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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市环境保护局下辖市环境监察大队与市

环境监测站，全系统现有在职干部职工８９人。

２００９年，全市空气环境质量优良以上级别天数占

全年总天数比例达９５．８９％，饮用水源地达标率

１００％，地表水功能区达标率７５％，功能区噪声达

标率 １００％，公众环境质量满意度调查得分

８５．５分，城 乡 居 民 对 环 境 质 量 的 满 意 率 达

８１．９１％，小康社会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为８６．８。市

环保局被评为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南通市文明行业、

２００９年度如皋市文明行业、服务沿江开发先进集

体、法制建设工作先进集体、依法行政先进集体。

环境监察大队被评为南通市环保系统先进集体、排

污费征收标兵单位。局党总支被评为先进基层党

组织。

生态市建设　年内，市环保局按照“一年打基

础，两年上水平，三年达标准，四年建成生态市”的

四步走创建思路，重点突出，扎实推进生态市创建

工作。全市建成并投入试运行镇污水处理厂１８个，

累计建成污水管网２３９公里。桃园、长江、丁堰、高

明、九华、磨头、柴湾、东陈、吴窑、江安、搬经、下原

１２个镇先后顺利通过全国环境优美镇省级考核，

１２１个村获南通市级生态村称号，其中１１个村获

省级生态村称号。建成省级绿色学校１０个、南通

市级绿色学校４０个，建成省级绿色社区４个，建成

绿色饭店１家，为南通地区唯一乡镇绿色饭店，基

层绿色创建居南通、苏中、苏北之首。４月，编制

《如皋市２００９年秸秆禁烧工作方案》和《处置秸秆

焚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小手拉大

手”专题活动，加快推进秸秆制粒、秸秆制板材、秸

秆炭化等秸秆综合利用新技术，夏、秋收期间秸秆

露天焚烧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如皋市被评为省秸秆

禁烧先进县（市）、省秸秆综合利用示范县（市）。

污染减排 　 年内，全市实现 ＣＯＤ 减排

１１４６吨，完成年计划的１１４．６％，二氧化硫排放量

控制在３２００吨以内，双双完成上级下达的年度减

排任务。全市因环保问题被否决的项目２１个。全

市１８个镇污水处理厂主体工程竣工，基本实现镇

级污水处理厂全覆盖的预期目标，镇级污水管网总

长度达２３９公里。三大主体功能区日污水处理能

力达１１万吨，在南通乃至苏中苏北地区名列前茅。

全年组织验收“三同时”（建设项目中防止污染的措

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进施工、同进按户

使用）项目２１个，新增废水日处理能力５．２万吨。

全市通过清洁生产审计的工业企业８个，通过

ＩＳＯ１４０００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和园区９个。３

月，市同源污水处理厂日处理３万吨污水的二期工

程正式投入运行。１２月，恒发污水处理厂日处理２万

吨废水的二期工程主体工程竣工，并进水调试。

项目服务　年内，市环保局为全市污染防治争

取中央财政补助２１９６万元、省财政补助５９０万元。

实行项目审批提前介入，进一步提高项目审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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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环评报告书审批从法定６０个工作日缩短至

５个工作日，全年办理项目登记１４８７个，审批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表）１５５个，行政服务中心环保窗

口全年获优质服务岗４次、红旗窗口８次，年终被

评为“十佳”服务窗口。６月，与市人民银行联合推

出《企业环境信用修复办法》，及时去掉企业身上的

污点，重新获得金融部门的信赖，实现严格环境监

督与服务企业发展的有机统一。

环境监察　年内，市环境监察大队出动现场监

察人员８１３０人次，检查污染源单位３５２０厂次，发

现环境违法行为７７起，罚款总额１７９万元，征收排

污费２２００万元。全年处理环境信访案件３７５件，

信访案件处理率达１００％、结案率达９８％。３～

４月，组织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专项整治行

动和长江流域污染源专项督查行动，全面检查长江

镇（如皋港）化工园区和境内主要河流沿线的重点

化工企业，对检查发现的存在问题，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严肃查处。７月，在国家环境保护部举办的第

