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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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人。２０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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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９０．９６％，饮用水源地达标率为１００％，声学、地表水环境

质量稳定，达到相应功能区标准。

生态文明建设　全年全市有５０个南通市级生态村、２

所省级绿色学校、６所南通市级绿色学校通过考核评估，

待正式命名。７月，白蒲镇月旦社区、江安镇周庄社区创

建国家级生态村工作通过省级考核并向国家正式推荐。

如城街道沿河村等５个村建成省级生态村。９月，向环保

部提交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创建技术评估后整改完成情况

专题报告和全套整改支撑台账，同时提出验收申请。１０

月，如皋市被环保部正式列入第六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

点市。１１月，环保部对如皋创建国家生态市进行命名前

公示。如皋港化工园区创建南通市级生态园区规划通过

专家评审并正式颁布实施。１２月，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

通过省级生态工业园区考核验收。

污染减排　年内，市环保局加强建设项目环保审批和

“三同时”管理，履行试生产核准和竣工验收程序，全年累

计完成竣工验收项目９１个，新增废水处理能力４５００

吨／日，“三同时”投资近１亿元。推进清洁生产工作，采取

减排举措。１２月，全市１５家清洁生产企业均通过评估和

验收。经环保部核查，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水量提

升等１３个工程性减排项目、关闭如皋坝新肠衣有限公司

等３个结构性减排项目分别得到确认，实现化学需氧量、

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削减量分别为２４０２吨、２１０

吨、４３吨和３２吨，其中，化学需氧量、氨氮减排任务均超

过“十二五”期间序时进度。

项目服务　年内，市环保局执行环保第一审批权制

度，否决选址不合理和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从源头

控制污染产生。全年申报登记项目２６９个，审批环评报告

表１３１个，审批环评报告书１６份。服务重点大型项目，先

后为恒康海绵上市、台湾振隆造纸、雅鹿ＰＴＡ、康德新精

密模具、聚源电器智能化、激智新材料光学膜和中粮集团

国家储备糖项目现场指导企业办理相关手续，缩短企业申

报周期。

环境监察　年内，市环保局先后开展肠衣、化工、印

染、重金属、畜禽养殖和危险固体废弃物环境专项整治，出

动现场环境监察４３００多人次，检查污染源１８００多厂次，

环保后督察行政处罚事项未履行到位企业７家，后续督查

上级环保部门下达纠违事项２４个，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

为３５起，行政处罚情节严重行为３２起。保护饮用水源

地，完成南通西北片区域供水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南通垃

圾场污水处理工程改造并投入使用。化解环境信访，继续

实行领导包案和带案下访，开展局长接待日和局长大接访

活动。全年处理各类信访案件１４８７件，信访案件处理率、

结案率均１００％。

环境监测　年内，市环保局监督和比对监测水气国控

源１４家，监督性监测主要污染源１００多家。开展以说清

化工、电镀、印染、肠衣等典型污染源排放状况为主要内容

的环境监测专项行动。全年获监测数据４．５万个，编制各

类监测报告报表８００多份。全年先后组织参加中国合格

评定国家认可委、省环境监测中心、南通市站实验室间比

对和能力验证及资质认定监督评审等各项考核１２项次，

合格率为１００％。８月，通过南通市站实验室资质认定监

督评审。９月，完成两套城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全面

更新，形成细颗粒物、臭氧和一氧化碳等新指标监测能力，

实现空气污染指数（ＡＰＩ）向新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过渡。

１０月，新建一套噪声自动监测系统。更新大气采样器、顶

空进样器、流动注射器、原子荧光等常规采样、分析仪器设

