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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东临黄海，南依长江，独特的
区位优势突显治水护水责任的重大。
今年，海门在污染防治、努力破解水质
型缺水难题，取得阶段性成效基础上，
创新实施“水系大连通、水体大流动、
工程大改造、沟河大整治、水质大提
升”五大系列工程，积极探索“系统化
思维、片区化治理、精准化调度”治水
模式，有效提升治理效能，改善民生环
境，补齐水利短板，推动全区水环境不
断向好。

水系大连通，让沟河“活”起来

农村水系畅通工程作为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事关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大局。前几年，海门区虽然
通过实施拆坝建涵（桥）等工程，各级
沟河的引排能力有了较为明显的提
升，但水利基础设施的短板仍然存
在。特别是今年梅雨期间短时强降水
带来的局部地区的涝灾，表明了进一
步畅通水系的重要性。

为了让面广量大的泯沟这些“毛
细血管”“活”起来，消除断头河道，
海门拓宽引排水河道卡口段，依法
拆除渔网鱼簖及其他阻水障碍物，
提升改造过流断面不足的箱涵等配
套建筑物，恢复河道、沟塘等各类水
体的自然连通，增加水体动能。同
时，结合全区区域治水方案确定的
目标和任务，年内计划投资 1600余
万元，实施一期主城区区域治水（圩
角河以东区域）第一批工程，通过贯
通断点、拆除堵点、清疏淤点等措
施，逐步实现涝能排得出、旱能引得

进，有效提高水体自净和水环境承
载力。全年计划实施三级及以下河
道配套建筑物升级改造 338座，区域
节点疏通工程 22个。

水体大流动，加强河道自净能力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海门区注
重“大小结合、突出重点”，最大限度搞
好水情调度。一方面，按照南通市局
统一指令，依托通吕、通启两大运河，
由西向东开展大范围调度活水；另一
方面，科学利用该区两个水系、三个片
区的自然水位差，精准调度河道控制
建筑物，实施小范围活水。

与此同时，突出主城区这个重点，
研究确定圩角河以东、青龙河以西、海
门河以南至长江边约 42平方公里作
为首批试运行区域，主要以海门河、青
龙河向本区域引水，限制西区青西河
和圩角河的连通及青龙河入江流量，
通过内部涵闸配水、日新河出江闸每
日两潮退水，研究拟定了 6条配水线
路，从而带动圩角河以东区域河道水
体流动，多措并举尽最大努力提升水
体自净能力。

今年来，海门参与南通大范围调
度活水 2次，全区沿江涵闸开展引排
水 253 次，引水 290 万立方米，排水
6.47 亿立方米；内河涵闸累计引水
2232小时，引水量1.45亿立方米。

工程大改造，实现水随人意

滨江临海，涵闸等水利工程必不
可少。如何实施智慧调水、按需调水、
高效调水，实现水随人意，显得越来越
重要。

针对多年来部分涵闸使用年久、
设备老化、功能改变等问题，该区围绕

工程补短板，把今年定为水利建设年，加
大资金投入，加快实施十八匡河、青龙港
综合整治工程等一批重大水利项目建
设，大大改善全区水利工程基础设施条
件，提高引排及防洪减灾能力。

目前，十八匡河综合整治工程已
开工建设，力争年内完成主体工程；青
龙港综合整治工程中青龙河南段和中
段疏浚已完成，河道护岸工程正在加
快推进中，水闸和堤防工程计划在汛
后开工建设；海门河西闸和卫东闸拆
除重建工程均已完成立项、初步设计
已经批复，计划今年汛后开工建设、明
年汛前完成。

沟河大整治，打造高颜值生态河道

加强水环境治理，打造高颜值的生
态河道是海门近年来一直为之奋斗的目
标。2017年以来，该区全面推行河长
制，联动相关职能部门合力开展了“三
乱、两违、三拆”专项整治、黑臭水体治理
及生态河道建设，完成了 1124 个“三
乱”、269个“两违”、824个“三拆”专项整
治任务，整治黑臭水体646条，建设生态
河道 545条，在 2019年南通市统计局发
布的《2018年南通市生态环境满意度调
查报告》中，该区村庄环境整治和河长制
工作满意度为 99.4，河道治理情况满意
度为92.4。

