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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南通市卫生监督所认真贯
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
律法规，全力做好卫生监督应急工作，
不断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能力。

强化专项督查，疫情防控监督有力有
效。全力抓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监督工作，
今年以来，采取高压态势，通过驻点检查、
县区交叉互查等各种方式，持续对全市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全覆盖、常态化、多
轮次的专项督导检查。8月省内疫情暴发
期间，全市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出动2949
人次，对各类公共场所单位开展监督检查
共计3580户次，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积极
落实整改措施，实现监管闭环。

落实监督检查，重大活动保障“零差
错”。做好重大节日安全保障工作，春
节、国庆期间，对候车室、大型商超等人
群密集公共场所开展“拉网式”监督检
查，妇女节、重阳节期间开展消毒产品市

场巡查和抽检工作。做好重大活动卫生
保障工作，中高考、两会及大型活动赛事
期间，开展全方位卫生安全监督检查。
全年全市圆满完成各类保障任务13次，
继续保持“零事故”。

开展实战演练，应急处置能力逐步
提升。组织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演练，积极参加疫情防控应急演练、全员
核酸检测演练等，市及崇川区联合开展
传染病突发事件应急演练，进一步强化
卫生监督员应急处置实战水平。强化人
员培训，举办全市职业卫生现场快检仪
器操作等培训班，切实加大快检设备使
用率，增强执法实践操作技能。

完善基础保障，应急处置管理规范
高效。加强装备建设，及时补充、更新各
类防疫物资应急储备，应急车辆、快检仪
器和移动执法设备等配备充足。多渠道
多途径多平台公布投诉举报电话，严格
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和首接首问负责
制。今年以来共受理各类投诉举报案件

460余起，均高效处置。全年全市未发生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市卫生监督所多措并举，形成了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长效机制，接下来
将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强化队伍建设、
加大监管力度，全面提升我市卫生监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切实
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陈潇

多措并举 全力做好卫生监督应急工作

遗失公告
▲陈忠林遗失海洋渔业普通船
员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320623195508244893，声明作
废。
▲无锡市百基拉餐饮如东岔河
加盟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证号：JY23206230009931，
声明作废。

线上办理请扫码

办理地址：南
通报业传媒大厦
（南通市世纪大道8
号）22层2210室，
联系电话：0513-
68218781。 线 上
办理可微信搜索小程序“南通报
业遗失公告办理”。

“虽然现在扔垃圾要多走几步路，但是楼下
乱糟糟的垃圾桶没有了，小区里只有几个干净整
洁的垃圾厢房，走在路上看着舒心多了。”

提起垃圾分类带来的变化，家住崇川区秦灶
街道桂花小镇的邵春菊连声赞好。

2017年起，主城区推行生活垃圾分类试点。
目前，全区13个街道、约21个小区均有涉及。

垃圾分类看似小事，却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
一场大考。

势在必行，主城区年产生活垃圾40万吨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垃圾的产生量与
日俱增。提高垃圾处理能力，缓解资源环境压
力，实施垃圾分类势在必行。

目前崇川区生活垃圾日产生量约1100吨，一
年40万吨左右，“相当于84万立方米的体积，可以
把国际标准大型足球场，填至近118米高，相当于
44层楼高。”崇川区环卫处分类科科长王强介绍。

崇川区绝大多数小区的生活垃圾，都是半夜
集中运至小区门外，由环卫车统一收运。垃圾集
中堆放，异味弥漫，散落的垃圾和污水往往也会
蔓延数十米长。

2017年起，崇川区出台“3+1+x”模式。推行
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最初，从可回收垃圾、其他垃
圾、有害垃圾“三分类”开始；待成熟后，加入厨余
垃圾，“+1”变成“四分类”；其后，再不断向下细
化、精准化，实现“x”。垃圾分类试点，目前崇川
区13个街道、约21个小区均有涉及。