备，提升硬件装备水平。如皋港监测分站巩固酸碱度、化

学需氧量、氨氮三指标监测能力，形成石油类监测能力。

环境宣传　６月，市环保局以“世界环境日”为契机，

联合市国土、教育、妇联等相关部门组织开展环保知识暨

法律法规咨询活动、生态如皋百题知识竞赛、生态文明主

题摄影大赛、“妇女与环境”征文大赛、顺风车公益巡游启

动仪式等活动，宣传绿色消费、低碳环保。与市电视台、电

台、新闻中心联合开办节能减排、生态文明建设专题栏目，

宣传节能减排、环保模范城市创建、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

典型和经验，在全市营造环境保护人人有责浓厚氛围。在

《如皋日报》、政府网站公布２０１２年如皋环境质量公告和

企业环境行为评级结果。市环保局主要领导走进市民热

线，就生态文明建设、依法行政工作、农村环境保护与市民

零距离沟通，让更多人了解环保知识、参与环保行动。８

月，组织选送韵白表演《四老太话环保》参加如皋第七届

“法治创和谐”文艺调演，在各镇巡回演出３个月、近２０多

场次，观众２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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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日“国土环保杯”有奖征文活动】　４月，市环保局与

市国土资源局、教育局以“珍惜地球资源促进生态文明”为

主题，联合举办地球日“国土环保杯”有奖征文活动，发动

全市中学在读学生和部分小学生参加征文活动。收到参

赛征文４００余篇，评选出一等奖１０名、二等奖２０名、三等

奖３０名。４月２２日，举办颁奖仪式，仪式结束后，主办单

位代表与获奖同学和辅导老师现场交流，听取师生们对加

强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的宝贵意见。

【《光明日报》专题采访如皋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８月，

《光明日报》记者专题到如皋采访生态文明建设情况，考察

生态环境、生态修复、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文化等生

态建设成果，宣传报道如皋市大格局部署全市生态保护工

作、大投入加速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度推进污染

减排、大手笔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大气魄优化产业结

构和产业布局、大规模实施生态经济、大气力解决环境突

出问题、大力度开展生态系列创建的系列举措。

【环境安全大检查活动】　８月，为策应国家七部委关于开

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专项行动和南通市

环境执法“亮剑行动”的要求，市环保局组织开展环境安全

执法大检查活动。检查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

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彻底严查群众反映强烈的

大气污染、废水污染、医药制造等违法行为，重点监督检查

涉重企业和污染减排企业，详细排查区域供水水源保护区

和化工园区环境隐患，逐一排查重点污染源企业污染防治

设施运转状况、在线自动监控设备运行维护状况、企业周

边水体状况、危废处置情况等。市环保局组织专业人员全

面分析大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具体整改意见，反馈给

相关责任单位，规定整改时间和要求。对整改情况持续督

查，对未按要求整改到位企业依法立案查处。

【如皋市被列入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市】　１０月，如皋

市被环保部正式列入第六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市。

至２０１３年末，全市累计建成国家级生态村１个、省级

生态村２３个、南通市级生态村２１９个、省级绿色社区７

个、如皋市级以上绿色学校１２０所（其中省级１０所），建成

全国卫生镇２个、省三星级“康居乡村”３０个，基层绿色创

建数量居南通各县（市）之首。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程】　年内，市环保局实施农村环境

连片整治工程，全市建成畜禽养殖粪便处理中心３个，配

套建设蓄粪池１５０座；建成农村小型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３０个，实施截污纳管工程自然村２０个，建成配套管网

