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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创建国家生态市通过国家级考核验收　Ｐ２７９

环环环　　　境境境　　　保保保　　　护护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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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人。

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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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１２％，饮用水源地达标率为

１００％，功能区噪声达标率为１００％，城乡居民环境

质量满意率达７９．３％。市环保局被评为如皋市文

明行业、“六城同创”红旗单位、服务沿江开发先进

集体、社会管理创新先进集体。

生态市建设　年内，推进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创

建，按照环保模范城市标准体系，重新收编完善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环保模范城市技术资料。编制完成

《如皋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初稿并向市四套班子

领导及相关部门征求意见。推进生态文明细胞工

程创建，组织１２０个村（社区）申报南通市级生态

村，组织开展首届如皋市级生态文明村（社区）和生

态文明户评选活动，评选出生态文明村（社区）７５

个、生态文明户１３６户。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

作，东陈、雪岸、丁堰、林梓和白蒲５个镇为首批示

范区，项目总预算３５００万元。２月，正式启动生态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出台《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工程的实施意见》，围绕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

意识、生态行为、生态人居和生态制度六大生态文

明体系建设，确定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生态村建设

等１６项重点工作，提出相应保障措施，按年度将任

务分解到各责任部门。１０月、１２月，如皋市环模城

市创建接受省环保厅调研，环模城市创建通过省级

预评估。

污染减排　年内，全市完成化学需氧量、氨氮、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削减量分别为１９８６．３２吨、

１２６．９３吨、６３．６２吨和２４．４４吨。推进以５个污水

处理厂、６个结构调整企业为重点的污染减排工程

建设，至年底，５个污水处理厂全部投入运行，６个

结构调整企业已关闭。加强建设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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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管理，控制新污染源

产生，全年完成环保竣工验收项目７４个，新增废水

处理能力达３３５０吨／日，“三同时”投资近８０００万

元。３月，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工程通过国家七部

委考核验收。５月、７月，全市２个新机动车尾气检

测场站７条检测线取得省环保厅委托资质。

项目服务　年内，市环保局执行环保第一审批

权制度，压缩审批时限，对选址符合环境功能区划

要求、无污染项目随到随批，当日收理当日办结率

达９２％，全年申报登记项目２２０个，审批环评报告

表１８０个，审批环评报告书１１份，其中，审核报省、

南通市环保局项目５个，审批锅炉１５台。窗口工

作被评为优质服务示范岗３次、红旗窗口９次，窗

口工作人员每月都被评为群众满意工作人员。变

坐等服务为主动出击，根据全市重点项目进展情

况，制订服务计划，深入重点企业上门服务。主动

服务科技城区域开发、金河铝业扩建铸造、经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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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表面处理园、长江天然气化工、雅鹿对苯二甲

酸等重点项目。审批人员通过了解企业申报项目

概况，考察项目环境条件，提出并提前解决项目申

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指导企业项目经办人办

理相关手续，提高企业申报办事效率，缩短申报

周期。

环境监察　全年各类环境专项整治、专项检查

和群众监督累计发现各类环境违法行为４５起，依

法行政违法情节较重违法行为处罚３２起，罚款

７４．５万元。年内，组织开展化工行业专项整治，关

闭取缔化工单位和生产项目２家，处罚违法企业７

家。开展涉铅污染企业专项整治，关闭或停产整改

治污设施不到位、污染严重、卫生防护距离不足

３００米生产企业１６家。开展肠衣行业环境专项整

治，整治规模企业５家，关闭小肠衣生产加工单位

７家，实现肠衣行业达标排放。开展污水处理厂专

项整治，在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均安装流量计和在线

监测等污染监控系统，实行实时自动监控。开展饮

用水源地环境专项整治，搬迁或关闭一、二级水源

保护区内污染源，联合市住建、水务部门对饮用水

源地保护区实施勘界划分、立标，保障全市人民饮

用水安全。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实行领导包案、带

案下访，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开

展局长接待日和局长大接访活动，解决群众关心热

点、难点问题。与市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联合组建环

保纠纷调处中心，协调处理环保纠纷。开展信访应

急值班，处理群众反映的各类环境信访问题，全年

处理各类信访案件４１６件，信访案件处理率达

１００％，结案率达９８％以上。

环境监测　年内，编制各类监测报告（表）４００

多份，获监测数据约３．２万个。完成２０１１年监测

工作实施方案。编制完成环境影响报告表１６２份，

在年内省环保厅报告表考核中列全省第五，被评为

优秀等级。监督监测全市漂染行业、如皋港化工园

区、全市主要涉铅涉金企业，监测检查一般污染源

２５５厂次。完成《２０１０年度环境监测年鉴》、《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如皋市环境质量报告书》编制工作。及时