今年，全区生活垃圾分类由“三分类”模式向
“四分类”模式迈进。1月7日起，在试点小区推行
“三定一督”垃圾四分类试点，学田街道、城东街

道、虹桥街道、永兴街道、唐闸镇街道成为首批 5
个试点点位。

试点探索，在细微处多下功夫

2日傍晚5点50分，住在学田街道桐墅湾的申
秀莲穿着印有垃圾分类宣传语的“绿马甲”，早早来
到自己的“垃圾桶岗位”，开始当天两小时的值班。

橙色的垃圾厢房很显眼，蓝色的可回收垃圾
桶、绿色的厨余垃圾桶、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和灰
色的其余垃圾桶，一字排开，桶身上印着各类垃
圾标识，一目了然。这是全区首个集成再生资源
回收和生活垃圾“四分类”功能于一体的厢房，配
备回收、分类、清洗一体化的智能系统。

去年，学田街道在全区先行先试启动垃圾分
类工作，目前在天龙逸园、都市豪庭、三喜花园、
桐墅湾四个小区常态化开展“四分类”工作。从
实施情况看，有垃圾“辅导员”的督促与指导时，
多数居民可以正确地对垃圾进行分类，没有督促
与帮助时，随意扔掉的现象还时有发生。

虹桥街道的万科濠河传奇，是市区首批垃圾
分类试点小区之一。作为“三定一督”巡查员，汤
美琴每天准时来到收集房。“厢房每天上午7点至
9点、晚上6点至8点定时开放，如今，再也没有人
把垃圾丢在楼下了。”

厨余垃圾由第三方运输至厨余垃圾处置中
心，其他垃圾由环卫处统一清运至垃圾焚烧厂，
有害垃圾由第三方运输暂存于南通天楹公司的
垃圾分拣中心，可回收垃圾由第三方精准分类后
将进行环保处理……目前，备受关注的垃圾分类
后道工作，主城区正在不断探索完善。

奖惩并举，引导群众从“随手扔”到“随手分”

“一开始还挺别扭，但熟练之后，垃圾分类的
成效显而易见了。”从支持者到志愿者，再到引领
者，邵春菊很有成就感。

秦灶街道桂花小镇设有两处垃圾分类厢
房。苏阳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张小丽介绍，这两处
厢房今年 4 月投入使用，如今，群众参与率达

90%、满意度95%。
城东街道南园社区全景大厦小区的居民们

更是主动向上申请推行垃圾分类。让群众如此
支持的原因，来自小区环境的大幅改善。

“撤桶并点”将小区内大量的、分散的垃圾桶
进行整合，一改小区过去垃圾桶周边的脏乱差。
垃圾分类后，全封闭的厨余垃圾专用车的使用，
有效解决了垃圾车抛洒滴漏问题。

一项调查显示，98.9%的市民愿意进行垃圾分
类，然而付诸行动的人并不多。从主城区的试点
情况看，垃圾分类，居民文明习惯的养成是道坎。

强化奖励，能够激发群众垃圾分类动力；强
化引导，才能确保群众正确投放。

自垃圾分类试点以来，主城区各街道进行了
各类探索：钟秀街道中心村社区成立了小区党
员、邻里理事长、网格员、物业人员等组成的邻里
红管家“垃圾分类”服务队，多轮次入户宣传、垃
圾分类值守、投放引导，培养居民垃圾分类意识；
陈桥街道建立垃圾分类业主联系群、组建志愿者
宣传队，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举办协商议事会，
群策群力寻求“最优解”；永兴街道和沣社区注册
垃圾分类社区组织“爱马士·莱芬行动组”，开发
垃圾分类H5小程序，实行积分奖励……

今年崇川区计划打造 72个“三定一督”四分
类居民小区，新增100个生活垃圾分类达标小区，
完成1个生活垃圾四分类全域覆盖示范街道和16
个市级分类示范小区，建成 2处区级分类培训教
育示范基地，全力推进“十四五”期间实现全域覆
盖的总体目标。