2020年，该区继续强化河道治理，
计划疏浚河道 628 条 408 公里，土方
334万方；联动治理污染，持续推进 60
个村及 210户分散农户的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十个必接”及“六小行业”基
础设施建设，整治深化工业企业污水
排口 194 个，完成煤堆场、砂石堆场、
易产生粉尘颗粒物的物料堆场及混凝
土搅拌站“三场一站”整治 164 个，治

理规模养殖场 177家，新建废旧农膜回
收点 24个；年内完成改厕 4.1万座，加快
推进剩余的 130个“三乱”、8个“两违”、
8个“三拆”专项整治及 176条黑臭水体
治理、117 条生态河道建设、补绿造林
250亩等重点工作。

水质大提升，让沟河水体清起来

紧盯入江河流及市考断面两大重点，
做好水质提升这篇大文章，成为海门区今
年的攻坚重点。在入江支流综合整治上，
还紧紧抓住“排、拆、接、疏、治、管”“六个”
重要环节，落实“十个全面”要求，即全面
排查入江河流排口，全面整治入江河流的
支流，全面疏浚入江河流，全面整治入江
河流两侧“小散乱”单位排水，全面整治入
江河流两侧生活小区的排水，全面整治入
江河流两侧工业企业排水，全面取缔入江
河流两侧的“散乱污”及“四小”企业和家
禽家畜违规养殖场，全面整治入江河流

“两违”“三乱”，全面提升入江河流两侧的
码头和“三场一站”整治标准，全面治理农
业面源污染。

特别是在河道疏浚上，水利部门制定
了详细的年度治理方案，对海门河以南区
域的沟河进行了全面的排查，计划疏浚入
江支流及其周边河道 479条 240公里，土
方 171万方，确保在全面消除劣V类水质
的基础上，入江河流水质得到大幅提升，
全面达到Ⅳ类水质标准，50%以上的入江
河流达到Ⅲ类水质以上。在市考断面达
标整治上，全面排查海门河和圩角河及其
支流污染源，突出生活污染、工业污染、养
殖污染、船舶污染、支流污染整治，有效管
控入河污染物排放，力争2020年年底市考
断面全部达到Ⅲ类水质。

本报记者 唐佳美
本报通讯员 张玲玲 董海挺 顾金泉

提升治理效能 补齐水利短板

海门创新实施五大治水工程

中伏，水稻大多已经二尺高了，但
海安胡集街道青萍港村村民字红秀的
承包田里，有几块地水稻才寸把长。8
月7日一大早，字红秀又到田里忙活了
一圈。哪里需要除草，哪里的稻患了稻
瘟病需要防治，她了然于胸。“前期汛
期，稻田受了点损失，三十几亩田我重

新上了早稻，虽然现在比人家的矮大半
截，但做好管理一样能丰收。”

字红秀是彝族人，今年34岁，虽然
年纪不大，但与土地打交道已经十几年
了。用她的话说，“种田是我长这么大
最喜欢的一份工作。”

去年，字红秀创办起“红秀家庭农

场”，承包的 400亩土地实现水稻亩产
1200斤、小麦亩产1050斤。谈起种田，
字红秀很自信：“好多老百姓都夸我呢，
他们种了几十年都没有我种得这么好，
感觉挺自豪的。”

“种水稻的话，管水方面很重要，然
后一定要把草除好了，其他的都不是什
么大问题。”走在田间，字红秀讲起了自
己的“种田经”。今年汛期，一次除草剂
打好了以后，字红秀发现田里的水稻也
被打没了。“一开始很着急，从没遇到过
这种情况。”面对三十几亩水稻可能面
临颗粒无收，字红秀有些慌了神，但很
快镇定了下来。得益于多次参加过职
业农民培训，字红秀知道现在普遍种的

都是晚稻，需要 150天生长期，如果找到
110天成熟的早稻，就能赶得上秋收。“但
大家都说我们海安没有。”凭着天生不服
输的那股倔劲儿，字红秀问遍了身边的
朋友、同行，最终在村两委的帮助下，从
盐城找到了110天成熟的早稻品种。

这位从大山走出来的彝族姑娘，不
仅将海安作为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更是
帮助同乡们拓展致富增收的渠道。她
的家庭农场为多名少数民族的同伴和
当地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在她的带领
下，当地村民、少数民族朋友们纷纷走
上了增收致富的道路。

