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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火车站前“黄牛”拉客
公安加大巡查力度

3月19日，崇川区陈先生反
映南通火车站每天都有“黄牛”
在站前违规拉客。对此，南通市
公安局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对

“黄牛”予以驱赶，对扰乱公共场
所秩序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打
击。非法营运车辆交由市交通
综合执法支队予以打击处理，站
区周边旅馆交由所在辖区派出
所进行管理，对无证经营的“黑
旅馆”依法进行取缔，保障正常
客运秩序。

小区外墙脱落
质安站介入督促整改

3月22日，丛先生反映南通
开发区云樾东方小区25层以上
楼层外墙开始大面积脱落，存在
安全隐患。对此，南通开发区住
建局质安站迅速开展核查，目前
小区开发商正安排施工人员进
行整改，预计十天内整改完成。
同时，质安站已督促开发商后期
加强现场外墙巡查频次，发现类
似问题及时处理。

■基本情况

上周（3月26日-4月2日），
市 12345在线平台共受理各类
诉求 13229件。在线直接答复
10227件，向各网络成员单位派
发工单3002件。网络成员单位
按时办结率 96.86%。有效回访
2772 件 ，回 访 综 合 满 意 率
93.54%。承办省平台交办件
430件，其他诉求199件。

■热点问题

（一）咨询类诉求方面。诉

求主要集中在医保政策咨询、驾
驶管理、疫情防控等领域。如市
民张先生咨询“外地就医报销比
例”；王女士咨询“驾驶证补办是
否可以使用临时身份证”；钱先
生咨询“个人如何进行新冠疫苗
预约接种”。市12345在线平台
根据相关政策在线答复。

（二）求助类诉求方面。诉
求主要集中在老小区改造、工资
拖欠、小区物业服务等领域，如
晨苑小区业主姚先生反映“老小
区改造中主干道上堆积大量碎
砖和泥土”；瞿先生反映“崇川区
珑府项目承包商拖欠工资 2万
元未发放”；幸福世家某业主反
映“小区2号楼消防登高带被堆
放建筑垃圾，长期无人清理”。
市 12345在线平台已将上述诉
求转交属地政府协调处理。

（三）投诉举报类诉求方
面。诉求主要集中在流动摊贩、
夜间施工噪音、新增违法建设等
领域。如薛先生反映“商贸职业
学院西门江通路有流动摊贩占
道经营”；陈先生反映“4月 1日
4：30，开发区中港翡翠城东侧振
兴东路地铁施工噪音扰民”；周
先生反映“开发区顺发御园某业
主正在3楼进行违章搭建”。市
12345在线平台已将上述情况
转交属地政府核查处理。

■市民建议

（一）建议在南通植物园内
树上设置一些人工鸟窝，方便鸟
类搭巢筑窝。

（二）建议82路公交车末班
（汽车东站始发）发车时间延长
至晚上9点或9点半，以方便县
区学生返校。

（三）崇川区人民中路路段
梧桐树掉落大量飞絮，建议更换
树种。

本报讯（记者何家玉）“第
50000名旅客，欢迎回家！”昨天
上午，从加拿大回国的宋奕扬拖
着行李走进位于昆山的转运中
心，收到南通驻昆山接转工作专
班送上的鲜花和卡片。原来，他
是去年8月3日转运工作重启以
来第5万名入境返苏旅客，也是
南通驻昆山接转工作专班接回
的第4391名入境来通人员。

“终于回家了，很开心。”因
为疫情，宋奕扬已经一年多没回
国了。现在大四马上毕业了，课
业不太多，他就想着回来看看父
母长辈。因为父母都是医生，虽
然身在国外，小宋也一直很关注
国内的疫情防控，但经历 14小
时的飞行到达上海后，遇到的所
有工作人员都是“全副武装”，还
是让他感觉震撼，“工作人员都
很耐心细致解答问题，让人很安
心，晚上11点到酒店，特地给我
们预备了泡面，很暖心。”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和长三
角涉外疫情联防联控联动机制
工作要求，我省去年 8月 3日正
式重启经上海空港口岸入境来
苏人员转运工作，最初实行的是

“7+7”转运隔离模式，自 9月 12
日零时起，调整为“3 + 11”模
式。旅客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经