２１公里；配置垃圾房（池）９６４座、垃圾集中转运点７０处、

垃圾集运车７７辆、保洁车７８０辆、垃圾渗滤液运送车２

辆。实现新增化学需氧量减排能力１５９２吨／年、氨氮减排

能力９０吨／年。年内，市环保局组织编制２０１４年度农村

环境连片整治方案，经省环保厅审核后报环保部，列入国

家连片整治项目库。

【镇污水处理厂第三方运营模式试点】　年内，市环保局试

点实施镇污水处理厂第三方运营模式，即由镇政府委托第

三方运营商全面负责污水处理厂日常运行与管理，费用由

市镇两级财政根据运行质量按比例支付。全市有６家镇

污水处理厂先期试点实施此种模式，均取得良好效果。

【化工园区废气专项治理】　年内，市环保局开展以治理恶

臭污染为重点的新一轮化工园区专项整治工作，园区及周

边地区４２家化工企业聘请相关专家现场调查污染源头、

污染性质、污染现状，制订详细、有针对性的整治方案，并

认真组织实施整治，其中宝众宝达等７家企业实施停产整

顿措施。通过专项整治，园区及周边区域恶臭明显减轻，

因恶臭引发的环境信访大幅下降。

（左志山）

城城城　　　市市市　　　规规规　　　划划划
【概况】　２０１３年，市住建局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３８

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１１８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５１４份。

规划编制　年内，市住建局组织编制《如皋市城市总

体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３０）》《如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通

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的专家论证；组织编制《如皋市

城市户外广告设施专项规划》，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

过；组织编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龙游河生态公园景

观规划、城市空间特色规划、加气站布点规划和“十二五”

近期建设规划中期评估报告等。

规划评审　年内，市住建局审查报批修建性详细规划

（建筑方案）４６份，形成金科世界城、城开时代广场、农商

行业务办公大楼、文峰城市广场等影响城市形象设施的规

划设计方案。

规划监察　年内，市住建局完成万豪臻品、万都国际、

长寿城、景诚中央公园、碧桂园、一品置业、江中二期、荷兰

小镇Ｂ区、上海花园二期等３３个项目２４８栋建筑物验线，

累计验线面积约１９４．４５万平方米。复验长寿城、江中、常

青嘉园、天瑞绿洲、明昊恒邦、景诚中央公园、万都国际等

３３个项目１４４栋建筑物，累计复验面积约１２８．０万平方

米。封顶复验御龙湾、金鼎名城Ｃ区、君御豪庭、金茂三

期、绿润名都、凌云新天地、金汇公寓等２２个项目７４栋建

筑物，累计复验面积约７４．６２万平方米。竣工核实山姆广

场、润宏酒店、医药批发中心、文广传媒中心、消防大队、金

鼎Ｃ区、金茂国际三期等１５个项目，累计核实面积约

４８．４０万平方米。批后跟踪管理在建项目７７个、６２４．０万

平方米，累计巡查２０８次，现场纠偏４３次，下达整改通知

３２份、停工核查通知１４份，维护城市规划严肃性，提高规

划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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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如皋城市规划建设情况】　４