本报通讯员 张海伦 丁慧
本报记者 陈静

创办“家庭农场”，实现水稻亩产1200斤、小麦亩产1050斤——

海安彝族姑娘种出高效田

圩角河圩角河 袁晓蕾袁晓蕾摄摄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11日，南通市公路超限超
载运输治理暨国务院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推进会召
开，会议总结整治工作“上半场”，动员决战整治“下半
场”。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永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轩主持会议。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问题整改工作，
先后作出多次部署，市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明确要求

“紧盯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压紧
压实责任，加大基层监管力度，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
平”。今年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市治
超工作决策部署，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超限超载运输
治理存在问题整改任务，全市普通公路可监控路段超
限率压降至0.37%，查处量同比增长近6倍。

会议指出，下阶段，我市将重点推进基础设施改
造、源头超限监管、路面联合执法、健全长效机制等工
作，围绕今年11月底前问题整改销号的目标，细化锁
定各项措施落地时间节点，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对推
进不力、管理不善、进度不快造成影响的，一律严肃追
责问责，坚决打赢公路超限超载运输治理攻坚战。

我市召开公路治超暨国务院督导
组反馈问题整改推进会

普通公路可监控路段
超限率压降至0.37%

本报讯（通讯员汤新明）昨天上午，我市开办为
期两周的市管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网上专题班。参训对象为全体在职市管干部。

持续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对于增强各级党员干部的制度自信、
制度意识和制度执行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专题班开设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体精神解读》
等11门必修课和《在守正创新中坚定制度自信》等23门
选修课。同时，还须完成自修课6学时，撰写学习心得。

此次培训旨在帮助广大干部全面系统学习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和核心要
义，不断提高治理能力和本领，全力推进治理体系南
通样本建设。

系统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我市开办市管干部
网上专题学习班

本报讯（记者王玮丽）记者11日从市市场监管局获
悉，2019年江苏省省长质量奖获奖名单公布。我市的中
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被
省政府授予2019年“江苏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

中国天楹于2017年推出的“5A”环境综合服务模
式，是行业内首创的质量管理模式，该模式已成功运
用于海安市全产业链示范项目。公司2018年成功收
购Urbaser环境管理全球公司，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环
保企业海外并购史上最大规模的收购。

江海电容器始终瞄准行业领先企业，努力提升自
身技术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在全面实施质量管理的
基础上，公司近年来的经营业绩和市场地位逐年提升，
公司2019年市场份额排名全球第6位、国内第1位。

近年来，我市加大政府质量奖培育规模，目前，全
市已有两家组织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7家组织获江苏
省省长质量奖，4家组织获江苏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获奖名单公布

南通两家企业获提名奖

本报讯（记者刘璐）第三届进博会将于 2020年
11月 5日至 10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记者
11日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南通交易团前往观展、
洽谈、采购的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之中，我市已有
17家企业先后参加了4场相关的展前供需对接会。

从第三届进博会首场展前供需对接会开始，我市
已有十多家涉及医疗、食品、大众消费品、机械等领域
的企业积极参与，根据自身需求提前与参展商开展对
接洽谈，加深相互了解，建立初步联系。

目前，市商务局正按照省统一部署开展相关工
作，将于8月20日举办第三届进博会南通招商路演暨
供需对接活动，结合南通产业及贸易情况，介绍相关
展区情况与金融政策，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推介、
对接的平台。

第三届进博会南通交易团各项工
作有序推进

专场招商供需
对接活动20日举行

奋力书写“双胜利”的“启东答卷”
（上接A1版）

惠萍镇坚持以提升颜值品质、底蕴
气质为着力点，切实推进惠萍镇区街道
修复工程、集胜路新建工程、惠萍工业
园区排水泯沟护岸工程。镇党委书记
黄健说：作为启东东大门，积极配合启
东城区“南进东拓”步伐，优化空间、完
善配套，提升功能、彰显特色，实现城乡
协调发展。

启东滨江临海，重点打造生态绿
带，将沿江沿海建设成为启东独有的
生态景观廊道。启东市水务局局长宋
亚昌透露，围绕“一江碧波潋滟、百里
海岸迷人、千河清水畅游、万亩滩涂如
画”的水韵启东建设目标，启东将打造
178公里美丽江海岸线，建设魅力水韵
城市。