五期全国环境监察机构负责人岗位培训班上，市环

境监察大队参评案例“如皋市苏如化工有限公司违

反‘三同时’制度案”获一等奖。８月，开展肠衣行

业专项整治活动，一大批集聚在新王庄一带的小肠

衣加工点被关闭，一批肠衣加工点进入肠衣城集中

生产，废水集中处理。

环境监测　年内，市环保局完成各项例行监测

和应急监测任务，以及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

核、小康断面、黑臭河流、生态补水、总量监测、典型

乡镇饮用水调查、土壤污染调查等专项监测任务，

获各类监测数据４万余个，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表８０份，在全省环评报告编制质量考核中名列全

省同类单位第１３名，比２００８年位次大幅度前移。

组织监测站人员参加辐射监管、噪声监测、原子吸

收、气相色谱、烟尘烟气监测、水质自动监测等方面

的培训。２月，完成《２００８年度环境监测年鉴》、

《２００８年度环境质量报告书》的编制。３月，强化监

测标准化建设，投资１６５万元添置原子吸收、辐射

监测等仪器２４台。

环境宣传　年内，市环保局在市级以上媒体发

表新闻稿件１０６篇，其中国家级９篇、省级１０篇。

在如皋电视台、《如皋动态》等媒体开辟“建设生态

市，打造新如皋”专栏，宣传生态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的目的意义、法律法规、重点工程和典型事例。设

计制作《节能减排在行动》、《环保执法在行动》、《服

务放心中，监管抓手上》、《低碳生活及其走向》等多

部环保专题片，并在电视强档节目中多次播放。编

印《生态市建设相关文件汇编》５００余册，《如皋市

生态市建设宣传手册》５０００余份，《市民环保手册》

和《秸秆综合利用手册》３万多份，分发到各级领导

和广大市民手中。在市区醒目地段设置多块大型

喷绘创建宣传牌，总面积达５５０多平方米，在城市

公交站台设置创建宣传广告５０多个。“六五”环境

日期间，组织１８家绿色企业向全市各工业企业发

出“共同关注污染防治，主动参与生态建设和污染

减排，积极为建设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的生

态如皋作出贡献”的倡议，在全市企业界引起强烈

反响。９月２２日，在玉兔集团召开全市企业环境

管理现场会。１０月，在省委、省政府举办的国庆

６０周年成果展中，选送的秸秆制粒机是南通地区

唯一的参展环保产品。１１月，宣教现代化建设通

过省级考核验收。

全市企业环境管理现场推进会召开

【如皋列入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示范市】　５月，省农

林厅、财政厅、环保厅和农业机械管理局联合发文，

将如皋市列入２００９年全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１０个示范县之一，为南通地区唯一被列入的县

（市）。

秸秆综合利用示范县的要求为：全年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８５％以上，其中秸秆机械化还田达５０％

以上，采取农艺、生物及生物质能等手段消化秸秆

达３５％以上；全面实现秸秆禁烧。

【启动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　１０月，市金鹏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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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检测有限公司建成 “稳态工况法”汽车尾气

检测线二条，并通过省环保厅组织的专家组

审核。

开展机动车尾气检测是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

工作的基础，“提高机动车尾气检测覆盖率”是省

环保厅２００９年度重点解决的七大问题之一。

年初，市政府将此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

立工作体制，明确工作目标。各相关职能部门按

照工作要求，积极组织推进全市机动车排气污染

检测工作。３月，市环保局委托如皋市规划建筑

设计院有限公司完成编制 《如皋市机动车排气污

染检测场站布局规划》，并经市政府批准实施。

《规划》明确：全市近期建设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

场 （站）三个，远期建设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场

（站）五个。

【环保监督员制度】　１２月，市环保局建立环保监

督员制度，从全市筛选出１０家重点排污企业，在

１０家重点排污企业周围群众中聘请１０名热心环

保事业的群众作为环保监督员。环保监督员将对

企业的排污行为实施监督，发现违法排污情况，

及时向环保部门或新闻媒体举报。环保部门将及

时予以查处，并实行有奖举报。

【基层污水处理全覆盖工程】　年内，市委、市政府

强势推进镇级污水处理厂建设全覆盖工程，全面落

实各镇、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建设目标任务，并将其

列入年度新农村建设、环保目标责任及主要领导人

政绩考核内容。至１２月底，全市２０个镇中，有１８

个镇基本建成污水处理厂，完成全覆盖工程９０％。

为切实解决基层污水处理厂配套污水管网建设的

难度，２月，市政府出台镇级污水处理厂配套污水

管网建设工程以奖代补奖励政策，对各镇配套建设

实行雨污分流的新、改建污水管网建设工程实施以

奖代补。

奖励政策规定：２００９年建成的污水管网补助

工程造价的１５％，２０１０年建成的补助工程造价的

１２％，２０１０年以后建成的不再补助；２００９年建成

的污水泵站补助工程造价的２０％，２０１０年建成的

补助工程造价的１６％，２０１０年以后建成的不再

补助。

（左志山）

城城城　　　市市市　　　规规规　　　划划划

【概况】　２００９年，市规划管理局核发选址建议书

１６２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１１６份、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５３９份。市建设局被表彰为全省城乡规