月１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以《守住历史的根，传承文化

的魂，注入现代活力———如皋：在留住记忆中放大城市魅

力》为题，报道如皋城市规划建设情况。

村村村镇镇镇规规规划划划建建建设设设
【概况】　２０１３年，市住建局统筹协调城乡发展，立足区划

调整后“１１４６”城镇发展格局，全面启动新一轮镇总体规

划、镇村布局规划、重要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村庄

建设规划修编工作，如皋市被确定为省镇村布局规划优化

试点县（市）、村庄规划建设试点县（市）和农村危房改造试

点县（市）。市住建局被评为２０１３年度南通市村镇建设先

进集体。

规划编制　年内，市住建局制订出台《关于进一步做

好镇（区、街道）规划修编工作的实施意见》，全面启动新一

轮镇总体规划、镇村布局规划、重要专项规划、近期建设用

地范围内控制性详细规划、村庄建设规划等修编工作。搬

经、磨头、江安、白蒲４个南通市级中心镇总体规划通过南

通市规划局成果论证并按程序经如皋市人民政府批准实

施，石庄、东陈、九华３个特色镇总体规划进入成果评审阶

段，其余各镇修编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基本完成全市镇

村布局规划优化初步成果，启动各镇村庄建设规划编制

工作。

村镇建设　年内，全市各镇持续开展“十星级”考评活

动，推动镇区基础配套设施由“十个一”向“十个优”迈进。

累计完成房产开工面积７１．９３万平方米，竣工面积５９．５

万平方米，实现房产开发税收１．４８亿元。搬迁整理土地

６２．９３公顷，建设搬迁安置房１３５９套，出让土地２３．１６公

顷。完成小城镇建设投入１．５９亿元。１０个镇有２２个项

目通过“十个优”考评。东陈镇尚书村、白蒲镇朱家桥村、

吴窑镇立新社区、磨头镇塘湾村、石庄镇思江村、江安镇鄂

埭村、袁桥镇（区划调整后为城北街道）纪港村、搬经镇湖

刘社区、搬经镇谢甸社区、九华镇马桥村、高明镇（区划调

整后为江安镇）周庄社区、下原镇文庄社区、林梓镇（区划

调整后为白蒲镇）文著社区等１３个省级村庄建设与环境

整治试点村环境显著提升。市住建局编印《魅力城镇是怎

样打造的》《绿色城镇是怎样打造的》系列教材，有效指导

镇区规划建设。

（张跃军）

城城城　　　市市市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市城市管理局下辖城管执法大队、环卫处，全系

