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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创建通过国家级技术评估　Ｐ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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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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人。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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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０７％，饮用水源地达标率为

１００％，功能区噪声达标率为１００％，地表水达到相

应功能区要求。市环保局被评为如皋市文明单位、

“六城同创”红旗单位、服务沿江开发先进集体、环

保工作先进单位。

生态市建设　年内，市环保局推进农村连片整

治工程建设，采取双重督查方式，加强质量和工程

进展监督管理，完成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农村环境连片

整治工程项目。２月，率先在苏中地区启动生态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如皋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通过

省环保厅组织的专家评审。４月，《规划》通过环保

部组织的专家论证。５月，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讨

论《规划》并一致通过。６月，《规划》通过市人大常

委会审议，市政府正式发文颁布实施。１１月，林梓

镇月旦社区、高明镇周庄社区和九华镇郑甸村通过

创建省生态镇考核验收。１２月，国家环保模范城

市创建工作通过环保部组织的专家技术评估。

污染减排　年内，市环保局加强建设项目环保

审批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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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试生产核准和竣工验收程序，累计完成

竣工验收项目６５个，新增废水处理能力２０００吨／

日，“三同时”投资近５０００万元。全面推进清洁生

产工作，采取政府推动、分块落实、分片督查等方

法，全市８１家重点企业完成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

验收，完成数量位列南通市首位。推进以石庄污水

处理厂、如皋钢厂、坝新肠衣等５家结构调整企业

为重点的２０１２年污染减排工程建设，全市化学需

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分别削减１４５３

吨、８６吨、１３９吨和１４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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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无污染项目随到随批，当日收理项目当

日办结率达９６％，累计申报登记项目３２０个，审批

环评报告表２００份，审批环评报告书１０份。局行

政服务窗口被评为优质服务示范岗６次、红旗窗口

１次，窗口工作人员每月都被评选为群众满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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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批人员通过了解企业申报项目概况，实地考察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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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办理相关手

续，提高企业申报办事效率，缩短申报周期。

环境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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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动现场环境监察近５０００多人次，检查

污染源单位近２０００厂次，发现环境违法行为３９

起，对违法情节较重行为予以行政处罚２６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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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小散污染企业专项整治，关闭小塑料粒子加工企

业４２家、碎布漂白作坊９家。加大化工园区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建成排污管网２０公里，污水管网