上报各类监测数据，编制《环境监测月报》９期。注

重加强质量管理工作，参加国家能力验证、省和市

各级实验室能力比对活动，及时组织技能测试，

９人次参加考试２３项次，通过率为９５．７％。

环境宣传　４月，组织石庄中学等３所学校参

加省绿色学校创建业务培训。５月，与市教育局组

织环境教育优秀教案评比活动。组织城南社区、宏

坝社区参加省绿色社区培训。６月，组织开展“６·

５”世界环境日宣传系列活动，利用市广播电台、电

视台、《如皋动态》等新闻媒体，以访谈、拍摄专题

片、开办专题栏目、刊登环保公益广告等形式宣传

节能减排、环保模范城市和生态镇村建设等方面典

型和经验，在全市营造环境保护人人有责氛围。走

进市民热线，就生态创建工作与市民零距离沟通。

与市委宣传部、文明办联合组织开展首届环保大使

评选活动，评选出环保大使１０人。开展如皋市环

境教育基地评选活动，并组织学生参观环境教育示

范基地。与市文明办、广电局联合举办“同享一片

蓝天”———纪念“６·５”世界环境日暨如皋市首届环

保大使颁奖典礼。

【强制关闭一非法排污企业】　４月２８日，为打击

环境违法行为，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维护环保法律尊严，由市法院牵头，市环保、

公安、安全、电力等部门３０多人组成联合执法组对

不法排污生产企业南通嘉业染料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生产场所实施强制关闭。强制执行过程中，执法

组切割生产所用锅炉进、出气管，拆除动力电源电

表，查封供电间，彻底阻止不法排污行为再发生，用

实际行动维护周围群众合法环境权益。

【生态文明村（社区）、生态文明户创建活动】　６月

１２日，为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提升生态文明水平，市文明办、

妇联、环保局在全市全面启动生态文明村（社区）、

生态文明户创建活动。根据市文明办、妇联、环保

局制订的《如皋市生态文明村考核标准（试行）》及

《如皋市生态文明户考核标准（试行）》，各镇结合生

态建设实际，推进生态文明村（户）创建。１２月底，

经实地察看、社会公示等考核程序，顾庄社区等７５

个村（社区）被命名为如皋市生态文明村（社区），明

正奎等１３６户被命名生态文明户，并获颁标牌。

【如皋市创建国家生态市通过国家级考核验收】　

１２月１４～１５日，如皋市创建国家生态市通过国家

级考核验收。

国家生态市建设考核验收组在听取如皋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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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汇报，观看创建工作专题片和技术资料片，审

核各类档案和台账，核对各项基本条件和指标完成

情况，现场检查如皋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环保能力建设等创建工作情况后，一

致同意如皋市创建国家生态市的基本条件和各项

指标基本达到国家生态市建设标准，通过国家级考

核验收。

【首届环保大使评选】　年内，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市环保局联合开展如皋市首届环保大使评选活

动。通过层层选拔推荐、公众投票和专家评审，市

法院行政庭审判员刘斌，市文广传媒集团副总经理

严保林，市港城实验学校副校长李建明，市农村能

源技术指导站站长、环境工程师杨静，市现代农机

公司总经理、华日稻米种植合作社理事长陈实，丁

堰镇幼儿园园长陈轶棠，如城镇城南社区居民陈敬

东，市同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厂长姚建梅，市人大

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主任黄兆林和南通玉兔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黄奎生１０人当选为如皋

市首届环保大使。

（左志山）

城城城　　　市市市　　　规规规　　　划划划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住建局核发城市规划行政许

可１０２０项，被评为２０１１年度南通市城乡规划工作

先进单位。

规划编制　年内，委托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修编如皋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年），