统现有在职干部职工５９１人，其中执法大队辅助执法人员

５６人、协管员８６人、环卫工人３２５人。２０１３年，市城管局

获南通市文明单位、城管系统依法行政先进集体称号。行

政执法大队党总支被表彰为南通市事业单位党建工作示

范点，市区安定街创成南通市市容管理示范路。

城市管理监督　年内，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数

字城管）上报各类城市管理问题３１９９３件，立案２６８７２件，

派遣２６５３８件，处置２６２８６件，结案２６２７３件。按时立案

率９９．９９％，准确立案率９８．７８％；按时派遣率９４．５１％，准

确派遣率９８．４１；处置率９９．０３％，按期处置率８５．１９％；结

案率９９％，按期结案率８３．６８％。市政府将数字城管交办

事项办理情况列入市级机关作风效能考核。１月，数字城

管平台以高分通过省级验收。

行政执法　年内，市城管局立案办理行政处罚案件

１２６７件，其中简易程序处罚案件１２００件、一般程序处罚

案件６７件，行政处罚无败诉案件。受理行政许可事项

１９６８件。推进“城管进社区”，拆除违法建设８５起９２３０．４

平方米，源头控制２９５起，先后参加新老１２号地、１３３号

地等１０个地块搬迁工作，拆除违法建设１３６起１５３７８平

方米；参与１９号、１３号等地块司法强拆，组织各类保障性

施工、司法强拆１４００余人次。

市容整治　年内，市城管局开展大型户外广告、建筑

渣土、农贸市场等专项整治活动，拆除大型楼顶广告、大型

竖式灯箱９８块６０６２平方米，出新提升广告牌１０８块、通

信交接箱１３２只，实施海阳路、庆余路、益寿路、仁寿路、安

定街、大治街、丰乐街７条路段户外广告提升工程。设置

城区便民早餐点２６个，划定人力三轮车停车位１２８个。

查处渣土违章运输行为１２８起。在城北街道邵庄村开建

全市首个建筑垃圾消纳场，规划面积２．７３万平方米。

队伍建设　年内，市城管局实施“强基工程”“青蓝工

程”，实行“７３１５”工作制（主城区城市管理实行７天全天候

执勤管理；每天在早上６：００－８：３０、中午１２：００－１４：３０、

晚上６：００－９：００三个时段实行错时管理；在重点区域、重

点路段执勤管理时间不少于１５小时），通过岗前培训、轮

岗培训、专家授课、军事训练等活动，提高城管队伍综合素

质。全年新建环卫职工休息室７处，设置环卫工人志愿供

水点１４处。全年刊载《城管之窗》１２期，在市电视台播放

电视专题６期。１０月２１－２２日，开展“城管体验日”和

“城管开放日”活动，组织志愿者换位体验，开展有奖征文、

摄影大赛、热心城管好市民评选等活动，《新华日报》、江苏

卫视、《南通日报》多家媒体进行报道。开展书法、知识竞

赛、拓展训练、军事训练、各类竞技和趣味比赛等活动，丰

富队员、职工业余文化生活。１２月，市政府出台《关于进

一步保障全市环卫行业职工合法权益的实施意见》。与当

地论坛合作设立“城管小鱼儿”代言人，开通城管官方

微博。

环环环境境境卫卫卫生生生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３年，市环卫处完成城区道路３２７万平方米

清扫、内外城河１５万平方米水面打捞保洁及新世纪广场、

·７９１·生态环境保护·城乡建设



安定广场卫生保洁、绿化补植养护工作，保洁公厕５３座，

日清运垃圾１４０余吨，日清运粪便８０吨。

年内，市环卫处实行大环卫考核奖惩机制，统一作业

方式、作业时间、作业标准。建立建筑垃圾代履行、保序保

洁分级管理、快速保洁和错时保洁机制，垃圾落地限时处

理，重点道路和重点区域机动车道的飘浮物做到３０分钟

保洁到位，非机动车道４５分钟保洁到位。建成智能环卫

系统，在文昌路、大司马路、广济路、安定街等路段推行“袋

装化收集、定点化投放、密闭化运输、无害化处理”模式，实

行机扫、人工保洁和上门收集有机结合。加大环卫设施科

技投入，城区道路保洁机械化清扫率提升１２个百分点。

全年新建和改造公厕１２座，包装出新公厕４８座；改造垃

圾中转站１座，完成主城区垃圾设施撤池（房）设桶工作，

更换主次干道果壳箱５６０余只。建立快速处理和代履行

机制，对５９件涉及无主垃圾及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问题，实

行快速处理和代履行，保证城市功能正常运行。

物物物　　　业业业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具有物业管理资质企业６６家，其

中一级资质５家、二级资质１３家、三级资质４８家。

年内，市城管局推进老小区改造为民办实事工程，投

入３９０万余元，完成健康花苑、春晖苑、集贤小区、花苑新

村三区、花港小区、海宁苑、颐园新村一区、西皋新村、百岁

苑９个老小区改造，整治面积４２．７万多平方米，新增车位

４５８个，全面落实老小区基本保洁、基本保绿、基本养护

“三基本”物业服务，惠及家庭近５０００户。强化业主自治，

指导街道社区完成江中花园业委会换届选举和皋南一组

团、申港豪园、江建名人城、健康东村、东景豪庭、浅水湾、

丽泽华庭、都市华庭、世纪光华、江中花园（改选）、上海新

城二期、苏浙大市场１２个小区业委会组建工作。在《如皋

日报》开设专版专栏宣传物业知识，专门制作、发放物业宣

传手册２万份。建立物业纠纷“四位一体”调解机制（以市

社会矛盾纠纷大调处工作组织网络体系为载体，有机整合

市行政、司法、社会自治组织、物业企业四方资源，形成集

物业矛盾纠纷调处、司法裁决、物业行政管理与物业服务、

业主自治功能于一体的创新管理模式），在全市各物业小

区组建调解庭，化解物业纠纷矛盾，成功调解物业纠纷

５１７起，促进物业收费率由２０１２年６０．８％上升至７０．２％。

６月，市政府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物业服务业的意见》（皋政发〔２０１３〕７５号）。

（吴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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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中心城区累计完成城市建设投入１２２

亿元，其中市政设施投入１５．８亿元。市住建局被表彰为

南通市城乡建设工作先进集体。

工程质量监督　年内，市住建局新受监工程项目８４

个、单位工程２９０个，建筑面积２３０万平方米，全年累计监

督单位工程３５０个（其中结转工程６０个），分户验收覆盖

率和合格率为１００％。出具质量监督报告７６份，涉及单

位工程９２个，建筑面积１１５万平方米。向南通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推荐优质结构工程９个，建筑面积１２万平方米。

