创企业成长培育，加速发
展一批具有自主核心技术、持续创新能力强、发展后劲大
且前景广阔的科创型企业，持续助推通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全区新增
入库科创企业25家

新增入库总量位居全市第一

金秋十月，硕果累累。兴仁镇徐
庄村明君织布厂车间机声隆隆，工人
们正在忙碌，生产一派红火。说起当
初创业遭遇的困境，企业负责人曹明
君有感而发：“当时我们夫妻两个都
下了岗，就想办企业，可资金、土地
什么都没有，是村里及时帮我们办贷
款，落实了土地。在那段特殊时期，
我真切感受到了政府的关怀、政策的
有力支持以及村干部的温情。”现在
工厂效益蒸蒸日上，还吸纳了本村的
十多个富余劳力就业。

乡村要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
近年来，徐庄村始终以产业兴旺为龙
头，牢牢坚守“产业活村”的发展理
念，充分发挥毗邻南通主城区的区位
优势，创设了通州区第一家村级工业

集中区，共吸引 54 家工业企业入
驻，其中，规模以上企业6家，工业
产值超20亿元。

江苏思维福特机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和销售机床
精密配件于一体的企业，现有140余
名员工，其中本地员工 30余名，发
展势头向好。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冠顺
说，这得益于村干部的帮助支持。公
司当初在扩建厂房时遇到困难，部分
村民怕厂房太高影响自家采光，与公
司产生矛盾。村“两委”获悉后，主
动与企业主沟通协商，随后又逐户上
门做村民思想工作，使得企业项目如
期顺利推进。张冠顺说：“村委会靠
前服务，派专人与我们对接，在各方
面不断给予帮助，我们发展的信心更

足了。”
真心服务企业，实现强村之梦。

徐庄村“两委”班子统一思想，切实
帮助企业解决烦心事。针对企业垃圾
处理这个难题，村里提供“物业管家
式”服务，统一分类处理生活垃圾与
工业垃圾。如此一来，不仅企业节省
了大量成本，村集体也实现村营收入
200多万元，村集体与企业收获“双
赢”。一位浙江老板深有感触地说：
“‘围墙外’的事情全部打包给村
里，连垃圾清运都不需要操心，让我
们能够更加集中精力做好‘围墙内’
的经营，村干部做事真是做到点子上
了。”

做到点子上的事可不止一两件，
民有所呼，必有所应。针对村民需
要，村里多次开展“百人创业”辅导
活动，鼓励并扶持个体户自主创业。
针对企业需求，村干部与企业挂钩，
时刻关注企业动态，还利用自办的
《徐庄人》简报登载企业招工信息，
先后为企业推荐就业人员百余人。特
别是每年年后企业普遍出现用工荒
时，村干部发动群众推荐就业成为企
业解决用工问题的重要方式。

产业兴旺了，村民富裕了，环境
变美了，坐拥地理优势的徐庄村发展
的底气更足了。近年来全村大力发展
郊野休闲观光农业，实现了二三产业
带动一产的有机联动。规划建设的现
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占地面积 300多
亩，预计总投资 1000多万元，建设
水果、蔬菜连栋大棚近 4万平方米，
打造高品质生态果蔬产业园，带动周
边劳动力就业。同时，南通昌泰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将建设占地 3000平方
米的智能温室，主要进行有机蔬菜培
育及食品生产，目前有关手续正在加
紧报批中。

“接下来，我们将对照乡村振兴
总要求，因地制宜，科学施策，进一
步推进全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培育
乡村发展新动能，不断提升老百姓的
幸福指数，把徐庄打造成新时代的乡
村振兴新样板。”徐庄村党总支副书
记、村委会副主任吴春华表示。

记者曹抒雁 摄影卑多敏

记者手记

集中居住规范化、人居环境生态
化、安全防范科技化、农民健身普遍
化……走访徐庄村虽短短一天，但这
里浓郁的现代化气息让记者耳目一
新。

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
吴春华说：“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干下
去，让农民的口袋鼓起来，让群众的
脑袋转起来，进一步提升村民的幸福
感、获得感。”从他的言语中，记者
听到了满满的自豪感以及对未来的期
待。的确，徐庄村紧抓乡村振兴战略
机遇，不断推进产业发展、生态提
升、村庄建设和文化惠民等工作，奋
力打造乡村振兴通州样板，带领村民
阔步走在富裕幸福的道路上。这些成
功做法定将激发全区各村居开启乡村
振兴新征程的信心和力量。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当前，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
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只有立足村 （居） 实际，
扎实作为、不畏艰难、奋勇争先，才
能汇聚乡村振兴力量，让老百姓的好
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激活发展引擎 促进产业兴旺
——探访兴仁镇徐庄村乡村振兴之路（下篇）

作为全国文明村，徐庄村环境优美，农路宽敞。 卑多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