上海浦东机场入境后，先由上海
市进行信息采集登记、入境检疫
和核酸检测，统一安排至指定酒
店进行集中医学观察3天。第4
天，则由省工作专班组织专人专
车，由上海市集中隔离点闭环接
转至昆山中转基地。各设区市
工作专班组织专人专车，在昆山
中转基地闭环接回后，继续落实
集中医学观察等相关防疫措施
至14天期满。

南通驻昆山接转工作专班
于去年7月31日正式进驻昆山，
先后轮换了 10批、149人，这些
来自外事、公安、交通和卫生条
线的“转运人”，已在涉外疫情防
控一线接续奋战了 240多个昼
夜，累计安全转运境外来通人员
347批4391人。

“各地都在境外回国人员中
发现了确诊新冠病例，这说明我们
的‘无缝对接、闭环运转’十分必
要。”市外办党组成员、南通驻昆山
接转工作专班组长陶学军，同时也
是专班临时党支部书记，他表示，

“3+11”已经是现在的常态化模
式，他们会继续做好全链条闭环转
运，阻止新冠病毒输入，筑牢“第一
道防线”，“现在都在倡议打疫苗，
我们也希望全民免疫的时代早日
到来，那时会有另一个新常态。”

本报讯（记者仇禅慧 通
讯员张睿）昨天，由崇川区司法
局、秦灶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南
通农村商业银行联合主办的第七
届“4·8司法日”联动服务宣传活
动在崇川区北翼玖玖广场举行。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推出
“十个一”：一是社区律师走进结
对社区集中开展一次法治讲座；
二是利用“法润民生微信群”开
展一次“以案释法”线上互动式
服务；三是组织社区律师参加一
次街道司法所组织的集中宣传

或进网格排查调解重点矛盾纠
纷活动；四是以“4·8司法日”为
主题，对法治宣传栏进行一次内
容更新；五是利用辖区内各类可
调用的电子显示屏，开展一次集
中滚动播放宣传；六是开展一次

“我为群众办实事”志愿服务进
社区活动；七是开展一次微信朋
友圈主题推送；八是在崇川频道
做一次宣传报道；九是在崇川在
线公众号组织一期专题系列宣
传；十是局机关组织一次“开门
纳谏”活动。

我市驻昆山工作专班迎来
第5万名上海入境返苏旅客

“黄牛”拉客 公安依法打击
外墙脱落 质安站促整改

（上接A1版）
据介绍，专利权评价报告

预审工作在中国南通（家纺）知
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的落地，
将使专利权评价报告制作周期
从试点前的2-3个月缩短到20

日左右，最长不超过1个月，将
大大缩短我市家纺企业专利侵
权纠纷处理时效，降低专利权
利人的维权成本，切实策应家
纺产业产品设计流行周期短的
产业需求。

线上“以案释法”线下志愿服务

崇川开展司法日联动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俞慧娟）2020年
全市平均气温达历史第四高值,全市
平均降水量为1961年以来第四多雨
年,日照正常,先后出现寒潮、大风、
暴雨、强对流、高温、台风、雾和霾等
灾害性天气。昨天，市气象局召开
新闻发布会，发布 2020年南通市重
大天气气候事件。

据市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严迎
春介绍，近年来，我市极端天气增多，
极值不断被打破。2020年，全市共
出现 21次区域性强对流过程，19次
伴有短时强降水，3次伴有冰雹，17
次伴有雷暴大风。全市各站平均气

温16.1（如东）～17.0℃（启东），较常
年偏高0.7（如东）～1.5℃（启东）；全
市平均气温16.6℃，达到历史第四高
值，较常年同期偏高 1.1℃；其中如
皋、海门和启东 3站创历史最高纪
录，南通和通州站为历史第三高值。
尤其是2019年12月～2020年2月冬
季全市平均气温为 6.9℃，较常年同
期偏高 2.5℃，创历史同期极值。受
偏强副高控制，南通去年8月高温日
数 18天，刷新了同期历史纪录；8月
11至21日连续11天出现高温天气，
连续高温日数位列历史第2位。