厢房能否落地、撤桶并点能否实现、后期运
营能否跟上……全面实行垃圾分类，是和群众

“旧习惯”过招的过程。
为全面推进垃圾分类，崇川区将进一步加强

运营管理。目前智能厢房和微信小程序已经开
始推进，通过引入社会企业资源，为群众提供更
多便利。此外，还将通过创新积分、奖励等措施
激发群众积极性；通过终端处置透明，让群众参
观监督。 本报记者 江姝颖 陈可 袁晓婕

本报讯（记者何家玉）12月3
日是国际残疾人日。市检察院和
崇川区检察院邀请辖区住建、市政
园林、城管、残联等单位及人大代
表、残疾人代表等，举行无障碍环
境建设圆桌研讨会，探讨无障碍环
境建设的办法和路径。

目前，有150多部法律法规包
含了直接保护残疾人权益的内容，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公
共利益的代表，理应及时回应社会
需求和关切。通过专项调查，崇川
区检察院共调查无障碍出行点
126处，发现了 14类问题点，主要
有盲道设计不合理、铺设不到位不
规范，盲道被阻断、被侵占；人流密

集区域有些未设置无障碍设施，有
些无障碍设施设置不规范、不合
理，部分无障碍设施标志不符合设
计规范等。

与会的相关职能部门表示，将
从宣传、监管、维护和执法等方面着
手，一方面在沿街商铺、居民中传播

“不能占用无障碍设施”的理念，一
方面对存在的占用行为进行管理教
育，对屡教不改的依法处罚。

两级检察机关举办这样的圆桌
研讨会，旨在发挥检察机关作为公共
利益代表的作用，协同推进行政机关
依法履职，用法治手段护航无障碍环
境建设，真正做到“有爱无碍”，为残
障人士放心出门提供检察保障。

两级检察机关召集圆桌研讨会

合力建设无障碍环境
真正实现“有爱无碍”

■典型案例

如东县积极处理电线杆断裂问题。11月 24
日，如东县某市民反映马塘车站北侧200米处路东
侧电线杆被撞断，存在安全隐患。当日下午，如东
县马塘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核实处置，
11月25日上午线路调整、电线杆移除工作已完成。

如皋市及时修缮城市景观灯。11月26日，徐
女士反映如皋市外城河的景观灯控制器疑似被人
为破坏。对此，如皋市城发集团第一时间安排技
术人员进行现场踏勘，反映情况属实，现场技术人
员已对控制器进行维修并将电源进行加固处理。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时救助野生动物。11
月28日，崇川区市民反映沿河路与城山路交界处海
港桥边有一只受伤的夜鹭。对此，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救助。当日，受伤的
夜鹭已被陆生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转运救治。

■受理情况

上周（11月 26日—12月 3日），市 12345在线

平台共受理各类诉求 25323件。其中，公众来电
23531件，网站、微信、微博、移动APP等网络诉求
1447件，承办省平台交办件 295件，其他诉求 50
件；按诉求类型划分：咨询类 15223件、求助类
4922件、投诉类 1738件、建议类 256件、举报类
2155件、其他类1029件。受理量排名前六的诉求
主要为社会保险、公共卫生、市容管理、物业管
理、车辆管理、交通管理。

■工单办理情况

上周，市12345在线平台承办、受理各类诉求
中，在线直接答复20642件，向各网络成员单位派发
工单4681件。网络成员单位按时办结率99.26%。
有效回访5495件，回访综合满意率91.06%。

■诉求热点

（一）咨询类诉求方面。主要集中在医疗保
险、疫情防控、政务服务办事指南等领域。如有
张先生咨询“医保断缴多久可补缴”；纪先生咨询

“上海浦东到崇川区的疫情防控政策”。市12345

在线平台根据最新政策在线答复。
（二）求助类诉求方面。主要集中在老小区

改造、工资拖欠等领域，如姜女士反映“易家桥
新村老小区改造时水管被施工队挖断，导致小
区停水”；尹先生反映“今年 2月至 9月，在通州
区南通四方科技有限公司仓库工作，至今被拖
欠 47000多元工资未发放”。市 12345在线平台
第一时间将上述诉求转办属地政府协调处理。