“暗改明”工程实施到位，１万立方米废水调节池建

成使用，完成港区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前期准备工

作，结束化工园区下风向２３２户居民搬迁工作。全

面整治化工园区企业，宝众宝达、天泽化工等企业

加盖密闭废水处理调节池，完善改造废气收集处理

系统，有效控制恶臭污染。规范化改造各企业固废

堆场，达到防雨淋、防渗漏、防腐蚀要求。实现园区

企业冷却水全循环，新建初期雨水回抽装置，化工

园区污染控制能力增强。

环境监测　年内，市环保局完成上级业务部门

和主管部门下达的各项环境质量监视性监测任务，

开展小康社会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监测、水功能区

监测和生态补水专项监测等活动。严格执行报告

制度，完成年度《环境监测年鉴》、《如皋市环境质量

报告书》、《环境监测方案》编制工作，修改完善《如

皋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预案》。外发各类报告

４７４份，其中水和废水报告９６份，气和废气报告２７

份，噪声报告１９份，验收报告３４份，环评本底报告

４５份，监测快报２０份，综合分析报告３４份，其他

监测报告１３份，委托分析报告１８２份，固体废弃物

报告４份。形成各类例行监测报告报表１００余份。

注重质量管理，实验室样品分析采用全密码样、现

场平行、实验室平行、加标回收样和全程序空白手

段进行质量控制，及时完成监测分析质量统计表，

质控样品总检查率达４９．８％。组织参加国家能力

验证、省和南通市实验室比对活动２４项次，合格率

１００％。组织参加省中心上岗证理论考试，３１人次

参加考试１５７项次，通过率９９．２２％。

环境宣传　年内，市环保局在主城区、如皋港

区制作多处生态创建“高炮”宣传牌，设计制作生态

文明创建专题片，通过中心城区ＬＥＤ显示屏滚动

播放，全方位展示生态文明创建成果。４月，与市

国土局联合举办“纪念第４３个地球日”广场咨询活

动，宣传“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模式”。６月，举

办纪念世界环境日环保专场文艺演出，宣传环保主

题，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同时以送戏下乡形式，在全

市各镇区巡演，将环境保护知识、绿色消费理念送

到基层。与市团委联合开展环保志愿者自行车骑

行活动，宣传绿色消费、低碳出行。９月，与市文广

集团、摄影协会联合举办生态环境摄影大赛。

【市环境监测站通过实验室资质认定和实验室认可

复评审】　３月１０日，市环境监测站通过实验室资

质认定和实验室认可复评审。

评审组现场安排４类检测对象计３６项参数现

场试验，其中利用测量审核结果７项。同时利用能

力验证结果５项，利用国家实验室认可结果２项、

参数１１项。确认技术能力４类１００项，其中含扩

项３项、扩方法７项。评审组一致认为市环境监测

站管理体系质量活动基本能按文件规定运行，技术

运作基本规范处于受控状态，基本建立自我完善

机制。

【《如皋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通过专家论证】　４

月１４日上午，《如皋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论证会

在北京远通维景国际大酒店举行。环保部生态司

副司长邱启文，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王如松组

成的专家组在听取如皋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编制

情况介绍后，认为《如皋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以转

变生态文明建设主体行为为主线，把握生态文明的

内涵，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观，从如皋市实情出发构建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

框架，对如皋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与会专家一致通过规划论证，并希望如皋市进

一步完善《规划》文本，强化生态安全、人口健康、生

态文化等特色内容，努力使《规划》更具指导性和可

操作性。

【环境安全风险排查专项行动】　８月８日，市环保局

为进一步摸清全市环境风险隐患，启动全市环境安

全风险排查工作。环境安全排查范围为全市饮用水

源保护区、化工园区以及化工、重金属、印染、肠衣

等重点行业，排查重点为企业环评审批、“三同时”

执行及验收、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管理、污染防治

设施运行、危废贮存处置、在线监控设施运行、雨污

分流等涉及环境安全隐患情况。累计检查企业９８

家，其中化工企业４２家、涉重金属企业１９家、印染企

业１４家。对排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责成相关企业

立即实施整改，对排查中发现的８家企业的环境违

法行为，按照环保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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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保局召开首届环保大使“共话绿色发展、共建

生态文明”座谈会】　１１月１６日，市环保局召开首

届环保大使“共话绿色发展、共建生态文明”座

谈会。

会上，环保大使们十分关注如皋环保工作难

点、热点问题，结合各自岗位实际，畅谈环保感想，

谋划生态项目，深入探讨农村秸秆综合利用、有机

稻米生产、家禽粪便利用等问题，对今后环保工作

提供新思路，对推动如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

参考。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创建通过国家级技术评估】　

１２月２６～２８日，如皋市环保模范城市创建通过国

家级技术评估。

环保部组织的评估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

料、现场检查，对如皋市坚持十年不言弃、持续改进

不松劲、真抓实干不手软、成果显著不含糊的创建

经验和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同时要求如皋市迅速整

改，全面提升，早日建成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左志山）

城城城　　　市市市　　　规规规　　　划划划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住建局核发行政许可１１１８

项。如皋市被命名为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

规划编制　年内，市住建局完成《如皋市城市

总体规划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３０）》和专题研究报告。编

制完成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东大街、集贤里保

护规划。组织编制广告设施专项规划和城市空间

特色规划。完成《中心城区停车设施和停车难解决

路径》调研报告。

规划评审　年内，市住建局先后完成万都商业

广场、月星家居博览城、六建大厦、地税国土双子楼

等５３处地块方案和详细规划审查。执行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一书三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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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６０

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９９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４４５份、核发红线图２８９份、设计要点２２５份。

规划监察　年内，市住建局建立健全批前告

示、建中验线、事后核实等制度，强化过程控制和即

时整改，累计验线３２个项目计１０７栋建筑，±０．００

复验２３个项目计７９栋建筑，主体封顶复验１４个

项目计５３栋建筑，批后跟踪管理６９个在建项目计

３３８．５万平方米，现场纠偏１８９０多处次，下达书面

整改通知２２份，停工核查通知３份，维护城市规划

严肃性，提高规划执行力。

村村村镇镇镇规规规划划划建建建设设设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住建局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村