完成总规实施评估报告、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和专题

研究报告。组织编制完成《如皋市中心城区“十二

五”近期建设规划》、《如皋市“十二五”城镇化发展

思路》、《如皋市历史文化保护规划》等规划。

规划评审　年内，提高规划管理和服务水平，

执行“一书三证”（“一书”指《建设项目选址意见

书》，“三证”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制度和涉居项目许

可前公示、听证制度，召开规划听证会８次。完成

ＧＪ２００５－１７号Ａ地块、江中世纪城、老九鼎厂区、

恒盛豪庭、安定小学新校区等地块详规和人武部办

公大楼、药监局办公大楼、地税大楼、公共卫生服务

中心等建筑方案审查工作。

规划监察　年内，加强建设项目批后巡查力

度，把违反规划许可实施行为消除在萌芽状态，确

保规划严肃性，全年下发整改通知书１３份、停工核

查通知书７份。４月，出台《如皋市建设项目规划

公示暂行办法》，增强规划透明度，提高公众对规划

的参与度。

村村村镇镇镇规规规划划划建建建设设设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住建局不断强化对村镇规划

建设指导服务和考核管理，全面加快小城镇建设和

村庄建设与环境整治，各镇建设水平全面提升，城

镇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市住建局被评为２０１１年

度南通市村镇建设先进集体。

规划编制、评审　年内，注重与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衔接，完善和局部优化全市１６个建制镇镇区

总体规划，修编完善各镇镇区“十二五”近期建设规

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及绿化、环卫等专项规划。

组织编制集居区及主要街道、重点地段和工业用地

修建性详细规划。完成村庄总平面布局规划及社

区、村委会集居区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任务。

村镇建设　年内，全市１６个镇区完成基础公

共配套设施投入２．９５亿元，实现房地产开发开工

面积１２８万平方米，竣工面积９７万平方米，实现房

地产开发销售税收２．５８亿元。小城镇建设“十个

一”星级功能项目创建达１２８个。全面开展村庄建

设与环境整治工作，如皋被省列入首批村庄建设与

环境整治试点县（市），８个试点村完成详细村庄建

设与整治规划编制，全市各村全面开展村庄整治工

作，吴窑镇立新社区被省住建厅授予康居示范村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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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生物处理中心，全系统现有在职干部职工

３５２人、协管员１３０人。２０１１年，市城管局被表彰

为南通市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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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

行政执法　年内，立案办理行政处罚案件

１７４９件，其中，简易程序处罚案件１５９４件、一般程

序处罚案件１５５件。受理行政许可事项９７５件。

全年查处在建工程违法建设２１起，面积１．５３万平

方米。８月，开展拆违整治月活动，累计拆除小区、

城郊接合部新发生违建１０９起、面积７６３２平方米，

拆除搬迁地块违法建设３８起、面积５５３７平方米。

市容整治　年内，整治绘园一二区、陆桥小区

周边环境，清运老小区乱堆放及垃圾４１５车，补植

绿化２５００平方米，出新公共楼道窗户４８２扇，清理

拆除陈旧破损、不规范店牌（招）及广告１４３起。强

化综合整治和品位提升，引进媒体公司在城区主要

街道、广场设置ＬＥＤ显示屏１３处，出新建筑工地

围墙３９处１．１万米，清洗“牛皮癣”５８００多处，核

查城区主次干道占用盲道和私自降坡现象，拆除和

暂扣中山路、海阳路、步行街等商业集中区高音喇

叭、音响设备６２只。开展省市级示范路创建活动，

组织编制海阳路街景规划，加罩包装空调外机，整

治规范户外广告、店牌店招，修复出新环卫设施、公

交站台、电箱电柜、道路标识等，市区海阳路创成江

苏省级市容管理示范路。

队伍建设　年内，以推进“创先争优”活动为载

体，组织开展“党徽在路段上闪光”系列活动。与市

委党校联办“城管大讲堂”，全年培训１２８０人次。

系统内５８名党员干部走进基层，与郭园镇谢楼村、

富圩村困难群众结对。与市电视台合作开辟电视

专栏《如皋城管》，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

年”城管专场文艺会演。组织开展义务献血，与市

中医院联合开展“送医下乡”便民义诊活动。

【如皋市数字城管开通】　１０月３０日，市政府举行

如皋市数字城管开通仪式。

年内，为强化城市综合管理，如皋成立城市综

合管理委员会，由市长姜永华担任主任，副市长陈

万圣担任常务副主任，相关３４个部门主要负责人

为委员会成员，下设办公室，增挂如皋市城市管理

监督指挥中心牌子，设在市城市管理局。监督指挥

中心总投资５００万元，建成数字城管系统。数字城

管系统功能为住建部规定的９大子系统，另结合如

皋实际拓展应用８个子系统，建设内容包括信息采

集使用的城管通手机、３０只视频监控点位、

“１２３１９”城管热线，用于受理和派遣问题的监督指

挥大厅、呼叫坐席设备、大屏显示设备，用于实现远

程指挥的车载视频、单兵视频系统，连接到２１个专

业部门的系统终端等。该系统满足了城区数字化

城市管理功能的需要，初步实现如皋市数字化城市

管理信息化、精细化、时效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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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全市累计完成城市建设投入９３