（三）投诉举报类诉求方面。主要集中在流
动摊贩、违法建设、机动车违停等领域。如有市
民反映“12月 3日 14:30，开发区复兴东路与吉庆
路交叉口有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张女士反映“开
发区源兴路 569号山景水岸小区进出口违停严
重，车辆通行困难”。市12345在线平台已将上述
情况转办属地政府核查处理。

■市民建议

1. 建议在崇川区虹桥新村 219 幢东侧无名
河两边增设围栏。

2. 建议在南通西站设置核酸检测采集点。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
刘志杰 宋晓荣）11月30日，随着最
后一块蓝色隔离板在老加泰混凝土
码头前沿锚固结束，通吕运河南通
市区段非法码头岸线全部实现物理
隔离，“清零”行动完美收官。

此次“清零”行动于去年 10
月份启动，有 15家码头纳入工作
范围，其中非法砂石码头 13处，
危险货物码头 2处。这些码头不
仅侵占了宝贵的岸线资源，其装
卸作业产生扬尘、污水等污染物，
还会影响航道安全及河道水质、
河岸颜值。

“清零”行动开展以来，市交
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非法
码头运营情况摸排、环保整治督
查、法律法规宣传等方面深度介

入，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和相关职
能部门做好非法码头的取缔工
作。11月 6日，支队在市区通航
水域组织开展执法检查，打击船
舶停靠非法码头作业行为。本次
执法行动在非法码头共查处未按
规定进行进港报告的违规船舶 6
艘，产生了很好的震慑效果，有力
推动了属地政府拆除非法码头的
工作。

港口码头整治是一项长期性
工作，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今后将进一步做好码头安全生
产和经营行为的执法检查，加大现
场执法巡查力度，巩固整治成果，
对整治行动开展后新增的非法码
头，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杜绝
非法码头回潮。

挖断水管致停水不便 盼处置
车辆违停致出行困难 应整治

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助力专项整治

通吕运河市区段非法码头动态清零

2017年起，崇川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开启了城市精细化管理大考——

垃圾分类试点，好事如何长效化？

（上接A1版）
“我是一名受助者，更是一名

光荣的志愿者。”苏晓琳表示，今
后会继续用自己微小的身躯去影
响、感染、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帮
助服务青少年和残疾人。

大爱奉献精神在江海大
地外不断传递

前不久，来自南通海安的苏
FU865G小姐姐火遍全网。

11 月 6 日，在浙江宁波街
头，前车司机将一堆垃圾扔到地
上，紧随其后的苏FU865G车主
朱盼盼停车将垃圾捡起放到自
己车上。这一幕被监控拍下，全
网热赞。

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
闻、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纷纷
报道，为朱盼盼的文明善举点
赞。#苏FU865G小姐姐被点名
表扬#也冲上热搜第一，无数网友
称赞她“人美心善”。家乡网友点
赞说，“南通小姐姐让文明之花在
江海大地外美丽绽放！”

“当时没想太多，我只是做
了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90后
朱盼盼平时就热心各种公益活
动，四年前去宁波创业，先后加
入当地“爱同行”和“天元”公益
组织，多次走进敬老院和特殊学
校看望孤寡老人和特殊儿童。3
日，回忆起一个月前的点滴，她
表示，人生路还很长，善事无大
小，文明以小见大，“我还会继续
做下去，带动更多的人践行文
明、传递温暖。”

从南通到河南有多远？1000
多公里，驾车需10小时。从南通
到河南又有多近？一声令下，星
夜驰骋，次日凌晨便赶到。

今年夏天，河南特大暴雨引
发的次生灾害得到了全国关注
和驰援。7 月 23 日，南通 36 岁
的退役军人马赛峰通过抖音、朋
友圈等平台发出“征集令”，号召
南通市范围内的退役军人一同
组建救援队，奔赴河南救灾。“消
息发出没多久，我手机都被打爆
了。”他精挑细选了12位身强力
壮的退役军人。第二天下午三
点，五辆满载救援物资的车辆出
发了。

