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邗江时政 2018年6月2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郑岑 责任校对：程宝军 美术编辑：詹大云

电话：87863164邮箱：yzrba2@126.com8

邗江扬尘整治“百日行动”成效初显
37个重点项目扬尘告知牌全到位，少数工地停工整改

本报讯 （仁贵 利新 钱伟） 日前，邗
江区建设部门透露，自6月底邗江启动施工
扬尘整治“百日行动”以来，大多数施工工
地降尘措施落实到位， 对少数工地开出整
改通知单和罚单，整治取得初步成效。

星辰商务广场工地， 整个工地防治渣
土扬尘措施较规范，裸土都用防尘布覆盖，
进出的渣土车和混凝土搅拌车都经过 “三
池一设备”冲洗，工地周边每间隔一段时间
都有洒水降尘车进行降尘作业， 整个工地
扬尘得到了有效控制。“正在施工的星辰商
务广场位置重要， 周边既有空气质量监测
点，又有政府及部门所在地，同时又紧靠学

校和城市主次干道， 做好大气扬尘治理工
作非常重要。”工地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 各工地大气扬尘治理措施都
比较规范，有的薄弱点也在不断完善中。截
至目前，全区共受监项目67个，其中主城区
内重点项目37个。“百日行动”开展以来，已
完成第一轮对主城37个重点项目的检查覆
盖，下达检查记录30份、整改通知单4份、停
工通知单3份。对蜀冈玫瑰园二期、香榭丽8
号H酒店等6家单位进行了行政处罚，整治
取得阶段性成效。按照要求，目前37个重点
项目扬尘告知牌已全部安装到位， 切实做
到了每个项目降尘设备落实到位、 整治责

任落实到人。
重拳整治，多手段并用，扬尘整治才能

取得应有成果。 区城乡建设局质安站相关
负责人介绍， 该局成立7个联合执法小组，
实行“日查、周报、重点监管、问题督查”相
结合的动态监管机制， 开展全天候不间断
巡查， 各检查组每天在工作群内通报一次
执法检查情况，对重点项目进行跟踪看管，
对检查中发现的扬尘管控措施不到位问
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依法从严从重从
速处理，每周汇总统计并报送区政府、市城
乡建设局； 对检查中渣土运输公司不服从
管理等情况一律抄报城管、 公安等部门建

议给予处罚， 将扬尘治理由以往的单打独
斗向群防群治模式转变，确保不留真空、不
留盲区、全覆盖、全过程治理。

此外，对“百日行动”推进过程中经整改
仍存在问题的项目， 将毫不留情予以惩戒，
主要通过以下几项举措确保处罚力度：扣除
信用分，取消之前实施的“预扣分”制度，问
题一经查实， 立即记入建筑市场不良行为，
扣除相应的信用分；勒令停工，对扬尘污染
严重、屡教不改的工地，坚决予以停工整顿；
给予罚款，且对照标准从重处罚；一票否决，
凡屡次发生扬尘污染的项目，取消该项目在
建设系统内所有评优评先资格。

持续有力推进北湖湿地公园建设

区长钱峰调研北湖湿地公园时强调———

本报讯 （万明 严标 亚卿

钱伟） 6月26日上午，区长钱峰
实地调研北湖湿地公园建设情
况并召开协调推进会。他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持续有力、 久久
为功推进北湖湿地公园建设，
打造北山经济社会发展的 “发
动机”与“引擎”。区委副书记周
冬梅、 副区长贺宝兰陪同调研
并参加会议。

钱峰一行先后来到北湖湿
地公园外围水系公道镇、 方巷
镇、杨寿镇新龙村施工现场，实
地查看了外围水系施工以及基
础工程建设进展情况， 详细了
解需要协调的问题， 并提出相
关意见和建议。

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北
湖湿地公园管委会、区农委、公
道镇、方巷镇、杨寿镇、城建发
展公司分别汇报了北湖湿地
公园建设有关情况、下一步打
算。在听取汇报后，钱峰指出，
要坚持持续发力、 久久为功，
思想认识上重视、工作安排上
从紧 。要以扶一程 、送上马为
原则，强化招商，确保运营，研
究好基础设施投入、后期建设
运营、 产业规划等重要问题。
要以乡村振兴、 江淮生态大走
廊建设为契机，因地制宜，咬定
产业， 做好外围打造、 规划修
编、业态遴选，科学有序推进湿
地公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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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朱安亮 吴存峰） 省科技厅
日前公布2017年度科技企业孵化器绩效
评价结果， 邗江区5家孵化器获得B等及
以上评价，占全市总数的46%；共获得孵
育计划资金222万元，占全市总数的38%，
均位居全市首位。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孵化
器建设工作，出台《邗江区高新技术创业
服务中心优惠政策》等，坚持以高质量发
展为方向，选好科技孵化“苗子”，建立优
秀创业项目的筛选、培养机制，提升进入
孵化器人才、项目的质量。依托高新技术
创业中心等创新载体，打造“苗圃—孵化
器—加速器—科技园区” 完整孵化链条。
围绕新型产业培育和创新体系的需要，调
动各方面参与孵化器建设的积极性，重点
依托高新园区、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
机构、 大型龙头企业建设科技企业孵化
器，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
体、社会参与的作用，形成多元化发展格
局。如今邗江区孵化器建设开始进入高速
发展时期， 已成为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培育科技企业和企业家的重要载体，以及
“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核心阵地。目前，
孵化器建设呈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迅
猛的发展势头，这既是激发创新创业的一
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具有前瞻性、提升发
展后劲的长远布局。据统计，邗江区目前
拥有2个国家级孵化器、4个省级孵化器，
孵化场地面积达24.1万平方米，在孵企业
346家，2017年实现销售收入11.9亿元。

