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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南通帝恒纺织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壹枚，作废。
顾小燕遗失南通市通州区通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

司汽车培训费B2发票，日期为 2017年 4月 17日，发票号码为
30240420，开票金额为5026元，作废。

垃圾分类概念最早起源于法
国，由联邦德国在 1972年率先立
法（《废弃物处理法》），而我国则
在 2019年 6月 25日，将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初次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标志着
生活垃圾分类将写进法律。垃圾
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源头投
放到收集、转运，再到末端的处
置，有着数十公里的物理距离，
如何确保分好类的垃圾能顺利到

达处置场地？垃圾分类车由此诞
生。

最早的垃圾分类车是用普通
垃圾车改造的，简单的隔断车厢
就算是分类运输了。然而这并不
能满足部分潮湿、松散垃圾的运
输需求，于是独立运输的小型厨
余、可回收、干湿分离车出现
了。这些车普遍不像老式垃圾车
那样体型庞大，更灵活的身形、
更好的密封性让它们更适合进入

小区进行垃圾分类收运，同时还
不会留下“一地鸡毛”。现在还有
部分城市开展了移动式垃圾分类
收运车的试行工作，将电动三轮
车改装成收运车，按照固定时间
到小区进行分类收运，既活用了
电动三轮车的小巧轻便，又保证
了居民投放垃圾的便利性，是一
项成功的创新。

垃圾分类工作在不断推进，
分类车也在不断更新换代，而随

之需要提升的则是人们的垃圾分
类意识，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做好垃圾分类，为国家垃圾分类
工程添砖加瓦。

一、基本案情及查处

2021年12月22日，南通市某
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接群众
举报，称位于城区某某日杂店前
道路绿化带内有人圈养家禽影响
周边环境。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
场对该行为进行了制止和调查。

经查实，该日杂店店主徐某
私自占用道路绿化带圈养了 6只
鸡。执法人员当场要求徐某在次
日前予以清理，恢复原状。上月

24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
徐某仍未清理，遂予以拍照取证
并立案查处。

二、处罚依据及结果

当事人擅自在绿地内饲养家
禽的行为违反了《南通市城市绿
化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禁止下
列损害城市绿化的行为”第（四）
项：“擅自在绿地内饲养家禽家畜
的”规定，构成了“擅自在绿地内
饲养家禽家畜”的行为。

依据《南通市城市绿化管理
条例》第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
十五条规定的，由城市绿化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
状，并处罚款”第（四）项“违反第
四项规定的，每只（头）处二十元
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的规定，
执法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作出了罚
款的行政处罚。

三、案件点评

擅自在绿地内饲养家禽的行

为，不仅损害绿化，还影响市容市
貌、污染环境，对居民的生活质量
也会造成影响，希望广大市民发
现此类行为积极举报，保护好生
产生活环境。

擅自在绿地内饲养家禽案

垃圾分类车的诞生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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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顾艳 通讯员刘

雯 华晓卿）1月 18日，在刘桥镇英
雄大桥重建现场，工人正在进行桥
头引道施工，即将开始桥面铺装。

去年 1月，英雄大桥桥墩因突
发事件受损，给九圩港两岸居民出
行带来极大的不便。为确保人民群
众出行安全，我区针对全区4482座
桥梁紧急启动了安全隐患专项排查
工作，结合桥梁危险程度，形成分类
整治的工作方案。同时，启动英雄大
桥重建工程，总投资约2800万元。

本月上旬，英雄大桥重建施工
迎来重要控制节点，单跨 95.2米简
支钢桁架在两艘分别重达 500吨、
400吨大型浮吊船的共同起吊施工

下，成功起吊并精准地安放在既定
的主桥桥墩上，英雄大桥主桥钢桁
架吊装作业宣告顺利完成，向着建
成通车迈出了坚实一步。为确保此
次吊装顺利完成，各参与方精心准
备，通力配合，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
大队二中队在九圩港河实行封航管
控，有效保障了工程施工安全有序
推进。