划全覆盖先进集体。

规划编制　１月，《如皋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经省政府批复实施。２月２７日，市

规划管理局发布图书馆、博物馆、城市规划展示馆、

文化馆招标文件，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现

代设计集团、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省建筑设计院

等单位参与方案设计。３月１０～１１日，省建设厅、

文物局领导应邀参加如皋市历史文化保护规划专

家咨询会，东南大学教授朱光亚一行７人应邀出席

专家咨询会。６月，组织编制完成《中心城区主要

街道建筑外立面改造规划》。６月７～８日，市政府

分别发布《关于实施中心城区主干道建筑外立面改

造工程的通告》、《关于规范中心城区临街防盗窗安

装管理的通告》。１１月，市规划管理局委托省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中心城区中央商务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１２月，通过公开招标，委

托杭州蓝天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进行《中心城区如

泰运河两岸风光带规划方案》设计。

规划评审　年内，市规划管理局先后完成文化

广场、公安大楼、汽车长途客运站、广电传媒大厦、

六建总部大厦等城市重大项目的规划审查工作。

规划监察　年内，城市规划监察大队累计巡查

１００余次，发现违法案件１９起，下达停工单５份，

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６份、移交市执法局处置

５起、作出拆除决定３起，有效维护规划的权威性

与严肃性。

【城市规划监察大队成立】　２月，为了加强对建设

项目的跟踪管理和过程控制，市建设局在市建筑工

程质量监督站增挂城市规划监察大队牌子，从规划

审批到验线、综合验收实行全过程监察管理。

村村村镇镇镇规规规划划划建建建设设设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市１８个镇累计完成控规编制

·０２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面积５００４．９公顷，规划覆盖率７０％，其中袁桥镇、

郭园镇、柴湾镇达到控规全覆盖，江安镇、石庄镇、

九华镇、长青镇、桃园镇规划覆盖率达８０％以上。

市建设局被评为南通市村镇建设先进集体。

规划编制、评审　年内，全市１１个镇组织第一

批次控规评审论证，控规范围达１８５２．５１公顷，其

中桃园镇天堡河北侧控规已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复。

全市累计投入１．７２９０亿元，围绕重点镇“四横四

纵”、一般镇“三横三纵”的镇区道路建设目标，各镇

总体框架全面拉开，九华镇达到“五横五纵”。

镇村建设　年内，全市镇村累计新开工建设房

地产项目６４个、跨年度项目３８个，累计开工面积

１３８．２９万平方米，累计竣工面积１２５．７５万平方米。

搬经镇梅甸村、常青镇土山村、高明镇周庄社区、九

华镇马桥村确定为省级村庄建设整治试点村，林梓

镇林梓社区、雪岸镇雪东社区、吴窑镇立新社区为

省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试点村。

（卢德美）

城城城 市市市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下辖城管执法大

队、环卫处、有机生物处理中心。全系统现有在职

干部职工３２０人、协管员１３０人。２００９年，市城管

执法局被评为南通市物业管理先进集体，获如皋市

“六城同创”红旗单位、文明机关、市长公开电话受

理办理工作先进集体、政协提案办理先进单位、档

案管理先进单位。机关服务品牌“城管３６５”被授

予市级机关优秀服务品牌称号。执法大队被评为

南通市城管系统行政执法先进集体，如皋市行政执

法先进集体、文明单位，环卫处被评为如皋市“１２２”

社会服务求助联动单位先进集体、档案管理先进单

位和市文明单位。

行政执法　年内，市城管执法局累计立案办理

行政处罚案件１３３７件，其中简易程序处罚案件

１０７８件、一般程序处罚案件２５９件，累计受理行政

许可事项１７９２起。累计拆除各类新发生的违章建

筑４５８起，总计面积２４８５４平方米。实施“拆违补

绿”工程，封闭大司马路、宁蒲路等地段破墙开门

９５家，拆除宁海路、健康路等部分主次干道两侧最

长达２０年之久的历史性违法建设４６３起，总计面

积７８５０平方米，实现“零强拆、零上访、零补偿”

