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中教育集团
成招生亮点
树人学校昨摇号录取450人

市区“小升初”昨起报名

本报讯 （记者 楚楚） 昨起
至7月6日， 市区初一新生报名。
今年新成立的梅岭中学教育集

团成为招生亮点。树人学校昨采
用公开电脑摇号方式录取450
人，其余由学校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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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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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批 201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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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都区浦头镇巷口村大桥组
的扬州瑞力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注
册地 址为江都市 浦 头 镇 工 业 园
区），位于居民区内，存在噪声和废
气扰民，工业废物直接堆在村里的
河边，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村里
河道。

投诉人对前期投诉的“扬州市广陵
区沙头镇强民村、秋卜村交界处的十余
家水泥厂、混凝土搅拌站、水稳站、碎石
家无证无照，且位于廖家沟饮用水源保
护区内，李典镇的东海搅拌站等非法码
头无证无照，粉尘废水污染严重。前期向
当地政府反映过，当地政府承诺同意取缔，
但未执行。”（D320000201806100093）
的处理结果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是，
公示答复内容里的“现场检查时，所有
岸吊、浮吊均未作业，广陵区家宽二灰
水稳搅拌厂、扬州戴大建材有限公司、
扬州盛发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扬
州义合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未生产”不
属实， 实际情况是这些企业都在夜间
21：00—5:00偷偷生产。

江都区吴桥镇的祥龙电镀厂，
存在以下问题：1. 镀铬车间防渗漏
措施未到位，含铬废水渗入车间地
下；2.含铬废水排入厂区南侧河里，
废水呈黄色；3.排放刺鼻废气扰民。

江都区大桥镇花荡村的顺发
电镀厂， 原电镀车间搬迁过程中，
将电镀槽槽液直接倒在车间里，渗
入地下，造成土壤重金属超标。

仪征市的高特水泥厂， 粉尘、
噪声扰民。

江都区大桥镇的华伦化工有
限公司，违反《工业企业总评估设
计规范》第2章11条（供应水源卫生
保卫区不得选为厂址）、《行业标准
条文说明》第7条（产生危害较大物
质、噪声、震动的企业不得修建在
居民区内）、《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
条例》 第10条 （距离居民区不足
1000米卫生防护距离）， 非法选址
（乔梓村）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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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 举报人反映扬州瑞力耐磨有限公司噪声、 废气扰民情况属
实，冷却水直排周边河道属实，河道两侧堆放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属实，
未发现工业垃圾。6月25日下午，浦头镇、区环保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信访
反映的问题进行实地调查核实。现场检查时，企业未生产。厂区北侧河道两
岸有人员正在进行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的清理， 企业冷却水取水口已封
堵，取水水泵已拆除完毕。企业铸造车间内东侧墙体安装了泡沫隔音板，车
间内行车铁轮已更换为胶轮，行车电动机已加装2台变频器。但是铸造车间
距东侧居民仅3米，车间内有行车、振动筛等高噪声设备，设备运行时，会对
东侧居民产生一定影响。经调阅企业用电记录发现，企业从4月开始停产整
治，故未能开展监测。该企业铸造炉烟尘废气建有收集处理设施,浇铸工段
产生的废气未配套吸收装置，废气污染情况属实。6月19日，江都区水务局
现场检查发现企业北侧围墙外有一排水明沟通往大桥河。 在该排水明沟
沟内有取水管道一根，一端由管道连接电动机通往该企业厂内蓄水池，一
端连接北侧围墙外的巷口村大桥组村庄河道，现场未取水、排水。该企业法
定代表人张瑞同承认，正常生产时有取用地表水及排放冷却水行为。6月18
日，区环境监测站对该企业北侧大桥河水质采样监测，河水水质达到《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中Ⅳ类标准。