花海小镇合作镇推出“红色记忆”
和“生态康养”两条旅游线路。同时依
托南通最美旅游公路，充分发挥启扬高
速公路出口处地理优势，加快志圩线

“水果路线”建设。合作镇人大主席陆

建兵说，下半年将加快农旅项目周边停
车场、公共厕所等配套设施建设，以农
村垃圾、水体治理、拆违控违为主攻方
向，不断提升村容村貌，补齐农村人居
环境短板。

以高标准民生工程
让发展更有温度

8月3日，省内单体规模最大的县
级妇幼保健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启东分院（启东市妇幼保健院）投
入使用，以妇女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
集“医、教、研、防、管”于一体，规划设置
床位500张，设置妇科、产科、儿科、儿
外科、妇女保健科等19个一级临床医技
科室。

今年以来，启东聚力提质量，打好
民生改善持久战。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协同推进底线民生、基础
民生和品质民生，提高公共服务获得
感，织密基本民生保障网，推进文化供

给高质量，让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
质感。

目前，启东老城区提档升级改造全
面铺开，蝶湖景区提升工程已开工，智
慧停车系统即将使用……启东市城投
公司董事长周兵表示，城投公司将继续
围绕“抓好建设、智慧创新、市场化、走
出去”四大战略，围绕群众所盼、所求、
所需，全力当好城建排头兵。

启东市水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袁素群给高层住宅居民带来了好消息，
今年启东计划完成90个小区高层住宅
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确保高层用户水质
水压达标。同时全面完成城区139公
里雨污水管网的清淤、检测和维修工
作，确保雨污分流、河道清洁、污水厂进
水COD达标……

启东始终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
汇龙镇党委书记朱卫忠表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全力推进城郊结合部黑
臭水体整治，扎实开展“散乱污”企业整
治、大气污染治理、水环境治理等专项

行动，着力优化“四位一体”运行机制，坚
决补齐城郊结合部环境脏乱差短板，全力
打造城区绿色生态新亮点。

南阳镇立足城镇建设与优化，科学提
升集镇管理水平，今年加快推进少直、南
阳、永和3所幼儿园建设，改善学前教育
办学条件，同时增加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
阵地，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和情感需求。

与此同时，启东牢牢兜住基本民生保
障底线。完善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
临时救助实施力度、城乡低保规范治理等
制度，提升社会救助能力，合理把握救助
标准，做到应保尽保；做好养老服务事业
快速发展工作，完善民办养老机构服务质
量考核机制，创新试点“链式养老服务”、
城市社区助餐点和农村睦邻点建设，优化
养老服务管理；完善基层儿童关爱保护体
系，提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保障能力，加
大困境儿童保障服务政策宣传，加强留守
儿童“关爱之家”等基础设施建设，搭建社
会力量参与平台，提升服务儿童水平。

本报记者 黄海

（上接A1版）在学好精品课堂的同时，各县（市、区）还
注重身边榜样的推树宣讲。如海安市坚持问题导向，
将视角转向基层一线，将镜头对准普通党员，通过讲
述本地优秀共产党员、先进模范人物的故事，让基层
党员群众感到身边的榜样可信、可敬、可学，形成了入
心入脑的强大效应。

与以往相比，本次“党课开讲啦”活动更注重贴近
基层实际、创新方式方法，参与广度与拓展力度更
广。上月，我市开展全省首场“党课开讲啦·江海先
锋”抖音直播活动，72名党员现场聆听了“声波里的
红色记忆”情境党课，近万名观众在线收看互动。海
门区整合区镇党校教师、党建指导员、基层“五老人
员”等资源成立“星火讲师团”，开展“开讲啦·百场党
课下基层”活动，深化党员教育培训工作。不少基层
党组织根据党员数量、场地等实际情况，采取讲座式、
访谈式、情景式等多种形式开展党课，微党课、党课微
视频成为基层党员喜闻乐见的形式。

此外，我市还依托党性教育基地、党员实景课堂
等党建阵地，设计现场教学课程，在传承红色基因的
基础上，赋予好传统、好作风更多的时代价值、精神品
质。通州区改造升级红色遗址遗存，精心设计红色景
点线路，开发包括“敬献花圈、重温入党誓词、默哀缅
怀、现场讲解、实物瞻仰”等五个环节现场教学流程，
切实增强党课教育仪式感。如东县实施“一镇一品”
计划，创新庭院党课、船头党课、田埂党课等贴近群众
生产生活的“互动式党课”，激发广大党员群众主动学
习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