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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通灵鼓风机有限公司大型工业鼓风机

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详见网站http://www.

jtlfans.com/web/Column_0001000100020004.

aspx，公众意见征求期10个工作日，2020年6月

3日至2020年6月17日，详见网站。

环评公示

江苏金通灵鼓风机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日

南通市城乡供水水质监测情况公示
根据国家和省、市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南通市市政和园林局委托江苏省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无锡监测站，对

水厂出厂水及管网水水质进行了抽样监测分析，现将抽检结果(2020年第一季度)公示如下：
出厂水检测情况

水厂

出厂水合格率（%）

狼山水厂

100

洪港水厂

100

崇海水厂

100

海门长江水厂

100

如皋长青沙水厂

100

指标（106项）

评价：南通崇海水厂、狼山水厂、洪港水厂、海门长江水厂、如皋长青沙水厂出厂水106项指标全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GB5749-2006）的要求，具体数据可至南通市市政和园林局网站查询，网址：http://jsj.nantong.gov.cn/。

管网水合格率（%）

市区

100

通州区

100

如皋市

100

海门市

100

启东市

100

海安市

100

如东县

100

指标（42项） 地区

管网水（含市区二次供水）检测情况

评价：管网水为抽检，每个地区抽检3个点，同时市区抽检10个二次供水点。南通一市一区五县（市）城市集
中式供水系统的管网水42项常规指标全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的要求，具体数据可至
南通市市政和园林局网站查询，网址：http://jsj.nantong.gov.cn/。 南通市市政和园林局

2020年6月4日

本报讯（记者蒋娇娇 实习生顾
洛瑜）昨日，记者从市区公共自行车建
设工作办公室获悉，市区公共自行车
将于2020年9月1日零时起停止运
营，这意味着陪伴南通市民8年的“小
绿车”将逐步退出南通市区。

2012年12月，作为为民办实事
项目，市政府通过公开招标引进永久
公共自行车运营项目。历年累计建
设334个站点，投放6500辆自行车，
在解决市民“一公里”出行接驳和缓

解交通压力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据市城市管理局车管处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招标引进的共享单车已
在市区建成2145个网点，投放25000
辆单车，永安行APP注册人数达到83.7
万，日均骑行订单2万余次，这些数据
已经远远超过了公共自行车。

“随着市区大交通格局的拓展和完
善，今后市区将建成以地铁、公交、共享
单车为主的多元交通出行方式，鉴于以
上多方面的原因，经研究决定，市区公共

自行车运营项目将于2020年9月1日
终止运营。”市区公共自行车建设工作办
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方便市民退卡，
市区开通钟楼广场、开发区、友谊桥、政
务中心、客运东站等5个公交办卡点办
理退费业务，自即日起，用户按以下方式
办理公共自行车押金、预充值退款：实名
制的公共自行车卡、公交卡、市民卡用
户，可携本人身份证原件、卡、票据到现
场办理（如票据、卡遗失，携带本人身份
证原件和复印件，签订退款确认单并经

核实后办理）。通过“永久单车”APP扫
码租车的用户，请在2020年8月31日前
进行退款操作。

据了解，市民的所有押金及预充值
均在政府监管之下，实行专款专用。疫
情期间为防止人员聚集，自终止运营公
告发布之日起，先行办理公共自行车卡
的退费业务，2020年9月1日起办理市
民卡、公交卡的退费业务。5个公交办卡
点退款时间延长至2021年12月31日，
请广大用户合理安排时间前往办理。

餐饮业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促进就
业、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餐饮油
烟扰民也是“屡治难改”的老大难问题。近年来，崇
川区城管部门加强业务培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坚持源头治理，控制了餐饮油烟污染案件多发频发
的状态。

多部门联动治理违规餐饮商户

“在家窗子都不能开，被子晒出去都会有一股油烟
味。”家住新龙花苑的王阿姨告诉记者，附近居民常年
深受小区餐饮店油烟和噪音的困扰。

接到反馈，崇川区城管局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市行
政审批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等多部门协同处
理，多次上门勘查、沟通，并结合市城管部门探索建立
了居民区餐饮设置标准，督促商户落实整改。

“目前新龙花苑被居民投诉的两家餐饮店已经签
下了包括晚上十点后不得营业、设置专业烟道坑、尽量
降低噪音污染等内容的保证书，也得到了居民的认
可。”崇川区城管局业务科工作人员时永志告诉记者，

目前涉事餐饮店正在整改过程中，店主已经购置了新的
大功率油烟净化一体装置。

今年，崇川区城管局加大了对餐饮油烟污染信访案
件的关注力度，上月该局处理了环保平台上移交的历年
来信访举报投诉案件91起，通过城管人员的实地勘察与
督促整改，投诉案件现已全数核销。

专项整治有效压降油烟污染案件起数

荷兰街地处我市高校集聚区，是面向大学生的服务
一条街。为了彻底改善该街区环境面貌，去年，崇川区
城管局联合多个城管执法队以及城管外包服务单位
等，对其进行环境综合大整治。“整治分成城市管理组、
餐饮油烟整治组、安全隐患整治组、保障协调组等四个
大组，去年发现35家餐饮店铺未装油烟净化装置。”时
永志透露，经过整治行动，目前荷兰街所有餐饮店均已
装上油烟净化装置。