亿元，其中基础设施投入１５亿元。市住建局被表

彰为“十一五”全省墙材革新工作先进集体、南通市

工程建设管理先进集体、南通市勘察设计管理先进

集体、南通市房地产开发管理先进单位、南通市村

镇建设先进集体、南通市城乡规划工作先进单位。

工程质量监督　年内，监督单位工程项目８７

个、单位工程３５６个，建筑面积２６５万平方米，其

中，年内新受监工程项目５０个、单位工程２１６个，

建筑面积１６２．２万平方米。全年出具质量监督报

告６５份，涉及单位工程８６个，建筑面积４６万平方

米。５月，开展专项检查和抽检、抽测，对全市镇区

２１个安置房工程实施质量安全检查，确保保障性

住房监督覆盖率、竣工验收合格率１００％。向南通

建设局推荐优质结构工程６个，建筑面积１０．６万

多平方米。

工程造价管理　年内，办理现场安全文明施工

措施费初定、核定手续２６５个６６．８万平方米。发

布《如皋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６期，测算各类造价

指标１０多例。做好造价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和考试

组织工作，集中培训老造价员２６８人，组织无证或

升级人员２５７人参加省造价处组织的培训与考试。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　年内，收集城市规划管理

档案５６０卷。收集工程项目档案２１５个，其中建筑

单体１９５个、市政工程项目２０个，收集绿化工程项

目档案６个、光盘１２张。按规范组卷上架纸质档

案２０５７卷，入库档案总数达２６９２８卷（含声像档

案）。提供档案查询利用２４２人次，借阅６３５卷次。

对１９５个单体工程进行业务指导２８５人次，参加验

收竣工项目６６个。依据现行城建档案工作法规、

规章，与建设单位签订《建设工程档案报送责任书》

·０８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９３份。编研档案资料８．２万字。９月２８日，城建

档案馆新馆正式使用，建筑面积２２１７平方米，办公

自动化水平提高，档案保管条件明显改善。１１月

１６日，城建档案馆新馆顺利通过省特级馆复查。

白蚁防治　年内，实施白蚁预防工程１６０项，

预防面积２２０万平方米。全年对５０００余平方米房

屋实施百蚊灭治。在世界银行和环保部合作的

ＩＰＭ项目试验中，配合南通白蚁所对部分新技术、

新方法进行试验，安装设施４００个，取得试验数据

１０００个，为新技术应用提供决策依据和使用经验。

墙体材料管理　年内，全面推进“禁粘”工作和

建筑节能，新墙材产量９．７５亿标砖，节约土地

１１７．７３公顷，新墙材使用比例提高到８９．１８％。引

导企业发展新型墙材，完成企业产品省认定１５家，

节能产品备案三大类２５家。验收工程主体５０个，

完成项目工程节能专项备案２５个，面积６８万平方

米。新建和竣工居住建设工程实施节能备案管理

率达１００％；民用建筑节能率达５０％，启动节能

６５％标准，推进一批使用地源热、空气能、太阳能节

能示范工程建设，完成中医院、浅水湾利用太阳能

项目验收。全年专项检查４次，涉及工程５０个、送

检砖材１４批次，墙材企业抽检１２家，合格率

９５％。全年技改隧道窑１家，新建墙材企业４家，

新增产能过亿标砖。

市市市政政政道道道路路路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市新增城市道路面积２４．９万

平方米。截至年底，城区道路总面积达３４８．３３万

平方米，总长度达２１２．２８公里。城区排水管道总

长度４３７．１３公里，其中污水管道１３９．５９公里、雨

水管道２１２．９公里、雨污合流管道８４．６２公里。

年内，市住建局先后完成中央大道、海阳南路

南延、志颐南路、大司马南路、皋南路、宣化南路、惠

隆路、雉水路、政法路工程等道路新（改）建工程，完

成前进桥、燕桥等桥梁改（扩）建工程。全面维修城

区道路特别是盲道和无障碍通道，疏通下水道

２．７８万米，维修路面坑塘６３５６平方米，更换补齐

中山路、海阳路、宁海路、福寿路、益寿路等道路各

类标志标线，城市呈现路通、水净全新形象，城市居

民出行环境得到优化和提升。

路路路　　　灯灯灯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全市现有道路灯具２２６３２盏、景观灯９５００

