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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海门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逐年上升，
PM2.5平均浓度排名位列全省第四，省
考断面地表水优于III类比例为100%，
地表水全面消除劣V类水体，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大幅提升。

这是近年来海门生态环境局守护
“蓝天、碧水、净土”，构建“大数据+指
挥中心+综合执法队伍”综合行政执法
改革新模式，有效统筹执法资源和执法
力量，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监管水平和
执法能力的成果。

局队合一，提升监管水平

70%以上执法人员下沉一线
2019年，海门生态环境局挂牌成

立，垂直管理改革之后，整个局的职能
重心发生转变，执法监管成为主责主
业。海门生态环境局下设六个区域性
综合行政执法分局，执法范围覆盖全区
11个区镇，70%以上执法人员下沉至
各执法分局，开展一线执法。

今年9月开始，海门生态环境局与
海门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实行“局
队合一”，有效破解了环境执法人手不
足的难题。在体制调整基本定型后，海
门生态环境局运用大数据，通过自身污
染源自动监控发现案源线索和由区域
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派发案源线索两
大途径，独立进行案件处置，多部门联
合执法，为环境综合执法工作提供了强
有力的信息化技术支撑。

独立执法，提升执法效能

前三季度处置130多件环境违法
案件

国庆前夕，海门生态环境局自动监
控平台发出预警，某印染企业的废水排
放数据存在异常，该企业废水排放指标
为红色，存在超标排放嫌疑，局综合行
政执法指挥中心第一时间通过移动执
法平台向企业所在区域执法分局发出
指令，环境执法人员和监测人员立即启

动大数据应用执法“八步法”，对案件进
行查处。

执法人员到现场后定位报到，亮证
告知，信息核实，现场检查，现场勘验笔
录制作，打印笔录，电子归档，实现闭
环，这一过程全部通过执法记录仪全程
录像，同时上传省厅平台。通过采样监
测，结果表明，企业废水超标排放。海
门生态环境局立即会商确定企业环境
违法行为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依法对企业立案查处，
向企业送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同时给予该企业罚款10万元人民
币的决定。

从环境违法案件从立案登记到案
件调查再到法制审核、文书下发，南通
海门生态环境局的独立执法都实现了
全流程线上操作，实现了环境移动执法
全流程、连贯性、规范化的操作管理，确
保了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案件的公开透
明。同时，通过移动执法后台支撑系
统，环境违法案件查处可以做到执法记
录的可查询、可追溯，执法内容的全在
线、全记录和执法过程的程序化、规范
化，极大地提升了执法效率，规范了执
法行为，防范了廉政风险。

据统计，1至9月，海门生态环境局
出动执法2500余人次，检查点位1500
余家次，共处置了130多件环境违法案
件，行政处罚金额约550万元，与历年
同期相比，执法效能明显提升。

联动执法，化解舆情信访

投诉较上年同期减少了44.82%
9月6日，海门生态环境局接到该

区指挥中心平台紧急信息，“某河边小
区东侧空地疑似倾倒医疗废物”，这一
线索在社会上引起了关注。接到指挥
平台的急办件后，海门生态环境局信访
应急值班人员、区域性执法局人员、环
境监测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经查，
某河边小区东侧有一块空地，填埋坑约
60立方，填埋物为废塑料、海绵边角料

等固废，重约3.2吨。环境执法人员迅
速将情况上报区指挥中心，区指挥中心
调度区网信办、公安、卫健委、城管、住
建、海门街道等单位共同参与案情分析
与调查处理。

为了防止网络舆情发酵，海门生态
环境局工作执法人员实时与区指挥中
心、公安局网监大队、区网信办保持沟
通联络，并将现场勘验情况及时与其他
部门共享。环境监测人员现场对固废
倾倒处坑塘底水质、倾倒固废处土质进
行采样，分组配合加班分析化验。经过
海门生态环境局与公安、城管、海门街
道多方联动排查，基本确认填埋固废来
源于玻璃器皿公司和纺织品公司，是未
使用过的不合格培养采集套装等和纺
织公司的边角料，属工业垃圾一般固
废。9月7日，海门生态环境局对涉事
单位违规处置工业废弃物的行为依法
进行立案查处，督促相关单位妥善处置
挖出的工业废弃物，并将处置结果报区
指挥中心。

与区指挥中心、其他执法部门指挥
联动，南通海门生态环境局将社会的热
点信访作为工作的切入点，实现了联动
执法的信息化、标准化和一体化。据统
计，1至9月，海门生态环境局共受理群
众投诉 1331 起，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44.82%，联动融合处理的信访处理模
式，有效减少了重信重访存量，遏制了
重信重访增量，实现信访总量、越级信
访量双下降。