去年，我市梅雨期长、梅雨量

多、强降水过程频繁。2020年6月9
日入梅，偏早（常年 6月 20日）；7月
22日出梅，偏晚（常年7月13日）；梅
雨期达 43天，偏长（常年 23天），为
1981 年以来第 3 长；全市梅雨量
384.3～688.4毫米，是常年的1.7（如
东）～2.9倍（海门），位居 1981年以
来第 2（海门、启东）～5（如东）。
2020 年夏季（6-8 月）降水显著偏
多，全市累积雨量 638.3（如皋）～
1119.9（通州）毫米，是常年 1.3（如
皋）～2.2倍（通州），其中，通州创
1961年以来历史极值，启东、海门和
南通创历史次极值。

2020年末出现的强寒潮，让南
通在低温、冰冻中迎来新年，至今让
人印象深刻。受北方强冷空气南下
影响，去年12月29日至31日我市出
现降雪、降温和大风天气过程，48小
时最低气温降幅为 12.6（海安）～
17.3℃（启东），31日极端最低气温-
7.6（海门、启东）～-9.1℃（海安），全
市出现强寒潮。

2020年我市气象部门共发布各
类气象灾害预警信号111次，制作报
送决策气象服务材料346期、农业气
象服务材料125期，发送重要气象信
息短信925次。

“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偏
东风 3到 4级。今天最高气温 15到
16度，明晨最低气温8到9度。天气趋
势：7日多云，偏东风 4级左右……”
6日早上 8点，桐昆嘉通气象服务微
信群内，如东县气象局准时发布“洋
口港工业园区天气预报”。

上午 9点 58分，桐昆如东嘉通
项目建设现场，第一套聚酯纺丝设
备的吊装工作正式启动。“下雨天盼
晴天，晴天盼风小，总算盼来了适宜
吊装作业的天气。”桐昆集团副总裁
兼嘉通项目总指挥沈富强告诉记
者，从如东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看，
这周天气都还不错，出工效率高，早
上开晨会时已经交代大家要未雨绸
缪，抢抓天气有利时机，全面对接施
工单位，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把施
工进度赶一赶。

桐昆如东嘉通项目一期总投资
240亿元，主要年产 500万吨 PTA、
240万吨功能性差别化纤维，去年 7

月进场打桩，目前项目建设已全面
铺开，现场施工人员超3000人，预计
今年四季度首套装置投产，2023年
二季度一期项目全面投产。“项目建
设期尤其是在土建阶段，就得靠天
吃饭。一旦碰到下雨、大风、寒潮等
恶劣天气条件，不仅会打乱原有施
工计划、干扰工程进度，还会威胁施
工安全。”

得益于如东气象部门的靠前服
务，项目部在建设初期就全面了解
如东的气候状况，并根据每天两次
的滚动七天天气预报，提前掌握沿
海气象情况，便于安全、科学、合理
安排施工作业等，避免或减轻不利
气象因素造成的损失。“前段时间我
们利用连续阴雨天气中穿插的一个
晴天，抓紧浇筑了混凝土，之后再利
用雨天实施养护，一点时间没有浪
费。最近我们又了解了如东历年梅
雨期的天气特点，争取5月底前部分
室外施工和地下隐蔽工程施工全部

完成。”眼下，如东气象局已与桐昆
如东嘉通项目部正式签订气象合作
协议，服务团队除每天常规预报外，
未来还将根据项目实时进展和动态
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气象服务，确
保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

为更好服务沿海重大项目建
设，助推沿海开发建设，目前，如东
气象局已在沿海海面上建设了 3座
自动气象站，其中一座就设在阳光
岛南码头附近，实时监测、传输各项
天气要素，为洋口港及沿海重点工
程施工建设提供精准预报、精确预
警、精心服务。

6日上午，中石油江苏 LNG接
收站码头附近，一艘刚卸载完约
16.6 万立方米天然气的 LNG 运输
船，正缓缓驶离。“这艘船原计划4月
3日靠泊，但因为天气原因，5日才进
港。”中石油江苏LNG接收站高级工
程师刘涛告诉记者，从如东气象局
发布的预报信息中他们得知，3日至

4日如东海区可能会有大风天气，不
符合 LNG船进港要求，2日接收站
便组织海事、引航、拖轮、船代等相
关部门开会，经过认真讨论、分析，
将运输船进港时间推迟到了5日。

“LNG运输船进港需要满足风
力不超过6级、浪高不超过1.5米、能
见度不低于 2000米等天气条件，而
这些信息都能够从气象预报中提前
获得。气象部门的精准服务，确实
让我们省了不少心。”刘涛说。眼
下，三期两座 20万立方米的LNG储
罐项目已转入保冷施工阶段，预计7
月份投产，届时接收站储存能力将
达到108万立方米。

