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南通新闻/热线

2020 年 5 月 19 日 星期二
编辑：
王翔 组版：李志坚 校对：李婧

占地两千多平方米、高十米、近万吨渣土堆积的“扬尘山”
成了附近居民的心病——

何时能移掉这座超大渣土山？
我市警方推进
扫黑除恶
“六清”行动
周圩村内的“扬
尘山”
。记者周朝晖

占地两千多平方米、高度达十米左右，由近万吨渣土堆积形
成的“扬尘山”，横亘在我市通州区先锋街道周圩村内，扬尘现象
虽经整治但没有彻底解决。昨天下午，记者赶到实地探访。

扬尘扰民——村民直言家中到处是灰
“拆迁安置是民心工程，是政府为我们老
百姓做的实事和好事，我们欢迎。可是，
由于
居住地附近建筑渣土大量堆积，再加上工程
挖取的大量土方长时间没有清理，导致一遇
晴好天气，扬尘现象就极为严重，
影响大家的
正常生活，我们真是有苦没法说。”5 月 18 日
下午，在我市通州区先锋街道周圩村村民何
师傅的家中，
他指着门框上、窗台上落下的一
层层灰沙，双手一摊，一脸无奈地对记者说。
这样的状况，
在周圩村不少村民家中，
很常见。

村民钱女士指着距家不远处的人工土山
说：
“这个由建筑垃圾、大量渣土、农田土方等
组成的超大堆场一天不解决，一天就不能让
当地老百姓安心。扬尘污染实在是太严重
了！你看，家中到处都是灰，我们都不好意思
让客人上门！”
为了化解扬尘带来的困扰，一些村民也
采取了一些“被动防御”防尘方式，譬如，在家
中安装多层纱窗，可是似乎并没有起到多大
作用。

多次投诉——遗憾的是难题迟迟未解
通州区先锋街道周圩村这处闲置地块被
占用、扬尘扰民一事，前不久引起市政府扬尘
整治专项工作督查组的重视，由政府多部门
组织的督查人员也在实地进行了走访调查。
“现场所见，
堪称触目惊心，
”
一位参与督
查行动的政府职能部门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在
先锋街道周圩村这处闲置地块上，
两千多平方
米、
十米左右高，
近万吨的渣土和建筑垃圾露天
堆放，
堆成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土山。运输渣土
的车辆往来频繁，
但车厢均未密闭，
装载高度也

高于车厢板高度，
行驶过程中抛洒严重。
”
附近村民向现场督查的政府工作人员介
绍说：
“ 我们现在夏天连吃饭也不敢吃，餐桌
上、地面上落满厚厚的一层灰，我在家天天扫
厚厚的一层灰。”
村民们还向督查组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已
就此事多次向周圩村党支部和村委会、
先锋街
道办事处，
以及南通和通州两地 12345 政府热
线反映过当地的扬尘问题，
并予以投诉。令人
遗憾的是，
这一问题迄今为止一直未见改善。

18 日下午，本报记者在实地看到，呈南
北走向的庞大土山确实令人震撼，山体虽已
铺设一些防尘网，但多处裸露。当地村民带
着复杂情绪，
将之戏称为
“扬尘山”
。
在“扬尘山”的山顶，记者看到有施工人
员正在继续铺设绿色的防尘网；
山脚下，
还有
一台洒水作业车。可是，让人郁闷的是，
在当
日大风条件下，庞大山体周遭仍是尘土飞扬。
更出人意料的是，
“扬尘山”
周边，
还环绕
着多个面积不小的垃圾堆场，以露天堆放的
建筑垃圾为主，还夹杂着不少生活垃圾。
现场停放的重型卡车车身上，记者看到
落满厚厚灰尘，并且大量泥土板结在车厢板