组织业务培训６３２人次。全年工程质量大检查８次，开出

整改通知单１３２份、局部工程停工令２份，记不良记录

２６次。

工程造价管理　年内，市住建局办理现场安全文明施

工措施费初定、核定项目２５５个。编制４５度弯管焊接、飘

带式和球式玻璃幕墙、地源热泵打井和生态袋护坡等补充

定额，发布《如皋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６期，测算、上报、

发布各类指数指标、人工工日单价、实物量人工单价、典型

案例、住宅指标２４次。全市参加造价员资格考试４９３人。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　年内，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收集城

市规划管理档案７０７卷、建设管理档案２０５卷。收集工程

项目档案１１０个，其中建筑单体３０２个、市政工程项目５０

个、绿化工程项目１２个。收集光盘５张、照片１６００张。

整理上架纸质档案２７１９卷，库存档案３３２１１卷。提供利

用１４４人次，借阅４８７卷次。对８５个单体工程业务指导

９９人次，参加竣工项目验收３１个。与建设单位签订建设

工程档案报送责任书８０份。拍摄收集图片照片１５５０张，

其中村庄环境整治跟踪拍摄照片５２０张、视频５个（专题

片）。

白蚁防治　年内，市住建局实施白蚁预防工程１２０

项，预防面积１７０万平方米。全年实施房屋白蚁灭治

４２００余平方米。淘汰氯丹灭蚁灵，在世界银行和环保部

合作ＩＰＭ项目（中国白蚁防治氯丹灭蚁灵替代示范项目）

试验中，配合南通白蚁所对部分新技术、新方法进行有益

试验，安装设施４００个。

墙体材料管理　年内，市住建局全面推进禁止使用实

心黏土砖工作和建筑节能工作，全年新墙材产量１０．５亿

块标砖，节约土地１１３．３３公顷，实现百分之百使用新墙

材。验收墙体、节能工程项目６０个，办理返退基金１８家，

约７１５万元。完成项目工程节能专项备案５２个，面积

１４２万平方米，新建和竣工居住建设工程实施节能备案管

理率１００％，征收基金２４２０万元，民用建筑节能率５０％。

检查工程５８个，专项检查、定期检查１６０次，下发整改通

知７份，抽检墙材１５批次，合格率９５％。完成磨头医院

太阳能再生能源利用合同项目省级专项资金补贴申报工

作。引导企业发展新型墙材，完成省新墙材企业换证及新

增企业产品省认定１８家（其中烧结类１２家、加气类１家、

水泥砖类５家），新墙材占比达９０．４５％，超全省平均水

平；为三大类５６家节能产品备案及换证；完成南通泽能新

型材料有限公司（２０万立方米的加气项目）及如皋市建诚

建材有限公司（技改新建６０００万元标砖隧道窑项目）市级

新建技改墙改专项基金补贴审核，两企业获补贴３６万元，

·８９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全市形成以淤泥烧结砖为主，水泥混凝土砖、蒸养加气、其

他板材辅助生产格局。拆除窑厂７家。如皋城区通过省

级“禁实、禁粘”验收。

市市市政政政道道道路路路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城区道路总面积４６２．５３万平方