·林洪 龚雪松 潘妍 陈静·

构建“大数据+指挥中心+综合执法队伍”新模式，
海门生态环境局有效统筹资源和力量——

高效执法，
守护蓝天碧水净土

为从根本上遏制违法建筑的势
头，南通市城市管理局与崇川区政府
联合启动了以“党建引领、社区抓总、
物业主导、多方联动和服务为先”为治
理方针的“红色管家”行动。此项行动
展开半年多来，在先行试行的小区中
已收效明显。其中，“花半里”居民小
区已率先成为“无违建小区”。

据市城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
郭永进介绍，近年来，城市中尤其是居
民小区内，野蛮装修，私搭乱建房屋、
违规建设停车位等违法行为屡禁不
止。广大市民对此深恶痛绝。虽然政
府不断加大城市管理队伍的建设和对
违法建设行为的打击力度，但限于城
管执法的人力和物力的不足，只能被
动监管。要从根本上铲除“顽症”，必
须依托社区党员的力量，发动市民，然
后多部门协同把违建行为扼杀于“摇

篮”中。“红色管家”的违建治理模式应
运而生。

崇川区钟秀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夏
敏介绍，“红色管家”行动是以党建工
作为引领，充分发挥社区及物业作用，
强化违建源头管理，让党组织建在小
区内、楼栋里，使“不能违、不想违、不
敢违”变成每个居民的自觉行动，形成

“人人都是责任者、个个都是监督员”
的良好氛围。通过党建引领、社区抓
总、物业主导、多方联动、服务为先的
治理模式，构建街道、社区、小区三级
违建治理架构，融宣传、巡查、预警、处
置、应急、矛盾调处于一体，实现监控
无死角、管理无盲区、小区违建清零的
目的。

钟秀街办中心村社区是“红色管
家”的首批试点社区，“花半里”小区是
首批试点小区。走进“花半里”，林木

繁盛，花香四溢，道路整洁，车辆停放
井然有序，一派舒适宜人之景。据钟
秀街办中心村社区张伟书记介绍，自
今年3月“红色管家”行动开展以来，社
区立即建立起社区党委、邻里党支部、
楼栋党小组的三级组织架构，组建了
由邻里支部书记、物业人员、邻里党
员、业主委员会委员、网格员、城管队
员、社区民警及在小区居住的机关干
部、志愿者等组成的违建治理队伍。
目前，这支队伍已有47名成员。在小
区各楼道入口处，将负责该楼宇的红
管家及楼栋党小组成员名单进行公
示，使之责任到人。同时，还组建了由
街办、社区、城管、物管等部门组成的
专门工作组，以“花半里”小区为违建
管控重点，常态化开展日常监管和重
点管控。同时，倡导社区党员群众广
泛参与。

物业在治违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负责“花半里”小区物业管理的坤
园物业项目经理谢军介绍，自接手该
小区物业管理后，不断完善物管规章
制度，对每个业主建立完整档案。“红
色管家”行动开展以来，在原有每楼配
备一名楼宇理事长的基础上，再配备
一名楼宇管家。每有业主装修，物管
不仅要与业主和装修公司签署承诺协
议，而且对装修设计、施工方案进行安
全论证和监管，以防范野蛮作业和违
章建设。施工期间，楼宇管家每日两
次上门巡查，发展违章行为立即加以
制止。共治、共建、共享原则赢得了业
主的信任和支持，使小区在短短的数
月里就实现了“无违建小区”的目标。

据悉，“红色管家”治理违建行动
将在崇川区全面推广施行。

·章伯堂 蔡韦星·

多方联动 服务为先

崇川：“红色管家”管治违建

“今年最后一车水最给力，你看，稻穗饱满，每亩多收百儿
八十斤不成问题。”10月14日，海安城东镇西场街道爱凌村3
组的徐瑞霞看着稻浪、嗅着稻香，乐得合不拢嘴。城东镇216
名水协会管水员按需供水、科学供水、适时调水，为全镇6万
亩拔穗灌浆期的高品质水稻夺丰收打好基础。这是海安市推
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以来的新气象。

近年来，海安市城东水利站协同城东农民用水户协会，在
确保水土安全，发展灌区节水防污型农业过程中，依托现有农
田水利基础设施，高标准稳定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借
助水利项目建设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持之以恒抓好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加大河道水利建设力度等，同时减少了田地化肥、
农药的增施，使稻米达到高产高效、绿色生态的丰收效应。近
3年来，海安城东水利部门先后投入资金7088万元，疏浚整治
河道26条（段）150公里、新（改）建电灌站11座、拆坝建桥
（涵）72座。到目前为止，城东镇2020年完成改革范围内总
用水量较2019年同期平均减少了10%以上，亩均用水量减少
108方，帮助村民减少支出35万元。