去年以来，崇川城管局在积极做好油烟执法工作的
同时，加强日常管理，对于发现的商户未安装油烟净化装
置导致油烟直排的案件，第一时间派队员主动上门进行
相关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劝导商户积极安装油烟净化装
置，对于露天烧烤进行严格管理，一经发现，坚决扣押，有
效压降了油烟污染案件的起数。

今年4月 22日，市城管局印发了《开展市区餐饮
油烟污染专项治理实施方案》文件，根据方案要求，崇
川区城管局及时召开全区专项整治推进会，要求各街
道彻底排查餐饮服务商户和企事业单位食堂等场所
油烟净化装置安装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建立清
单，对净化装置维护保养提出明确要求并发放《餐饮

场所油烟净化装置保养维护情况登记表》，做到无遗
漏，无死角。

商户油烟排放数据24小时在线监控

崇川区城管局还开辟了以新技术为抓手的新模式。
“我们可以通过在油烟净化装置后安装油烟在线监控传
感器，形成的数据通过无线的方式传送至餐饮油烟在线
管控平台，平台可以实时反映该商户油烟净化装置是否
开启、是否正常运转、油烟浓度是否超标等一系列情况，
一旦出现超标或违规情况，可借助智能化的数据对商户
提出整改要求或进入处罚程序。”崇川区城管局副局长陈
进告诉记者，区城管局借助餐饮油烟在线监控平台，能够
实现对餐饮商户油烟排放数据的24小时在线监控，包括
南通大饭店、水天堂大酒店、金石国际大酒店、有斐大酒
店在内的14家餐饮商户已经处于监控平台。目前正逐
步推进辖区餐饮场所营业面积在五百平以上的安装油烟
在线监控系统。

“餐饮店按照相应的厨房配套、容纳功率的大小，
不同程度的油烟装配达标且符合相应要求的油烟净化
装置，及时在规定的范围内做好油烟净化设施的清洗
工作。”陈进表示，下一步崇川区城管局将通过不断的
摸索形成经验，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开展专项整治，严
格市场准入，常态化开展监督执法，进一步规范餐饮
经营场所经营行为，整改和消除存在隐患，力争用三
年时间，构建安全达标、环保合格、食品安全的全区餐
饮网络，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餐
饮服务需求。

本报记者 蒋娇娇 本报实习生 顾洛瑜

本报讯（记者张亮）出入境证照办理、交通违法
缴罚、身份证申领等多警种业务，派出所里“一门通
办”，打破警种壁垒，真正方便群众。昨天，全市公安
机关警务服务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崇川公安分局观音
山派出所举行，该所全新打造的综合服务大厅集多
功能于一体，成为全市公安机关“放管服”改革的标
杆样板。

在观音山派出所综合服务大厅，记者注意到，除
了交通违法缴罚业务、身份证业务，护照、港澳通行证
等出入境业务也可办理，大厅里贴心配备了出入境自
助填表机，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只需轻点屏幕，申请
表即可机器填写、自动打印。值得一提的是，派出所
还专门开辟了24小时自助服务区，内有签注自助一
体机、身份证自助领证机、e警务自助机，上班族们下
班后也可前来办理港澳通行证签注、身份证领取、临
时身份证明等相关业务，实现24小时不打烊。

在派出所里办理车管等业务，这样的经历可谓
十分“新鲜”，但不久将愈发普遍，成为常态。会议要
求，各地公安机关要按照年内至少建成1家的目标
要求，做实做强“一门通办”窗口服务品牌。在此基
础上，各地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试点打造“一窗通办”
综合服务窗口，培训“全科医生”式窗口民警，实现一
窗全类业务通办。与此同时，深化服务下延，紧紧围
绕打造3公里便民服务圈的目标，依托城区派出所、
交警队、出入境服务网点、警务站等，科学布局“警民
联系点”，实现户政、出入境、车驾管等部分高频服务
事项“就近办”，并充分依托市、县两级政务服务中
心、公安服务窗口以及商场、车站等人流密集场所，
以设置南通公安“e警务”便民服务站为载体，大力
推广24小时自助服务区建设，深化“警民E家”党建
品牌创建，实现公安审批服务事项“自助办”。今年，
市公安局计划在全市新增60个“e警务”便民服务站
点，以实际行动回应群众期盼。

本报讯（记者何家玉）6月起，职工医保个人账
户里的钱可以用来购买商业保险了。目前，已有13
家商业保险公司的14个产品通过市医保局备案，供
参保职工选择。

2009年，我市就开始探索允许参保职工利用个
人医疗账户资金购买补充商业医疗保险，以合理利
用个人账户结余资金，充分发挥资金效率，也构建更
为丰富的医疗保障体系。在基本医保实现市级统筹
的大背景下，市医保局下发通知，对全市商业保险机
构承办职工医保个人医疗账户资金购买商业医疗保
险的有关事项进行统一，进一步完善全市医疗保险
多层次保障体系。