6月24日、25日、26日，沙头镇政府、李典镇政府、环保局、交通运输局、
水利局、国土分局等单位人员分别赴现场检查，并开展了2次夜间突击检
查。现场检查发现，廖家沟西岸戴大码头北侧岸吊未作业但现场有吊运作
业痕迹，前期拆除的抓斗已重新安装，河边有1艘砂石船停靠，场地内有1
台运输车；广陵区运盛货物装卸服务部岸吊未作业但抓斗已重新安装；顺
佳再生石子厂浮吊船未作业但现场有吊运作业痕迹， 前期拆除的抓斗已
重新安装，场地内有多辆运输车停放；家宽二灰水稳搅拌厂浮吊抓斗已拆
卸，未见作业痕迹；夹江南岸东海混凝土码头正在进行吊运作业。6家建材
生产企业为减少原料囤积现处于间歇生产状态， 两次夜查时均未发现生
产。举报反映的码头、企业存在夜间生产的情况基本属实。前期接到过举
报后，沙头镇政府、李典镇政府组织对所有吊机抓斗进行了拆卸，要求所
属企业对场地内砂石、原料及产品进行清货减少库存。对上述企业，沙头
镇政府、李典镇政府目前主要工作是采取强有力措施减少企业原料供应，
为下一步关停取缔打下基础。

经调查，企业废气污染基本属实，未发现企业有废水外排口，废水接
入园区污水处理厂，监测结果表明南侧、西侧河流未受到重金属污染，关
于镀铬车间防渗漏措施未到位，含铬废水渗入车间地下的问题，已按规范
布点采样分析，结果待出。6月24日下午，吴桥镇政府、区环保局组成联合
调查组对扬州祥龙电镀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时企业未生产,不
具备废气监测条件， 该企业正在进行废水设施改造。 现场检查企业危废
库， 发现危废库中部分危险废物标识不规范。 危废库中现存含铬污泥
20.755吨、含镍污泥12.788吨、综合污泥29.53吨，废滤芯36个，废切削液0.1
吨，建有台账记录。最近一次转移处置时间为2018年6月23日，共转移处置
10.33吨， 接收单位为杭州富阳申能固废环保再生有限公司。6月27日，江
都区环保局委托淮安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祥龙电镀硬铬车间设置
1个监测点、1号硬铬车间西地下水下游方向布1个测点， 并在企业厂界北
50米农田内设置1个清洁参照点，初步确定土壤中PH、铜、锌、镍、铬、氰化
物含量作为主要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每个点位硬化路面以下0.5米采集一
个样品，硬化路面以下1米至2米采集一个混合样，各点位监测一次，共6个
样品。6月24日江都区环境监测站对该企业南侧长庄河，西侧老王河水样进
行布点监测，两条河流均为劣Ⅴ类，主要超标因子为氨氮，未受到重金属污
染。企业自行监测情况：2017年9月18日迪天环境技术南京股份有限公司对
该企业废气、废水进行了监测（NJDT（环）字第20171473号），对该企业废气
治理设施有组织废气中氯化氢、铬酸雾排放符合《电镀行业污染排放标准》
（GB21900－2008）表5排放限值，企业废水污染物中COD、铜、锌、六价铬、氰
化物排放符合《污水处理厂接管排放标准》限值。（NJDT（环）字第20171474
号）检测报告中该企业有组织废气中氰化氢排放符合《电镀行业污染排放
标准》（GB21900－2008）表5排放限值。经区经信委派员赴祥龙电镀进行现
场核查，未发现手工电镀工艺和含氰化物落后电镀工艺。经区安监局派员
赴祥龙电镀进行现场核查，祥龙电镀存在未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
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安全问题和隐患。

对反映企业搬迁过程中将电镀槽槽液直接倒在车间里的情况， 公安
机关已提前介入， 目前正在调查中； 举报的搬迁车间土壤重金属超标问
题，已按规范布点采样分析，结果待出（预计7月底）。6月24日，大桥镇政
府、区环境保护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对顺发电镀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时，
企业已停产。 江都区环保局委托淮安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企业厂
区土壤进行了钻孔检测，目前样品正在分析中。大桥镇政府也已委托江苏
迈斯特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企业原电镀4车间开展地下土壤监测。根据交
办的信访材料及先前企业土壤监测情况，采集12个样品，确定主要监测因
子为土壤中pH值及铜、锌、镍、铬、锡、氰化物。大桥镇、区环保局、花荡公
安派出所全程参与整个检测过程，并进行摄像拍照。6月24日，江都区环境
监测站对该企业废水处理设施出水进行了取样监测， 含镍废水处理后镍
浓度不符合《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6月25日，江都区公
安局组成专门调查小组，已对涉案企业的经营人员、生产人员和承包人员
开展“搬迁过程中将电镀槽槽液直接倒在车间里”举报问题的调查工作。
其他相关部门也分别对该企业进行了专项检查： 经区发改委和区经信委
现场检查确认，该企业无手工电镀工艺。区国土局核查确认，该企业占地
约13亩，用地性质为集体建设用地。企业与村组签订了集体土地、房屋租
赁合同，每年上缴村集体租金，未申领不动产权证书。区安监局核查发现，
顺发电镀存在未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 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
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等安全问题和隐患。