盏、ＬＥＤ灯具５０５００盏，城市亮灯率达９９％以上。

２０１１年，全市新安装各类路灯１５６０盏、路灯控制

箱２６台，更换控制箱１６台，维修控制箱３０台，增

加地埋管线１８．８公里，维修各类路灯、景观灯

１３３５０盏。

年内，完成海阳路、中山路路灯改造提升，花市

路、志颐路、大司马南路、惠隆路、中央大道等新

（改）建道路路灯施工，内外城河、文化广场亮化提

升等工程，完成高层建筑物亮化工程１４栋、建筑物

亮化提升工程２０栋。

燃燃燃　　　气气气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市累计供应瓶装液化气１．９

万吨、管道燃气１２２０万立方米。编制中心城区管

道燃气规划，完成西气东输７５公里供气主管道敷

设。新敷设管道燃气中低压管网４．１９万米，总投

资５０００万元，新增管道燃气用户４０００户，管道燃

气覆盖２４０个小区，覆盖用户６万户，实际在用户

２．６万户。

年内，加强行业监管，实现全年用气安全无事

故。在安全检查中发现和整改隐患１４起，各企业

在自查自纠中整改隐患１８起。全市燃气企业累计

投入２３６万元用于监控设备安装、消防设施整改、

安全附件效验检测等。实施气瓶安全条码管理，杜

绝过期钢瓶和不合格钢瓶充装。督促管道燃气企

业开展入户安检工作，检查８２００户，消除用户隐患

１５起。在“３·１５”消费者权益保护日、“５·１２”防

灾减灾日以及“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组织现场咨

询、燃气企业送安全进社区、设点咨询服务等活动，

张贴安全宣传标语４０幅，悬挂横幅３０条，发放宣

传资料２．２万份。推进天然气全覆盖，完成西气东

输对接工程高压输气管道７５公里、三座天然气接

收门站、调压站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如城镇（中心

城区）、经济开发区（柴湾镇）、软件园（桃园镇）、长

·１８２·环境保护·城乡建设



江镇（如皋港）、东陈镇实现供气，居民用气价格由

４．５元／立方米调整为２．２元／立方米。７月２４日，

西气东输如皋管道天然气正式通气点火，如皋告别

没有管输天然气气源的历史，在南通率先用上西气

东输管道天然气。

【西气东输如皋管道天然气在南通率先通气点火】

　７月２４日，西气东输如皋管道天然气正式通气

点火，如皋告别没有管输天然气气源的历史，在南

通率先用上西气东输管道天然气。这对推进全市

清洁能源发展，降低生产、生活成本，带动与天然气

相关行业和系统工程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西气东输如皋段工程是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工

程，总投资２亿多元，铺设高中低压燃气管网１０．１

万米，日供气能力２００万立方米，全年管道可供气

５亿立方米。至年底，全市２．６万户居民及１３０户

公共福利用户和工业用户用上管道天然气。

供供供　　　水水水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市日平均供水量达１１．６万吨／日，

全年供水３８００万吨，结算供水服务费５２００余万

元。在南通市率先实现区域供水镇区全覆盖，获南

通市区域供水管理工作一等奖。

年内，市政府将区域供水主管网复线工程列入

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工程管线总长度６７公里，其

中如皋段５２公里，计划总投资３亿元。年内完成

工程勘测设计、图纸审查、工程招投标和沿线搬迁

清障等工作，开始实施长江顶管工程，完成管道铺

设３３公里、节点工程３２处，完成投入２亿元。市

政府出台《市政府办公室关于２０１１年如皋市区域

供水运行管理的考核办法》，对照《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要求，每日出厂水合格率都达１００％，全年未