镇建设规划全覆盖，实施“美好城乡建设行动”，如

皋市被确定为全省村庄建设与环境整治集中试点

县（市），被评为首批村庄环境整治工作示范县

（市）。市住建局被评为２０１２年度南通市村镇建设

先进集体。

规划编制　年内，市住建局加大对镇总体规

划、镇村布局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编制和修编力

度，修编搬经、磨头、九华、石庄等镇总体规划，调整

九华镇镇村布局规划，完成吴窑镇立新社区、搬经

镇谢甸社区、高明镇周庄社区等１３个省级村庄建

设与环境整治试点村村庄建设规划和环境整治规

划编制。搬经镇被省住建厅确定为全省重点镇控

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试点镇。

村镇建设　年内，全市１６个镇围绕“六坚持、

六不建”工作导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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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５．２万平方米，竣工面积

１４４．７万平方米，实现房产开发税收２．１８亿元，对

１６个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贡献份额达２５．９％。搬

迁整理土地１６５．９６公顷，建设搬迁安置房６８６７

套，出让土地１９５．７４公顷。完成小城镇建设投入

３９．５亿元，１４７个项目通过“十个有”星级考评，２９

个项目通过“十个优”星级考评。按照“滨水型、道

路型、居住型、绿地型”四种类型十二种模式，推进

镇区绿化建设，提升绿化品位，镇区规划区绿化覆

盖率达３０％。吴窑镇立新社区、磨头镇塘湾村、搬

经镇湖刘社区、白蒲镇朱家桥村、袁桥镇纪港村、石

庄镇思江村、江安镇鄂埭村、东陈镇尚书村８个第

一批省级试点村（社区）通过省级验收，搬经镇谢甸

社区、九华镇马桥村、高明镇周庄社区、下原镇文庄

社区、林梓镇文著社区被列入第二批省级试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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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试点村总数达全省试点村总数的１０％，累计

争取到省级补助资金３５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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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７人，其中执法大