目标。

市容整治　年内，市城管执法局全力推进“六

城同创”，实施精细化管理，按照主干道严禁、次干

道严控、小街巷规范的思路，在城区设置便民早餐

点和流动摊点集中摆放点，制作２０辆便民车免费

发放给城区低保困难户。累计拆除违章设置及不

规范广告牌５３８块，包装出新广告２８５块。累计纠

正、取缔流动占道摊点１２０００余处，查处三轮车不

文明经营违章行为３２０起，纠正各类乱停乱放车辆

１５万余次。加强反差地段的美化包装，累计督促

相关单位粉刷出新围墙２万余米，喷漆出新（清洗）

卷帘门４８５副。１月，平整１２号拆迁地块，设置自产自

销农产品经营区，起到提升城市形象和便民服务水

平的双重效果。６月，加强户外广告管理，制订《店招

门牌设置技术标准》，推广使用新型硬质材料。

队伍建设　年内，市城管执法局深入开展学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五个一”（联系一个村居，帮

扶一家企业，结对一批贫困户，帮助群众办一件实

事，开展一次学习”爱心邮路“活动）工程。推进人

事制度改革，实行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加强理论和

业务知识培训，开展法律知识竞赛和军训活动，举

办城管执法系统素质能力“双提升”培训班。局领

导３次走进“政风行风热线”直播室，现场为市民答

疑解难，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

【城管执法大队女子中队成立】　１０月１８日，市城

管执法局挂牌成立执法大队女子中队，成为南通市

温情执法、和谐执法的新亮点。

（吴　昊）

　　市委常委、副市长马建明（左六）为城管执法大队女子

中队成立仪式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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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城城市市市建建建设设设工工工程程程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市累计完成城市建设投入