米，总长度２８３．４６公里，年内新增城市道路面积５８．５８万

平方米。全市城区排水管道总长度５７１．８１公里，其中污

水管道１９５．８８公里、雨水管道２９３．９３公里、雨污合流管

道８２．２３公里。

年内，市住建局新建长宁路、大司马南路、圃园西路、

燕桥西河边路和仙鹤路，完成宏坝居住河驳坡工程及内城

河清淤疏浚，新建安定小学南侧停车场。加大市政设施管

理维护力度，路面修复２９９７５平方米，维修人行道及盲道

６４１０平方米，更换各类井盖井座１９６套，疏通堵塞管道

６７００米，增设维修各类交通标线２１２１９平方米、交通标

志标牌２３７组，安装维修交通信号灯４０组、交通护栏

７５组。

亮亮亮化化化工工工程程程建建建设设设
【概况】　２０１３年，城区有道路灯具２４４４７盏，其中年内新

安装和改造路灯７１５盏。新安装路灯控制箱５台，增加地

埋管线１２２５０米，维修各类路灯２５６０盏，维修亮化景点景

观灯１２６０盏，亮灯率、设施完好率均为９８％以上。

年内，市住建局完成中央商务区安置区、荷兰小镇二

期、城东安置区等新建小区路灯施工，大司马南路、府西南

路等新建道路路灯施工；对盛世华庭、宁海中路、水绘园西

大门、惠隆路实施路灯改造；完成润宏商务酒店、君御豪

庭、金鼎名城、御龙湾、水绘园东入口等处照明亮化工程。

燃燃燃　　　气气气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有天然气管线３７１公里（其中中压

管线２９６公里）、瓶装液化气企业１２家、管道燃气企业２

家，燃气经营许可证持证率１００％。

年内，全市新敷设管道燃气中压市政管线２３条，计

４５公里；完成新、老小区配套３．２万户，覆盖用户１１．２万

户，实际在用户６万户，新建小区管道燃气配套率１００％。

全年累计供应瓶装液化气１．６２万吨、天然气 （管输、液

化）８５００万立方米。编制汽车加气站布点规划，中石化

建成北郊、三加压缩天然气汽车加气站及花园桥、龙舌

液化天然气汽车加气站。组织开展燃气安全专项生产检

查５次，发现并整改事故隐患１０起，全市燃气企业投入

安全生产资金３８０万元，全年未发生燃气事故，在全省

城镇燃气管理工作考核中如皋得分位居南通各县 （市、

区）之首。

供供供　　　水水水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日平均供水量１６．４４万吨，累计供

水６０００万吨，结算供水服务费９３６０万元，区域供水入户

率９９％。

年内，市自来水公司加强出厂水检测，每日出厂水合

格率均为１００％。投资建设桃园增压站至主城区公称通

径８００毫米管网，提高主城区供水安全保障性。加强镇级

水厂运行管理，出台《关于加强镇级水厂运行管理工作的

实施意见》《关于强化镇（区、街道）对镇级水厂运行管理工

作责任制的考核意见》《如皋市镇级水厂运行管理工作规

范》和《如皋市镇级水厂深水井及地表水制水设备封存开

启管理规定》。封存２５家镇级水厂２８座深井、１２座制水

设备，从源头上杜绝自制水和混供水。８月１３日，区域供

水如海复线和鹏鹞水厂二期工程建成投入运营，日供水能

力提高至４０万吨。

园园园　　　林林林　　　绿绿绿　　　化化化
【概况】　２０１３年，全市新增绿化面积２１２万平方米，城市

绿地率３８．５２％，绿地覆盖率４０．４９％，人均公园绿地

１１．９６平方米。

年内，中心城区新增绿化面积６５万平方米，完成圃园

西路、大司马南路、长宁路、燕桥西河边等道路绿化工程，

实施安定小学停车场绿化、宏坝居住河河道绿化和广福路

小绿地工程，全面提升改造福寿东路和文化广场绿化工

程，完善紫光路等道路绿化工程。组织推进中央商务区二

期、城东安置区三期、宏坝安置区Ｂ区绿化工程，建设龙

游御境四期、御龙湾一期、金鼎二期、金茂国际三期、万豪

二期小区配套绿化工程。万豪臻品一期被评为南通市级

园林式居住区，江苏城中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被评为南通市

级园林式单位。组织企业参加南通园博园菊展，获金奖１

个，市住建局获组织奖。

（张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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