发生重大污染及停水事故。１月６日上午，如皋市

举行区域供水全覆盖暨东线支管网通水仪式。

【如皋在南通率先实现区域供水全覆盖】　１月６

日上午，如皋市举行区域供水全覆盖暨东线支管网

通水仪式，投资３亿元的区域供水东线支管网正式

竣工通水，如皋在南通率先实现区域供水全覆盖。

市区自来水厂水源水原取自如海运河，每逢枯

水季节，特别是受潮汐影响时，城区污水向西倒流，

直接威胁自来水厂取水口水质。水源水品质是保

证自来水水质的根本前提。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８日，

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引江区域供水工程拉

开序幕。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主管网一期工程如期建成

通水，覆盖长江镇（如皋港区）、石庄、吴窑、磨头、如

城、袁桥及如皋经济开发区（柴湾）等镇区，受益人

口６３．５万人。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０日，市内配套管网

西线工程全线贯通，覆盖常青、搬经、高明、江安等

镇，新增受益人口２８万人。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８日，

区域供水配套管网东线工程实现全线贯通，覆盖郭

园、下原、九华、桃园、丁堰、白蒲、林梓、东陈、雪岸

等镇，新增受益人口５３．５万人。至此，全市１４５万

人喝上优质长江水。

（张跃军）

环环环境境境卫卫卫生生生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环卫处完成城区主次干道２２３

万平方米及新村道路１７万平方米保洁，日打扫厕

所１３１座，日清运垃圾１４０吨，日清运粪便８０吨。

年内，市环卫处通过建立环境卫生监管与查处

快速反应机制，实行跟班式管理和捆绑式考核，实

现环卫作业全程控制。全年更换电瓶垃圾车１６

辆，新增５吨自卸式密封垃圾运输车２辆、３吨吊

桶垃圾车１辆、快速保洁车８辆，增设水平压缩式

垃圾中转设备１套及５吨洗扫车１辆，出新二轮保

洁车５２辆，垃圾桶（房）６４０余只（座），更换部分路

段及站台式垃圾桶、果壳箱２７４只，设置城河截污

网４处。根据创建文明城市公厕无障碍设施设置

要求，改造城区２０座公厕残疾人通道、扶手等设

施。年内，新接管绣品路、绿杨南路、宣化南路等道

路保洁１４．５万平方米，建成有机物中心综合用房。

【城区建筑工地现场文明施工专项管理活动】　

３月，市城管局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区建筑工

地现场文明施工管理的意见》（皋城管发〔２０１１〕２４

号），要求城区各建筑施工单位加强城区建筑工地

现场管理，解决建筑工程施工影响市容环境问题，

落实建筑工地文明施工长效管理措施，提高全市建

筑工地现场文明施工水平。年内，市城管局组织检

·２８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查城区所有在建工地现场文明施工情况，对建筑工

地围墙破损、排水管道裸露、围墙广告破损问题督

促限期整改。强化渣土运输整治，全面推行砂石、

混凝土运输单位卫生责任制，实行渣土运输许可前

置，联合建工局督促相关建设单位将场地硬质化，

配备沉淀池及冲洗设备。全年累计查处乱倒垃圾、

车辆带泥上路等违章行为５２０余起，立案６５起。

社社社区区区物物物业业业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年内，全市具有物业管理资质企业４３家，

其中取得一级资质４家、二级资质３家、三级资质

３３家、暂定三级资质３家。

年内，市城管局发挥物业主管部门职能作用，

出台《如皋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考核评比暂行办

法》、《如皋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档案管理暂行办

法》、《如皋市物业管理履约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

强化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工作，新建住宅小区前期

招投标率、协议选聘率和物业管理覆盖率均达

１００％。集中力量全方位综合整治金九华府工程质

量、配套设施、环境卫生、绿化养护、公共秩序维护

及内部服务６大项２５个小项存在问题。在城区

３４个住宅小区设立５２个“物业绿色信箱”，形成业

主与物业、物业企业与城管局无障碍沟通交流机

制。２０１１年，全市被评为省优物业管理项目２个、

南通市优物业管理项目１０个。

（吴　昊）

园园园　　　林林林　　　绿绿绿　　　化化化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市新增绿化面积６０多万平方

米，城市绿地率３８．３７％，绿地覆盖率４０．３０％，人

均公园绿地１０．４８平方米。

年内，实施文化广场绿化，红十四军纪念公园、

龙游河风光带、瓜果市场、城市花园街头、绣品路等

绿地建设和提升工程。实施益寿南路交通分流绿

岛、健康西路等道路绿化建设，完成中山路林荫停

车场等绿化项目、建设都市华庭、丽泽华庭二期、如

城实验小学、外国语学校等２０多万平方米配套绿

化工程。都市华庭等３个居住区、规划设计院等６

个单位创建成南通市园林式居住区和园林式单位。

１２月，如皋市国家园林城市申报通过住建部组织

的专家评审。

（张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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