５１亿元，其中市政设施直接投入７．８亿元。完成

城市拆迁面积５８万平方米，房地产开工面积

１５６万平方米、竣工面积１０６万平方米，新增绿化

面积６０万平方米。市建设局连续四年被评为市级

机关先进集体。全市建设系统被表彰为２００９年度

文明行业。

工程质量监督　年内，市建设局监督单位工程

１６７个项目，单位工程３１４个，建筑面积２６５万

平方米，其中年内新受监工程１４１个，建筑面积

１６０．９万平方米。全年出具质量监督报告６９份，

涉及单位工程８５个，建筑面积７０万平方米。向南

通建设局推荐优质结构工程５个，建筑面积６万

平方米。加强工程质量监督信息化建设，办理监督

注册手续时，逐步要求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根据实

际需要，配备必要的信息化管理设备，并设置网络

平台，及时与质监机构联动监管，便于申报核查。

３月，组织召开２００９年全市工程质量工作会议。

５月，组织人员对全市在建和部分竣工工程开展建

筑节能专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出具整改通知书，

并将整改结果上报南通建设局。

工程造价管理　年内，市建设局累计受理暂定

申请项目１５６个，涉及面积４６．８万平米，已竣工核

定项目５０个。发布《造价信息》６期，每期征订量

超过１５０份。年初，组织宣传贯彻国家住建部出台

于４月１日实施的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３月

中旬，组织全市新工程量计价清单规范培训班，

１２０多名相关从业人员参加学习。４月下旬，配合

市造价处组织对将于６月１日实行的计价取费表

进行使用方法学习培训。６月中旬，对全市咨询企

业进行信用评价考核，认定企业信用等级，鼓励咨

询企业树立品牌意识。１０月，组织全市１８０名造

价管理从业人员及新增人员培训、考试和认证、换

证工作。

墙体材料管理　年内，全市新型墙体材料产量

占墙材总产量比例达８９．２％，其中非黏土非烧结

新墙材产量占新墙材总量比例达２３．７％以上，黏

土实心砖产量下降７．６％，压产到１．０２亿块以下。

新型墙体材料建筑竣工面积占建筑总竣工面积的

比例达８９％。城镇以上所有新建居住建筑和公共

建筑达到节能设计标准的５０％。市建设局积极研

究清理整治砖瓦窑业的政策措施，年内未新建、改

建、迁建、扩建砖瓦窑厂，关停１８门以下简易轮

窑３座。完成新型墙体材料技改或开发项目４个，

新增生产能力０．６亿块，其中新建新墙材项目

１个。３家房地产开发企业申报省建筑节能专项引

导资金并先后通过省建设厅专家组验收。全年累

计检查在建工程２０多万平方米，发放整改通知书

３份，对使用黏土实心砖的纠正违规率达９０％

以上。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　年内，市建设局收集城

市规划管理档案４５２卷，工程项目档案２０３个

（其中建筑单体１８０个），市政道路、绿化工程项

目档案３４个，燃气项目档案３个，光盘３张。按

规范组卷上架纸质档案２７４３卷。全年著录建设工

程规划项目档案１５３２个。档案提供利用１４５人次，

借阅４０５卷次。累计对１８０个单体工程及２３个市

政绿化工程进行业务指导２３９人次，参加项目竣

工验收５５个。依据现行城建档案工作法规、规

章，与４６个建设单位签订 《建设工程档案报送责

任书》。先后组织全市有关建设、施工、监理、设

计等单位的档案员、资料员参加省建设厅举办的

城建档案管理员培训考试，２６人取得省建设厅颁

发的合格证。

白蚁防治　年内，市建设局大力开展白蚁防治

宣传活动，提高广大群众对白蚁危害的认识和对白

蚁防治法规、政策的了解。累计签订白蚁防治合同

１３４份，总建筑面积２４９多万平方米，收入２５０多

万元。连续四年被南通市房管局评为白蚁防治先

进单位。

市市市政政政道道道路路路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全市现有城市道路１７９公里，总面积

３４３．３万平方米，其中人行道面积４０万平方米。

现有城市桥梁（含涵、闸）６２座，排水管长度３３９公

里，其中污水管道长９３公里。

年内，市建设局完成东皋路、宁海路、大司马路

改造工程，新建宁海路东延、绿杨路、万寿路、福寿

东路，完成桃源路、李渔路、广福路扫尾工程，完成

·２２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茅稚河污水排放及皋南片区雨水疏通工程。累计

新建、改造道路长１０４９０米、面积２３４６１０平方米，

铺设排水管道２４２２７米、给水管道１００３２米，维修

路面６０４０２平方米，补路面坑塘１１２８９平方米，维

修排水管１２４米，疏通雨污水管道９２００米，更换井

盖１９２ 只，整修人行道 １５０００ 平方米、路牙

５０００米，桥梁刷白１７座，维修护栏６０米，改造城

河出水口９处，发放道路占用、挖掘及排水连接许

可证１８起，补齐出新全城道路标志标线、停车位，

确保市政设施正常运行。

路路路 灯灯灯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市新安装各类路灯６１２盏，新

安装路灯控制箱１５台，更换控制箱１０台，维修控

制箱３０台，增加地埋管线１．５６公里，维修各类路

灯２９７８盏，维修亮化景点景观灯４７２盏，改造更换

路灯灯具５７套、灯泡１１０套。

年内，市路灯管理处完成宁海东路、绿杨路、万

寿中路、福寿东路、桃源路３１３盏路灯施工。完成

廉租房、颐园二区、丽泽华庭二期、都市华庭、城东

Ｂ区５个新建小区１４６盏路灯施工。完成海宁苑、

步行街、大司马路、广福路、广福路西路、东皋路

１５３盏路灯改造。完成１１３栋建筑物外立面包装

亮化设计和亮化施工。

燃燃燃 气气气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市新建燃气管道３万米，完

成小区配套１０个，新增覆盖用户１．１６万户，年

新增用户２４００户，供气近１６０万立方米。全市累

计销售液化石油气１．８万吨。全年未发生燃气

事故。

年内，市建设局加大对全市燃气行业安全监

管，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６次，发现并整改事故

隐患２４起。完成全市１２家瓶装燃气企业换证审

查。组织全行业参加“３·１５”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安全生产月、“１２·４”法制宣传日活动，张贴安全宣