目前，英雄大桥主桥主体完工，
整个工程已完成 80%，预计今年 6
月底竣工通车。大桥重建通车后将
改善当地中心镇区约两万名居民的
出行条件，服务九圩港两岸73家企
业的交通运输，为区域发展带来新
动力、新支撑。

刘桥英雄大桥主桥主体完工
预计今年6月底竣工通车

切实加强源头管控切实加强源头管控，，严禁制造严禁制造、、销售禁用渔具销售禁用渔具。。

本报讯（记者沈维维 通讯员

季飏 俞菲）近日，记者在西亭镇亭
西横河段疏浚现场看到，伴随着隆
隆轰鸣声，几名工人正操作着泥浆
泵进行河道清淤作业。

亭西横河属于亭西河一条支
流。西亭社区的村民周锋在亭西
河边已经住了几十年。“这条河原
本是条水草丛生、满是淤泥的死
河，河道里几乎被各种垃圾塞满。
一到夏天，蚊虫多不说，还常常散

发出异味。”周锋告诉记者，经过疏
浚整治后，河水变得格外清澈，“河
水清澈、河岸整洁，清爽多了，我们
周边的群众都非常满意。”

西亭社区的村民见证了生态
治理如何让“杂草河”变身“景观
河”，而这只是西亭镇积极推进农
村河道疏浚整治扮靓美丽乡村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西亭镇紧盯农村河道
治理工作，解决农村河道脏乱差、

非法种植养殖等问题，从“毛细血
管”着手，通过清退养鸭养鸡棚、清
除污泥、置换水体等方式，让河道
从内到外变美、水质变好。

去年，西亭镇共整治农村黑臭
河道 1.7公里，疏浚农村河道 10.78
公里。自从实施农村河道整治计
划以来，通过沉船打捞、“三网拆
除”、拆坝清障、河道疏浚、岸坡绿
化等河道整治建设，全镇农村水环
境有了明显改善，农村水系更加畅

通，防汛抗旱能力进一步提升，河
坡绿化面积明显提高，得到了广大
人民群众的认可和称赞。

清水绕村，流水涔涔。据悉，
西亭镇计划今年进一步加大农村
河道整治力度，加强组织领导，调
动各方力量围绕共同目标，群策群
力、精心组织，努力打造“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农村水环境新面
貌。

西亭镇持续推进河道整治扮靓美丽乡村

本报讯（记者曹抒雁 通讯员

崔祝进 朱建东）“真是太感谢了，
通过你们的柔性执法和人性化服
务，我们公司进一步完善了除尘设
备，把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这
样既减少了污染扰民，又实现了绿
色发展。”近日，通州生态环境局

“温暖生态绿色助企”帮扶服务组
一行再次来到江苏宏德特种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回访”时，企业负责
人对环保部门的服务一个劲地点
赞。

据了解，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位于兴仁镇居民区周
边，加上该镇在周边规划机电产业
园，附近不断有政府安排的拆迁工
作，有些没有在拆迁计划内的居民
时不时将怨气归集到该公司，并采

取举报的方式引起政府的重视。
通州生态环境局得到信息，第一时
间向企业伸出援助之手，精心制订
帮扶方案，在免于处罚的同时，帮
助企业按照环保政策进行转型升
级，积极投资智能设备和除尘设
备，促进企业走上绿色可持续发展
道路。

“我们通过多次主动上门服

务、提醒式执法，扎实开展温暖生
态绿色助企系列活动，加强对拟上
市企业的服务指导，推进上市企业
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管理，为地方
经济高质量发展护航。”通州生态
环境局副局长蒋军表示。

通州生态环境局精准帮扶护航企业绿色发展本报讯（记者徐静怡）1月 19
日下午，石港镇志田村锣鼓喧天、礼
炮齐鸣，部队领导及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石港镇等单位负责人为现役
军人邵伟送来其荣获二等功的喜
报、慰问金、二等功臣之家牌匾等。