省科技厅绩效评价结果显示，邗江区
5家孵化器中， 邗江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
中心获得A等评价， 孵育计划资金90万
元；金荣科技创业园、环保科技创业园、扬
州大学大学科技园、邗江经济开发区智谷
创业园等4家获得B等评价， 分别获得孵
育计划资金33万元。

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十二次会议

本报讯 （朱晓 陈云飞）
近日， 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二次会议召开。 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王庭国，副主任祁胜媚、
曹占田、李德居、吴心明和委员
共29人出席会议。区委常委、区
纪委书记、 区监察委员会主任
徐明，副区长王根云、陈建、徐
安朝等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 《全区
出租房屋融合共治工作情况汇
报》，听取了《关于全区出租房
屋融合共治工作情况的调研报
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全区
科技创新工作情况的汇报》，听
取了 《关于全区科技创新工作
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并审议
了 《关于贯彻 〈扬州市公园条
例〉 和公园体系建设情况的汇

报》，听取了《关于我区贯彻〈扬
州市公园条例〉 和公园体系建
设情况的督查报告》。

关于出租房屋融合共治工
作， 会议建议， 要提高重视程
度，着力压实监管责任；强化顶
层设计，推动出台规范文件；坚
持多措并举， 努力提升管理实
效；加强宣传教育，积极营造良
好氛围。关于科技创新工作，会
议提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增强
科技创新意识；深化改革实践，
提高服务保障能力； 强化招才
引智，推进高端人才集聚。关于
贯彻《扬州市公园条例》和公园
体系建设情况，会议强调，要深
入宣传条例，强化制度保障，坚
持建管并重，优化服务功能，注
重彰显特色。

区级机关工委举行学习成果汇报会
本报讯 （伯儒 詹叶青） 6

月26日，区级机关工委举行“新
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学习党
的十九大精神献礼党的生日成
果汇报会， 集中展示学习十九
大精神以及立足岗位争创佳绩
取得的丰硕成果。区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张小辉参加活动。

汇报会主要分为表彰区级
机关先进典型、“新时代、 新担
当、新作为”主题征文优秀作品

演讲比赛、 学习十九大精神知
识竞赛决赛和优秀党建品牌集
中展示活动四个环节， 区司法
局获得优秀作品演讲比赛一等
奖， 区人社局获得知识竞赛决
赛一等奖。

活动充分展示了区级机关
党员干部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奋
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率先崛
起、 跨江融合” 提供坚强的思
想、政治保证。

邗江环保人
争当生态环境守护人

所有人员投身一线，与各职能部门协同作战

本报讯 （利新 磊斌 久兵

宝亮）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期
间，正值端午节小长假，最为忙碌
的要数环保人了。 他们主动放弃
与家人团聚的时间， 积极投身到
环保一线，加班加点，全力以赴做
好各项工作， 奋力争当生态环境
守护人。

作为此次中央环保督察直接
牵头部门的区“263”办，端午节小
长假这几天，所有人员全部到位，
与各职能部门协同作战， 对全区
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件整改
情况进行梳理， 对此次下沉督察
期间的信访交办的环境问题进行
交办、催办，工作人员主动与交办
件主办单位对接， 提醒在规定时
间段上报材料， 按规定初审后及
时上报。区“263”办主任、副主任、
专职副主任深入现场进行督查指
导，综合组、宣传组等各个组高效
运转，保证有关工作有序进行。

端午节小长假， 邗江区环保
局共接到交办件2件。6月16日中

午， 有居民反映扬州富忠机械有
限公司有废气排放， 执法大队会
同监测人员、 维扬开发区人员来
到现场，发现厂区已停产，工人已
放假。次日到企业约谈负责人，要
求一旦生产， 必须保证有关治污
设施正常运行。6月17日， 有居民
反映广发物资公司危废排放不规
范， 执法大队会同局职能部门及
杨庙镇相关人员来现场处置，发
现企业台账齐全，危废管理规范。
虽然反映情况有出入， 但还是要
求企业进一步加强监管， 重申危
废须网上申报后，才能合法转移。

6月17日下午，维扬经济开发
区召开迎察工作布置推进会，传
达区相关会议精神， 布置迎接中
央环保督察组“回头看”及固废检
查相关工作， 加大网格化管理力
度，强化对问题企业的巡查力度，
排定各部门与社区各项任务。维
扬开发区联动经发局、城建局、安
监局、城管大队与各社区，对五家
问题企业实行全天滚动巡查，拍

照记录现场情况， 对端午期间收
到的交办件，第一时间现场核查，
走访调查群众，及时反馈情况，并
组织开发区各部门召开碰头会，
布置各项任务。对固废危废检查，
开发区指定专人每日巡查园区企
业，尤其对汽车4S店加大宣传、防
控，有问题直接处理，联合安监环
保部门，作出相关惩处。同时，维
扬经济开发区责成汽车城协会通
知各家汽车4S店， 抓紧时间检查
废机油等危险废物的处置情况，
严格执行环保部门对危废台账及
危废库现场管理的要求， 对检查
不合格的单位停业整顿。

6月17日下午，方巷镇政府召
集环保、工业、农业及各村书记开
会， 对省环保督察交办件进行全
面梳理，完善办结件的有关资料。
对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对规模养
殖达40头的养殖场一律关停，对
邵伯湖湖区养殖散户劝说驱离，
对家族散养户， 要求做到每天清
理，保证污水不外排。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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