传标语３６幅，悬挂横幅２６条，发放宣传资料

２．６万份，燃气企业参加所在镇（区）开展的安全咨

询活动１０场次。９月，制订《２００９年如皋市燃气行

业国庆期间安全生产检查实施方案》，与全市１４家

燃气企业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保证书，组织并指导燃

气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确保国庆６０周年期间

活动安全。１１月，全面启动“西气东输”工程市境

内４８．４公里管线铺设。

供供供　　　水水水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市日供水量５．５万吨，用水高

峰期日供水量达５．９万吨。

年内，市区域供水管理处加强区域供水安全

监督，坚持每天对水源水 （备用水源）及出厂水

按规定巡查，每周对取水口、制水厂区、供水厂

区、主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实施例行督查和巡查。

加强供水水质监测监管，组织对长江取水口和十

里墩水厂水源水质检查，督促供水企业设置具备

法定资质的水质监测机构，建立健全水质监测制

度。２月，市区域供水管理处成立。依据 《城市

供水条例》等相关法规及 《市政府关于加强区域

供水工程运行管理的实施办法》（皋政发 〔２００８〕

１９５号）、《如皋市供水管理及其附属设施保护规

定》（皋政发 〔２００８〕１９６号）等文件规定，研究

制订 《如皋市供水运行管理制度》、《如皋市区域

供水安全管理制度》和 《区域供水服务制度》。

３月，集中开展区域供水宣传。

【区域供水管理处成立】　２月底，为加强全市区域

供水运行管理，经市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市区域

供水管理处。

（卢德美）

环环环境境境卫卫卫生生生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０９年，市环卫处完成城区主次干道

２０８万平方米及新村道路１７万平方米的保洁，日

打扫厕所１３１座，日清运垃圾１４０吨，日清运粪便

８０吨。

年内，全市农村镇村环境卫生管理，以新农村

建设为抓手，按照“户集中、组保洁、村收集、镇中

·３２２·环境保护·城乡建设



转、市处理”的运作模式，建立健全各项配套制度，

２０个镇（开发区）、３３２个行政村（社区）全部通过相

关考核。市环卫处对城区实行“定路段、定标准、定

人员”的精细化管理，延长保洁时间，实行错时保

洁，确保保洁时间空间全覆盖。加强对晚间乱倒垃

圾的查处，强化渣土长效管理，全年查处违章运输

４００多起，城区抛、漏、洒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全面

强化环卫硬件设施的管理维护，关闭健康桥垃圾中

转站，将城区垃圾及时分流，投资１００多万元，改

造东皋、仙鹤等中转站４个，累计增设果壳箱

４２只、垃圾房６座、垃圾桶８８只，出新果壳箱

３００余只，有效改善城区垃圾容器的布局和密度。

加强无物业小区化粪池管理，累计清理化粪池

１１０个，抽运处理粪便３７２车，未发生一起化粪

池漫溢现象。

社社社区区区物物物业业业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市拥有具备物业管理资质的

物业企业３１家。累计归集维修资金４１５０万元。

年内，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三次牵头市建设

局、如城镇和相关街道、社区开展社区物业管理联

合大检查，下发各类整改通知书２６０余份。加快推

进建立社区业主大会，促进社区业主自治，先后指

导街道、社区成立业主大会１４个。年初，牵头召开

全市物业管理会议，制订全市物业管理工作总体思

路和预期目标，明确各部门责任。５月，成立物业

服务行业协会。１２月，上海海鸿福船物业公司管

理的市行政中心大楼被命名为南通市物业管理优

秀大厦。

【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成立】　５月１８日，如皋市

物业服务行业协会成立，推进全市物业管理企业行

业自律。

（吴　昊）

园园园　　　林林林　　　绿绿绿　　　化化化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年新增绿化面积６２万平方

米，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４０．３０％，绿地率

３８．３５％，人均公园绿地９．３平方米。上海新城小

区、龙新家园小区被南通市建设局命名为园林式居

住区，市行政服务中心、市人民法院被命名为园林

式单位。年内，市建设局完成福寿东路、万寿路、绿

杨路两侧道路绿化工程和志颐路北段、大司马南

路、怡年路、广福路道路绿化。先后组织实施宁海

东路行道树栽植、宁海路等零星绿化工程。先后指

导、验收丽泽华庭、龙游御境、惠政新村等居住区绿

化。１０月，组织参加南通菊展，获菊花栽培技术金

奖、展台布置银奖、室外景区布置铜奖、品种赛铜

奖、组织奖五大奖项。１２月，南通市园林绿化工作

会议在如皋召开。

【如皋获江苏省园林城市称号】　１月，如皋市被省

政府命名为江苏省园林城市。

（卢德美）

·４２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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