“我们主要是沿街巡逻，搜寻
被困群众，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地
带。”马赛峰回忆，“晚上累了就用
垫子铺在路边睡，饿了就吃泡面，
没有热水就用冷水泡。”

在南通，像朱盼盼、马赛峰这
样的江海志愿者还有很多，他们
不仅身体力行，把志愿服务变成
了自觉行为，影响带动身边更多
人，还让扶危济困、大爱奉献的精

神在江海大地之外不断传递。

为“强富美高”新南通贡
献志愿力量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志愿
者的身影。

近年来，围绕《关于深化“今
天我是志愿者”主题实践活动的
指导意见》，我市各职能部门、各
江海志愿者分站开展形式多样的

“主题月”志愿服务活动，让志愿
服务理念深入人心，志愿服务精
神无处不在。

3月5日，南通市“‘志’敬百
年，追梦江海”志愿服务接力活动
全面启动。从主城区崇川到东疆
启东，从里下河海安到浩荡长江
畔，每月一区域、每月一接力、每
月一主题，从3月至12月，通过接
力活动以强带弱、以点带面，把志
愿服务资源下沉到基层，在全市
营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
好风尚，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江海
志愿服务品牌建设。

他们是先锋，在城市的每一
个道口，耐心疏导指引；在街区的
每一个角落，细心摸底排查。有
一分热，发一分光，传递满满正能
量。“我骄傲，我是党员志愿者。
我们不改初心，砥砺前行。”3日的
江海志愿服务展示交流活动中，
由江苏“时代楷模”如东供电共产
党员志愿服务队、市税务局、市公
安局、市工信局、市卫健委志愿者
带来的《我骄傲，我是一名党员志
愿者》，引发了全场共鸣。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
市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全市各地各部门积极响
应省市委“两在两同”号召，以群
众需求为导向，以服务百姓为依
托，持续推进志愿服务“我报到”
活动，将志愿服务落实到为群众
办实事的细微处。

截至11月3日，各县（市、区）
在职党员共计50488人，已赴社
区 报 到 50218 人 ，报 到 率 达
99.47%；市级机关70个部门在职
党员7880人，已赴社区报到7829
人，报到率达99.35%，其中57个
部门报到率达100%。

“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
为，让志愿服务成为一种时尚，传
递向上向善的力量。”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文明办主任盛慧琴说，我
市倡导新时代“莫文隋”志愿者精
神，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常态
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扩
大志愿江海品牌的影响力，不断
提升全市城乡社会文明程度，为
谱写“强富美高”新南通建设现代
化篇章贡献志愿服务力量。

本报记者 卢兆欣

嘉德懿行 向上向善

本报讯 (通讯员田美娟 涂万雯)海安市
隆政街道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成立领导干
部、青年党员、“451”志愿者三级宣讲团，以

“领导干部上讲台”“草根名嘴上讲堂”“青年
干部入基层”等形式，全方位推进六中全会
精神宣讲活动，让党的声音走进千家万户。
创新推出宣讲“上门服务”，依托农村小广
场、小院子、小游园等微阵地，集结各宣讲队
伍微力量，开展庭院、田头、车间、校园、小区
等微聊会，用方言俗语讲清说通六中全会精
神“大道理”；利用遍布街村的“红色大喇
叭”，诵读原文、解读权威、分享感悟，让全会
精神传遍楼栋大厦、乡间村舍、田间地头，传
到耳边心坎，确保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
上。目前，当地已组织分众化微宣讲 80多
场，受众20000余人。

海安隆政街道：

开展分众化微宣讲
推动六中全会精神深入人心 4日在崇川区

拍摄的小游园、小
公园冬日美丽风
光。我市连续多
年将“市区小游园
建设”纳入年度为
民办实事项目，市
区已建成各类小
游园、公园、绿地
400 多个，基本满
足市民出行“300
米见绿、500 米见
园”要求，既扮靓
了城市景观，也为
市民休憩健身提
供了好去处。

记者 许丛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