经查，该信访反映内容部分属实。仪征市高特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粉
磨系统技改”项目和“提高资源利用率、提高利废建材生产技改项目”均通
过环保审批、验收。环评中均无卫生防护距离要求。周边居民点为西面马
桥居民区和北面滨江小区居民区，均距该企业约50米。该公司码头位于金
斗河东岸， 主要污染物为粉尘。2014年7月该公司编制了扬尘综合整改方
案，并通过专家论证后开工建设，于2016年10月通过仪征市环保局核查。
该公司利用夜间谷期电生产，白天从事发货、原料转运作业，码头作业时
间不固定，视生产需要情况而定。此次交办后赴现场检查，企业粉磨车间
正在生产，码头正在进行原料卸载作业，吊运的原料为矿渣，除尘设施正
在运行。但企业存在既定粉尘污染控制措施落实不到位，厂区无组织粉尘
不能完全收集等问题。此次交办后，仪征市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噪声、有
组织颗粒物、无组织总悬浮颗粒物进行监测。监测显示各项监测因子符合
相关标准。虽然监测结果符合要求，但因周边有居民，在不利气象条件下
仍存在“达标扰民”问题。

6月25日，江都经济开发区经发局、区发改委组成联合调查组迅速进
行实地勘查并开展相关工作。针对信访人提出的“非法选址（乔梓村）建
厂”问题，经调查不属实。因历史局限性,基于长青农化1998年已落户开发
区，当时开发区计划在临江四镇污水处理厂(现光大水务)周边规划建设精
细化工园，2005年与华伦化工签订了投资协议书， 协议一期用地约186亩
(位于污水厂斜对面)，2005年11月原江都市人民政府第61期市长办公会纪
要认为：该项目符合沿江开发总体规划和产业布局。明确同意项目选址在
三江大道以北、三阳路以东区域。2005年项目取得江都建设局的建设项目
选址意见书（江政建规 [2005]第13号）, 2007年取得用地批文 (江国土出
[2007]32号)。现场检查华伦化工芳烃溶剂、醇醚、树脂等项目的立项、环保
手续齐全，同时根据江都区经信委6月24日的调查结论：未发现相关限制、
淘汰内容。经过排查认定，华伦化工不在“四个一批”关停、转移范围内。针
对信访人提出的“违反《工业企业总评估设计规范》第2章11条（供应水源
卫生保卫区不得选为厂址）”问题，经调查不属实。针对信访件人提出的
《行业标准条文说明》第7条（产生危害较大物质、噪声、震动的企业不得修
建在居民区内）、《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10条 （距离居民区不足
1000米卫生防护距离）问题，经调查不属实。6月25日下午，在对江苏华伦
化工有限公司进行核查结果显示：1.现行行政法规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 已失效。2.《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十条内容为：“国家鼓励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和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采用有利于提高安全保障水平的先进
技术、工艺、设备以及自动控制系统，鼓励对危险化学品实行专门储存、统
一配送、集中销售”。本条内容不涉及距离问题。3.《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 涉及距离的条款为第十九条：“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或者储存数量
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运输工具加油站、加气站除外），
与下列场所、设施、区域的距离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根据《江苏
华伦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中4.2外部环境分析评价：装置周
围300M无居民区、商业中心等人口密集区域；装置周围无供水水源、水厂
及水源保护区。 结论是项目符合国家关于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或者储存
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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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都区政府责成浦头镇政府对企业厂区北侧河
道两岸进行清理，并落实长效管护机制。2.江都区环保
局对企业污防设施配套不全进行立案查处（扬江环[Ｄ]
立字[2018]49号），并责成企业进行停产整改。3.浦头镇
政府已对镇环保助理蒋茂如、浦头镇巷口村支部书记
吉鉴林诫勉谈话。