“以前规定个人账户历年结余必须超过2000
元，才可以购买不多于5000元的商业保险，而现在
只要有结余，就可以用不多于每年1月1日历年结余
70%的资金购买商业保险。”市医保局副局长顾忠贤
表示，这是新规与此前最大的不同，也可以让更多参
保人拥有多一份保障的机会，“而且，与市级统筹相
适应，所有的产品都在市医保局进行了备案，全市参
保人员享受同样的待遇。”

此外，以前个人账户结余仅限于给本人购买商
业保险，而今后则可以建立一个“家庭账户”，“可以
给父母买居民医保，也可以给配偶或者子女购买商
业保险，提升全家的保障水平。”顾忠贤说，由于涉及
系统调试，该项功能要到7月才能实现，目前仍然只
支持给本人购买保险。

据了解，参保职工使用其医保个人医疗账户资
金向定点保险机构购买经备案的商业医疗保险产
品，其个人账户资金符合规定的，从个人医疗账户资
金中支付，个人账户余额不足的，可用现金支付，由
定点保险机构扣缴。参保人员可根据自己的账户资
金和需求，选择合适的产品，与相应的保险公司签
约，“我们正在开发线上购买渠道，今后参保职工也
可以通过‘南通医保’APP在线支付，争取于下个月
上线。”顾忠贤说。

市区公共自行车9月1日停止运营
市民可在钟楼广场等5个公交办卡点办理退费业务

联动、专项整治相结合，24小时在线监控，崇川城管重拳出击——

严控餐饮业油烟违规排放行为

昨日，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将“蚕文化”搬进室外课堂，通过缫丝、染色、制作蚕丝画等，让孩子们体验劳动的快乐，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 濮端建摄

派出所也能处理交通违法

警方全力推进“一门通办”

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70%
可买商业保险

下月起亦可为直系亲属购买

本报讯（记者冯启榕）2日，刚刚成为新爸爸的
朱晓凯又收获了一份意外的惊喜：当天一大早，就有
护士来引导他带着孩子去做免费的先天性心脏病筛
查。“感觉政府的这个为民办实事项目特别好。很多
像我们这样的年轻爸妈，对这些疾病其实不是特别
了解。现在免费做这个检查，能让孩子预防疾病，也
给我们上了一课。”这位来自启东的新爸爸笑着说。

如今，在我市各医疗机构出生的新生儿，可以在
医院接受耳聋基因筛查和先天性心脏病筛查等系列
检查，而这部分费用全部由当地政府“买单”。记者
从市卫健委了解到，目前，南通已将“两癌”筛查、产
筛、新筛、市区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和新生儿先天性
心脏病筛查的“五免筛查”全部列入为市政府民办实
事项目。项目实施以来，已累计投入成本超过3.79
亿元，按照成本效益比分析，累计节约社会成本超过
49亿余元。

为了推进为民办实事工程，南通各地财政设立
“两癌筛查”和“产筛、新筛”的专项资金，落实专款专
用，同时，提高“两癌”筛查人均补助标准，大部分地
区落实了人均173元的检查经费，另外增加了20%
任务量筛查HPV。目前，各地基本能够按照要求足
额配套县级筛查专项经费。

为了让更多百姓进一步了解这系列惠民项目，
各地政府层层发动，优化服务流程。各镇（社区）确
定了村（服务站）级责任人，上门宣传发动，确保目标
人群参检率。

累计投入成本超过3.79亿元

妇幼五项筛查政府“买单”

本报讯（记者黄海）2日，启东经
济开发区会同启东市公安局治安大
队、开发区派出所等联合开展流浪犬
只专项整治行动，当天共捕捉流浪犬
12只，统一运送到犬只留养所进行集
中收留管理。

近年来，由于流浪犬无节制繁育、
部分市民随意弃养等原因，启东城区
流浪犬呈逐年增多趋势。流浪犬成群
结队地活动于大街小巷，大吠扰民、上
路扰车、影响公共环境卫生和道路交
通安全等一系列狗患问题突出。另
外，流浪犬常年在垃圾堆中寻找食物，
随身携带很多细菌，一旦发生咬人事
件，后果不堪设想。

为切实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预防减少犬只伤人、扰民事件
的发生。今年启东市专门出台了《启
东市区养犬管理办法》，并制订市区文
明养犬公约，进一步规范市区居民依
法养犬、文明养犬行为，与此同时，组
织力量对流浪犬开展清理整治行动。

启东经济开发区今年启动流浪犬
集中清理整治行动以来，明确整治责
任主体，结合实际，在园区内分时段、
有重点组织开展集中清理整治流浪犬
行动，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为市
民营造出安全和谐的环境。

启东城区开展专项整治

流浪犬集中收留管理

6月1日，崇川区城管局对跃龙路某餐饮店未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导致油烟直排的

违法行为开出了两万元罚单，这也是我市执法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餐饮服务业油烟排放标准》等法律法规开出的第一张罚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