“大项目是稳增长的‘压舱石’，
只有服务好项目建设，才能跑出‘加
速度’。”如东县气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当好“气象保
姆”，为重大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更好地助推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俞慧娟

南通发布2020年重大天气气候事件
多项数据创历史极值

如东县气象局为沿海项目建设提供精准预报、精确预警、精心服务——

“气象保姆”护航高质量发展

1- 3 月，全部工业应税销售
130.68亿元，同比增长41.3%；规模工
业应税销售 81 亿元，同比增长
83.38%；服务业应税销售 246.29 亿
元，同比增长 77.11%；重点企业基本
保持正增长状态，为如皋市长江镇经
济发展注入稳定剂。

一个个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如皋
市奋力冲刺首季“开门红”的成果。

昨天，走进如皋港苏中国际集装
箱码头，现场一派繁忙。一艘满载集
装箱的货轮稳稳停在码头边，起重吊
正在紧张作业，集装箱车进进出出。

“截至3月下旬，如皋港集装箱吞
吐量达到104563标准箱，其中外贸箱
达到 14236 标准箱，同比分别增长
58.5%、127.9%；苏中、长源散杂货吞
吐量 484.6万吨，同比增长 148.5%。”
如皋苏中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总经理石明丁介绍，从大年三十晚上
9点开始至今，接卸、吊装作业一直正
常运行，100多名员工放弃休假，坚守
岗位。

优秀企业是推动长江镇经济发展
的主体力量。如皋港集团的稳步发
展，是长江镇 15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年初以
来，长江镇积极落实省“百企引航”“千
企升级”行动计划、南通市“5215”大企
业培育行动计划，抢抓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新机遇，紧扣做实产业，聚焦“2+
1”主导产业发展，集聚优势资源，梯度
培育了百川新材料、森松重工等一批
大型工业企业，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作出贡献。

如皋港粮油精品产业园是长江
镇前几年引进的大型粮油港工贸一
体化粮油产业园，目前已形成加工、

仓储、贸易、物流四大板块，与中粮、
益海、李锦江、亨氏、海天、新希望等
集团形成了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在
国内外建立了完善的购销网络体系。

长江镇经济发展局局长袁建说，
春节期间，长江镇认真落实如皋市关
于鼓励企业留工稳产措施，为企业送
政策，为员工送补贴。节后，召开银
政企对接座谈会，为企业争取发展资
金，并当好服务企业发展的“店小
二”，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在推动
金鹰、日达智造等重大项目审批过程
中，镇机关服务人员主动联系、靠前
服务，压缩报批时间，在推动环评取
得批复的关键环节，于专家评审会正
式召开前，先行协调召开专家咨询
会，提前对文本进行审查和修编，节
约至少10天时间。

走进产业园，入目的是 9个体积

庞大的油罐，原料仓、预处理车间等
工作区域均有工人紧张作业。集团
西侧区域矗立着40个巨大的浅圆仓；
西北侧，永友粮油码头已完成建设，
数名工人在进行后期的设备安装等
扫尾工作，预计今年5月投入使用，预
计年中转粮食350万吨以上。

“园区一期项目用地约305亩，目
前已形成多条非转基因大豆加工生
产线，实现产销两旺。码头建成后，
集团可以利用码头的中转能力、现代
化处理粮食设施的能力及后方庞大
的库容，形成重要的粮食集散地。”产
业园总经理胡永新介绍，一季度，企
业完成经营量超过 150万吨，同比增
长超40%，预计全年应税销售超过30
亿元，为“十四五”完成50亿应税销售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本报记者 徐爱银

工业应税销售同比增长41.3%，规模工业应税销售同比增长83.38%——

长江镇抢抓机遇冲刺首季“开门红”

昨日下午，由南通市委宣传部、市外事办主办，崇川区委宣传部（文明办）、钟秀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承办的爱上南通——“写给春天的诗”中外文化交流活动
在通吕运河南岸顺利举办。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乌克兰等10个国家，近20名在通外籍友人一起赏春日美景、颂南通名人、品传统茶食，不同文化在满园春
意中相互交织、碰撞。 石唯 黄钰杰文 许丛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