1.6月25日，沙头镇政府、李典镇政府再次拆除了6
家建材企业的吊机抓斗， 并落实网格化监管措施，严
格控制企业新增原料。2. 李典镇计划12月底前对东海
混凝土有限公司关停到位。3. 沙头镇已制定企业搬迁
初步方案，7月至8月与5家建材企业商定搬迁事宜，签
订补偿协议；8月底至9月上旬，5家建材企业企业全部
停止生产；9月至12月对企业主要设施拆除，驱离浮吊
船只（主要考虑枯水期才能通过跨江高架桥）。4.企业
关停取缔前，区交通、水利、环保、国土等部门按职能
加强管理，依法查处违法行为，配合属地政府开展工
作。

1.区环保局要求企业现场加强车间、厂区内管理，
同时加强易挥发物品的贮存管理，提高易挥发部位的
废气收集率和处理效率。2. 江都区环保局责令企业按
危废管理要求规范标识设置，同时对企业危废库标识
不规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扬江环[Ｄ]立字 [2018]
51号）。3.江都区环保局责令企业现场完成车间酸槽的
覆盖。4. 江都区环保局责令企业对雨水排放口闸门按
规范进行改造。5. 江都区环保局要求废水处理设施改
造完成并经监测合格，报请江都区环保局同意后方可
恢复生产。6. 江都区环保局要求祥龙电镀完成打磨废
气处理设施的改造。7.江都区安监局下发《责令限期整
改指令书》，要求该企业限期完成车间整改。

1.江都区环保局责成顺发电镀停产整改，结合电
镀行业整治要求对存在的环境问题落实整改，车间铬
酸雾回收装置须增加碱喷淋装置，未经验收不得擅自
复产。2. 针对该企业含镍废水处理设施排放口镍含量
超标环境违法行为，区环保局已立案调查（扬江环 [Ｄ]
立字[2018]53号）。3.区安监局当场下发《责令限期整改
指令书》，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在7月底前整改
完毕。4. 公安机关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对企业采取相
应措施。5. 大桥镇、 区环保局将依据土壤监测分析结
果，确定下一步处理方案。

1.仪征市政府责成市经信委督促企业立即开展整治，限期落实
到位。市经信委责令企业做好以下治理措施:一是企业每天上午和
下午安排专人洒水各两次，特殊时段再增加洒水频次，保证地面长
期湿润，并在厂区新建运输车辆涉水槽，减少汽车行驶过程中产生
的扬尘。二是包装车间增加1台除尘设施，对袋装水泥装车过程中产
生的粉尘收集处理。目前设备正在安装阶段， 预计7月底完成。三是
原料大棚在原密闭不实的基础上实施全密闭处理。目前正在施工，
预计7月底完成。四是在厂区增设一面隔音墙，以减少噪音对北面居
民的影响，6月26日安装建设完成。五是对个别噪音较大高度较高的
设备的传动设施配备隔音罩，预计7月底完成。2.仪征市政府责成仪
征市环保局加强对企业跟踪督查， 督促企业及时将存在问题整改
到位。市环保局针对现场检查发现存在的问题，6月26日下达《责令
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仪环限 [2018 ]176号）， 责令该企业在
2018年7月底完成改正工作。3. 仪征市政府责成真州镇政府按照网
格化环境管理实施方案要求，明确专人负责企业环境监管，同时加
强对环境矛盾问题排查，做好矛盾问题化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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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就在我家对面，孩子
上初中也方便。”昨天，带着孩
子来梅岭中学教育集团运河中
学报名的一名家长说。 这名家
长家住三星花园， 离学校非常
近。

今年， 梅岭中学教育集团
正式成立， 由扬州市梅岭中学
（梅岭校区、京华城校区）、扬州
市梅岭中学教育集团竹西中
学、 扬州市梅岭中学教育集团
运河中学组成，3所学校均属市
直公办初中。

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办
学， 市教育部门对扬州市梅岭
中学教育集团竹西中学和扬州
市梅岭中学教育集团运河中学
今年新招收的初一年级学生均
衡配备师资和管理力量， 扬州
市梅岭中学教育集团竹西中学
和扬州市梅岭中学教育集团运
河中学今年初一年级教师和管
理人员由原梅岭中学、 竹西中
学以及市直公办义务教育学校
选调的教师、干部等共同组成，
并均衡配置。

A

今年， 我市继续由扬州市
田家炳实验中学举办初中宏志
班。 家庭困难的学生可凭民政
部门每年核发的 《扬州市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扬州市区特困职工特困证》等
证明材料，并提出书面申请，由
市教育局统一安排到田家炳实
验中学的宏志班就读。 要求到
宏志班就读的学生， 携带上述
证明材料和书面申请于7月2日