2011年，邵伟考入军校，现任
驻沪某部队政治指导员。2021年
10月的一天，一辆小轿车因雨天急
转弯未能及时刹车，冲入了水塘。
休假在家的邵伟得知险情后，第一
时间冲去查看，此时的水位已淹至
车窗玻璃，他不顾疼痛，徒手敲打前
挡风玻璃，形成洞口后，折断雨刮器
成功破窗，几番周折终于顺利救出
被困的三名群众。回到部队的邵伟

对见义勇为的事只字未提，领导及
同事再三询问其手部伤势由来，邵
伟才坦明情况。邵伟因奋不顾身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功绩显著，被
部队记二等功。

副区长袁天明与邵伟父母亲切
交流，关切地询问其生活情况，对邵
伟父母的辛勤付出，为部队送去优
秀人才、为家乡赢得荣誉表示感谢，
并鼓励邵伟同志在部队再接再厉，
再建新功，叮嘱相关部门多关心军
属的生产生活，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为邵伟解决后顾之忧。

对领导的慰问和关心，邵伟表
示感谢，他说，他只是做了一名军
人、一名党员应该做的事。

我区一现役军人荣立二等功

本报讯（记者沈慧 通讯员陆

小亮）1月19日下午，南通高新区召
开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迎新座谈
会，向扎根高新区的专家和科技人
才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听取大家
对园区科技创新发展和人才工作方
面的意见建议。

2021年，高新区取得了令人鼓
舞的成绩，全国、全省高新区排名均
创历史新高，国家级人才和国家级
项目都取得突破，园区被省政府表
彰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
自主创新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效
明显的地方”。

会上，沃太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华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
负责人围绕企业发展，交流了一年
来的成果和对未来的展望，并就高
新区如何优化创新生态、提升服务
质量等方面交流发言。

区委常委、南通高新区党工委

常务副书记高洪军充分肯定了高层
次人才所作的突出贡献。他表示，
过去一年园区人才工程遴选有成
果，科创企业培育有亮点，科创成果
转化有成效，创新平台建设有突破，
创新政策实施有力度。他表示，高
新区将继续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
策，提供更有温度的人才服务，开展
更为积极的人才工作，多措并举，加
快形成引才聚才“强磁场”；将持续
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持续提升
产学研协同创新水平，持续培育壮
大科技创新主体，奋发有为，营造创
新活力迸发的“智创谷”。高洪军希
望，各位企业家带动更多人才选择
高新区，积极建言献策，发扬“爱国·
奋斗·奉献”精神，带头树立创新意
识，弘扬创新精神，保持创新锐气，
让创新成为园区发展的最鲜明底
色。

南通高新区召开
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迎新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沈维维 通讯员

王梁）1月20日下午，区纪委监委召
开“机关作风建设提升年”动员部署
会，传达了区委“机关作风建设提升
年”动员大会精神，对作风建设提升
年活动进行全面动员部署。

根据部署，2022年全年为集中
整治时间，分广泛动员、自查自纠，
明查暗访、督查整改，全面总结、长
效管理三个阶段推进。以开展“机
关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为载体，结
合开展“营商环境提升年”活动及

“打铁必须自身硬”专项行动，重点
聚焦“政治规矩、解放思想、政令畅
通、真抓实干、改革攻坚、政策惠企、
规范文明执纪执法、服务基层、为民
情怀、工作纪律”十个方面突出作风
问题进行查摆，深入开展“六比六看
六争”活动，着力打造一支政治素质

高、忠诚干净担当、专业化能力强、
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队
伍。

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
主任陈金祥要求，以“机关作风建设
提升年”活动为抓手，提高站位，确
保深化认识走在前，迅速凝聚共识，
强化组织领导，突出以上率下，确保
活动落细落实、见行见效；要主动作
为，确保活动推进跑在前，推动要务
实扎实，查摆要动真碰硬，整改要常
治长效，引领纪检监察工作实现高
质量发展；要勇于担当，确保转变作
风改在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着力
提升能力素质，自觉接受最严监督，
保持队伍纯洁，为全区纪检监察工
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队伍保障。

会后，还举办了第一期“清风讲
堂”活动。

区纪委监委召开
“机关作风建设提升年”动员部署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