·韩良明 陈金梅 丁佐明 赵雨峰·

城东镇农民水协科学供水保丰收

“每亩多收百儿八十斤不成问题”

10月7日，崇川区秦灶街道八里庙村社区开展“大手拉小
手，益起来守护”系列活动，在实践中增强低碳环保的宣传力
度，丰富青少年的课余生活。

志愿者向大家详细介绍制作创意迷你垃圾桶所需的材
料、制作方法。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剪、画、粘、贴，一个个
创意迷你垃圾桶就完成了。

“垃圾分类可以分为哪几种？”“世界环境保护日是哪一
天？”抢答内容涉及垃圾分类投放、废旧电池回收等环保小常
识。孩子们积极举手踊跃答题，现场气氛热烈，趣味十足。

“奶奶，不能在田里烧秸秆哦，这样会造成环境污染的。”
“好的，小朋友，奶奶答应你保证不烧。”孩子们来到田间向群
众发放《秸秆禁烧再利用倡议书》，并向他们宣传焚烧秸秆的
影响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积极引导孩子们参
与环保活动，树立环保意识。 ·徐星晨 任溢斌·

“大手拉小手，益起来守护”

青少年参与宣传低碳环保

10月13日下午，崇川区唐闸镇街道新华社区举办了“党
报进社区·汉药健康行”主题活动。邀请市汉药中医医院专家
缪宝迎副主任医师为居民进行健康教育宣讲和义诊，真正把
中医药服务前移至社区，送达群众的家门口，深受欢迎。

中医认为，秋季养生要注重阴阳平衡，以生津润燥、益肺
养阴为原则。为提高社区中老年人的健康意识和自我防病意
识，推广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和技能，社区举办了此次活动。

活动中，缪医师围绕“秋季养生要点”上了一堂居家实用
的养生课，教会大家辨识常用中药，带领大家一起品尝秋季养
生茶，领略汉药之美。现场的汉药中医院医护人员还为社区
群众提供义诊服务，吸引了大批居民参加活动。

据社区负责人介绍，开展“党报进社区·汉药健康行”活动对
宣扬中医药优势，推广普及中医药服务，传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
具有重要意义，今后将定期开展同类活动。·任溢斌 胡敏·

新华社区举办“汉药健康行”活动

养生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随着悠扬的歌
声响起，10月11日，海安胡集街道文明实践“秋之实”活动在
谭港村文明实践站拉开帷幕。活动现场，街道辖区的女童同
台唱歌、剪纸，志愿者们对孩子进行健康知识讲座，好不热闹。

第九个“国际女童日”之际，胡集街道依托文明实践所积
极打造“蓓蕾”工程，重点围绕未成年人开展系列活动。除了

“秋之实”活动，还创新开展了“集智青+蓓蕾关怀”专项结对
共建仪式，即街道每一名“集智青”志愿者与10户女童家庭签
订专项协议，每月对家庭进行爱心走访，编织邻里互帮、守望
相助的“幸福志愿服务圈”。

今年以来，胡集街道还先后组织理论宣讲志愿者对广大
村民宣讲“生男生女都一样”“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内容，进一
步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保护女童行动中来。“街道将持续
依托基层文明实践站点贴近群众的优势，关心好、爱护好祖国
的下一代。”胡集街道党工委书记、文明实践所所长单蓓说。

·王良 花薇薇 陈静·

海安胡集街道：

文明实践育“蓓蕾”

10月18日上午，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建设项
目奠基仪式举行，标志着开发区生态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

该污水处理厂项目位于滨江大道西侧、规划中青岛路北
侧、大为路南侧，占地面积139.65亩，建成后日处理污水能力
10万立方米，将大大提高区域污水收集处理率，大幅消减污
染物排放量，有效改善海门中西部片区生态环境。同时，也将
为开发区招引更多的“国字号”“福布斯”“上市辈”企业和世界
500强项目提供有力的基础保障。

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以来，立足新起点、抢
抓新机遇，围绕“开发开放主阵地、宜居宜业生态城、创新创业
智慧区”定位，紧扣“全省前十强、南通做标兵、海门当龙头”目
标，聚焦海工装备、智能制造、现代建筑、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主
导产业，一着不让抢抓大项目、好项目。为了招引更多的重特
大项目，开发区将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功能配套提上重
要日程，加快推进污水处理厂、雨污水管网建设等工作，进一
步提升发展承载力和环境吸引力。 ·陈静 赵云飞·

进一步提升园区发展承载力和环境吸引力

海门开发区污水处理厂项目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