到扬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报
名，同时提交《义务教育学位通
知卡》。

扬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扬
州市竹西中学 （全国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 各面向市直及广陵
区、开发区、蜀冈-瘦西湖风景
名胜区、 生态科技新城招生区
域招收优秀足球运动员10名
（男、女各5名）。

梅岭中学教育集团成招生亮点

昨天，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
树人学校开展电脑摇号招收初
一新生工作， 本次公开电脑摇
号共随机产生450名2018级初
一新生。

据悉，按照“民办学校既自
主办学， 又承担推进教育公平
责任”的要求，树人学校初中采
用公开电脑摇号和学校自主招

生相结合的方式录取。2018年，
树人学校初一新生在报名学生
中， 采用公开电脑摇号方式录
取450人， 其余由学校自主招
生。

摇号结束后树人学校通过
短信通知摇号摇中的学生，并
将摇号结果上传树人学校招生
平台以供家长及其学生查询。

树人学校昨摇号录取450人

宏志班今日到田家炳中学报名C

开设赌场聚众斗殴致一人死亡
中院发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典型案例

近日， 市中级人民法院召
开两级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新闻发布会， 发布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中，排名第一的是
“胡某、祁某等人开设赌场、聚众
斗殴案”。据介绍，去年2月至5月
期间，魏某（已死亡）以抽头营利
为目的，纠集被告人胡某、祁某
等人，在西湖镇、甘泉镇等地开
设赌场赌博。 去年5月14日19时
许， 张某等人驾车至魏某赌场
参赌并找魏某索要之前的债
务，双方发生矛盾，张某一方人
员持械将赌场冲散并离开。随
后， 魏某纠集被告人胡某等人
持械并驾驶车辆找张某一方。

当日21时40分左右，魏某与
张某约定见面，被告人赵某持械
砍砸张某一方人员驾乘的车辆，
被告人胡某、 祁某等人使用砍
刀、 洋锹等工具对车辆进行砍
砸。其间，刘某开动车辆将魏某

及被告人胡某、祁某撞倒，并从
魏某身上碾压后驶离现场。

法院认为， 该案涉案被告
人众多，达到14人，其中5人有
前科。 被告人以组织多人聚众
参赌从中抽取红利的方式，多
次开设赌场， 各被告人之间分
工明确，有组织有目的，且涉及
参赌人员众多，赌资数额较大，
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

此外， 双方因债务发生纠
纷后，各自找来帮手参与斗殴，
涉及人员众多， 斗殴方式极为
恶劣， 且在斗殴中魏某被撞倒
并遭车辆碾压， 后经抢救无效
死亡。事件社会影响恶劣，对社
会的安定有序带来极大冲击，
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属于较为典型的涉恶案件。

法院在坚持公正审判、规
范审判的基础上， 从严打击涉
恶案件，对积极参与开设赌场、
聚众斗殴的9名被告人判处了
实刑， 其余5人因情节轻微，在
犯罪过程中作用较小被判处缓
刑给予考验期限。

此外， 我市两级法院还集
中对9件涉恶案件进行了集中
宣判。 扬法宣 张玉峰

失信信访人或被限制乘飞机
《扬州市信访人信用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下月起实施

本报讯 （董鑫） 《扬州市
信访人信用管理实施办法 （试
行）》（简称《办法》）自今年8月1
日起实施。该《办法》对信访人
严重失信情形、 信访人严重失
信行为评定、 严重失信信访人
信息公布、 严重失信信访人惩
戒措施、 严重失信信访人信誉
修复等都作出了说明和规定。

据悉， 对于信访人严重失
信行为的惩戒措施， 比如签订
“调解书”“协议书”等，承诺停

止上访，且相关调解、协议内容
已兑现到位又上访的， 涉事单
位依法上诉上访人， 要求上访
人依照约定退还所得、 返还财
产， 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的人民
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条件，人
民法院将依法进行判决、裁定。
符合法定条件的， 将按程序将
其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
在全国范围内限制乘坐飞机、
高铁等高消费行为， 限制办理
贷款、银行卡等。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日前，广储社区庆“七一”文艺
晚会在486广场举行。演出的举办活跃了社区文化生活，增强了广
大党员的意识，更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推向新的台阶。赵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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