商务车变成流动“加油车”
车主被警方依法处罚

晚报讯 广本商务车摇身一变成了“加
油车”，这可不是个玩笑，而是被警方当场
逮住的违规操作。5 月 18 日，记者从如皋
市交警大队了解到，涉事车主许某被警方依
法予以处罚。
如皋市交警大队如城交警中队民警前
不久在例行巡逻中发现，如皋苏浙大市场
北侧路段，一辆广本商务车正在给一辆白
色别克车加油；该车被改装成移动加油
站，车厢内有油箱、加油机、电瓶等设备。
当即，民警扣留该车并将车主许某带到中队
核实询问。
民警了解到，许某上路做“加油生意”
刚一周左右时间，客户主要为微信群朋友，
由于油价比加油站便宜几毛钱，偶尔也有车
主联系他加油。在如城交警中队，许某表
示：“原本只想赚点钱，没想到会带来危
害，经民警教育，我已经认识到错误。”
目前，民警对许某擅自改变机动车登记
数据不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因许某未取得
成品油经营许可，被移交如皋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进一步处理。
民警介绍，
加油车属于高危运输车，
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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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装加油车的油品质量无法得到保障，没有
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就像一颗颗“流动炸弹”，
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大家千万别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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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扬尘整治专项督查组人员经过调
查了解到：由于先锋街道秦家埭四期安置房
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渣土等建筑垃圾无处堆
放，通州区境内一家二级国有企业便将该处
闲置地块作为临时堆放点，用于安置房基坑
回填及绿化备土所需，于是，逐渐便成为渣土
的集中堆放点。
“扬尘扰民问题肯定是要解决的，从环境
整治的角度来说也要清理，”周圩村一位工作
人员说，
“我们正配合有关部门一起想办法，
让
整治工作效果更明显，
让老百姓安居无忧。
”
本报记者周朝晖 本报实习生周想想 卞汐玥

晚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即
日起至本月底，全市公安机关将开展“回访、
督导、
问效”
活动，
强势推进中央部署的扫黑除
恶
“六清”
行动，
努力拿出线索清仓、
逃犯清零、
案件清结、
伞网清除、
黑财清底、
行业清源六张
“成绩单”
，
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全胜。
根据部署，全市公安机关将对照线索清
仓的目标要求突出线索核查，紧盯线索核查
效率和质量，确保本地接报线索按序时核查
办结，同时严格落实“集体通案”和“三长审
核”
责任，
确保举报事由、拓展警情核查到位，
线索核查结论定性准确。按照逃犯清零、案
件清结、伞网清除、黑财清底的目标要求突出
深挖彻查，
采取有效措施，
强化案件攻坚和黑
恶犯罪在逃人员的缉捕工作，加大打财断血
和毁伞破网工作力度，加快推进案件侦办进

商务车内的加油设备。

已在整治——“扬尘山”亟待被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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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加强调查取证工作。按照行业清源的工
作要求突出行业治理，用足用好公安提示函
制度，努力推动行业监管部门共同参与、共同
监管，提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整体成效。
活动中，我市警方将紧盯社会公众安全
感、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和长效机制建设，及时
梳理排查工作不足，逐一整改落实，强化跟踪
问效，严防整改问题一阵风、走过场、不彻
底。其间，我市警方还将对所有涉黑涉恶线
索的实名举报人和案件受害人进行全面回
访，及时反馈工作进展，主动征集意见建议及
其他黑恶犯罪线索。
“开展扫黑除恶‘六清’行动，是落实深挖
根治、推动长效常治的重要举措，也是扫黑除
恶 决 战 决 胜、实 现 三 年 为 期 目 标 的 关 键 战
役。”市公安局扫黑办负责人说，公安机关将
紧扣“清到底、清干净”总要求，突出侦查破
案、线索核查、逃犯追捕、深挖彻查等重点，持
续不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截至目前，市、县两级公安机关根据群众
举报线索破获案件 1394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357 名，黑恶线索办结率达 92.16%，居全省
前列。
记者张亮 通讯员苏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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