队辅助执法人员２８人、协管员１３０人。２０１２年，

市城管局被表彰为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先进

集体，如皋市新“六城同创”红旗单位、社会管理创

新工程红旗单位、市级机关目标责任制考核先进集

体、市文明机关、市长公开电话受理承办工作先进

集体、政协提案办理工作先进集体、依法行政示范

单位、法制工作先进集体、双拥工作先进单位、安全

生产工作先进集体、特困职工结对帮扶先进集体。

城市综合管理　年内，市城管局制订出台城市

综合管理监督考评实施办法、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

议事和工作规则等各项制度，建立大环卫、大物业、

大市容和数字城管考核奖惩机制。加快网络建设，

在新车站、安定广场安装视频监控，在南通市率先

实现新建小区监控与数字城管无缝对接，数字城管

累计采集城市问题１６７６７个，专业部门处置８１７０

个，结案７８９５个。

行政执法　年内，市城管局立案办理行政处罚

案件１３９１件，其中简易程序处罚案件１２７０件、一

般程序处罚案件１２１件。受理行政许可事项１２３９

件。开展“城管进社区”活动，累计拆除小区、城郊

结合部违法建设３５５起计２１２３２平方米，拆除花市

路违法建设１０３处计９６００平方米。查处在建工程

违法建设１０起计１．５３万平方米。

市容整治　年内，市城管局开展市容环卫、大

型户外广告、建筑渣土、物业小区、商场市场周边、

益寿路南沿（原大明镇区）等专项整治活动，拆除大

型楼顶广告４２处，拆除破损、过期店牌店招４１６

处，清除无主建筑垃圾３５０吨。建立社区城管服务

站，清除社区“八乱”３２５０起，解决各类便民问题

５２６起，协助社区调解纠纷９２起。创新保序保洁

长效机制，划分严管区、控制区、规范区三类区域。

实施“放心早餐”工程，新设置放心早餐临时摊点

１２个。

队伍建设　年内，市城管局开展“思想大解放，

理念大创新”大讨论活动，组织机关支部公推直选，

全面推行中层干部竞争上岗、队员双向选择。组织

业务骨干赴江苏大学学习培训。先后开展党的纯

洁性教育学习、党史廉政知识竞赛、道德讲堂、微型

党课进社区等活动。加强城管工作和队伍形象宣

传，累计开播电视专题６期，制作城管宣传片３辑，

在《如皋日报》开辟“城管之窗”专版１０期。１０月

２６日，举办“城管服务社会、市民走进城管”暨城管

开放日启动仪式，揭开“看、当、评、学、爱”系列活动

序幕，组织志愿者换位体验，相继开展城管知识竞

赛、有奖征文、摄影大赛、热心城管好市民评选等

活动。

【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成立】　８月２日，市城

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正式成立，为市政府监督、协

调、指挥、考核城市管理专门机构，主任和副主任由

城管局领导兼任，内设机构３个，为正股级建制，核

定全额拨款事业编制１０名。

（吴　昊）

环环环境境境卫卫卫生生生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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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座，日清运垃圾１４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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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车道飘浮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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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中山路、解放路、

福寿路等主干道果壳箱２３０只，包装出新公厕６

座，城区机械化作业率同比提升１２个百分点。累

计清掏、抽运城区６５幢楼房、４６座公厕及１５家建

筑工地化粪池，抽运粪便４９０车，无害化处理粪便

６６０多吨。

·５４２·环境保护·城乡建设



物物物　　　业业业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具有物业管理资质企业５５

家，其中一级资质３家、二级资质１０家、三级资质

４２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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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个。

年内，市城管局出台物业服务星级评定办法、

业主委员考核办法等文件，建立物业企业、业委会

和社区考核激励机制。加强前期物业和物业企业

退出物业项目管理与监督，强化物业服务市场督查

和考核。注重业主自治，协同如城镇完成阳光花

苑、海宁苑、龙新家园等６个小区业委会组建工作。

改造提升健康西村和锦绣一、三区３个试点老小

区，推行“基本保洁、基本保绿、基本养护”服务。开

通物业绿色司法通道，建立物业消费纠纷市城管

局、街道社区、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业主委员会“四

位一体”调解机制，在市矛盾纠纷调解中心设立物

业纠纷调解窗口，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５３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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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全市累计完成城市建设投入１１０

亿元，其中基础设施投入１６．５亿元。市住建局被

表彰为２０１２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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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个，单位工程２６７个，建筑面积２３５万平方

米，累计监督单位工程４３４个，分户验收覆盖率和

合格率达１００％。出具质量监督报告７２份，涉及

单位工程９６个，建筑面积１０３万平方米。加强保

障性安居工程质量监督，组织进行全市保障性住房

联合检查２次。向南通市建设局推荐优质结构工

程６个、建筑面积８．６３万平方米，推荐“扬子杯”工

程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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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个，编制《混凝

土小型空心砌块墙体》、《外墙釉面砖（干粉粘结剂

粘结）》等补充定额，发布《如皋市建设工程造价信

息》６期，测算各类造价指标５例。开展造价咨询

企业及星级从业人员信用评价工作，通过Ｂ等级

信用评价考核企业１家，通过Ｃ等级信用评价考

核企业２家，通过星级从业人员信用评价考核

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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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８卷、建设工程管理档案

６０９卷。收集工程项目档案２２２个（其中建筑单体

１９２个），市政工程、绿化工程项目３０个，光盘２０

张，照片１５６０张。按规范组卷上架纸质档案３６８２

卷，输入卷内目录３６８２卷，入库档案总数３０６１０卷

（含声像档案）。提供档案查询利用１２６人次，借阅

３３４卷次。对１９２个单体工程进行业务指导２６３

人次，参加验收竣工项目７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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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份。编研档案资料６．２万字，编

写《城建档案馆大事记》、《利用实例汇编》、《如皋市

规划展示馆布馆资料汇编》等，《如皋市规划展示馆

布馆资料汇编》在第二次江苏省建设档案优秀编研

成果评奖中获三等奖，拍摄制作的专题片《走过如

皋东大街》获江苏省２０１２年城建声像档案成果评

比优秀奖。

白蚁防治　年内，市住建局实施白蚁预防工程

１６２项，预防面积１５２万平方米。累计对６０００余

平方米房屋实施白蚁灭治。市白蚁防治站被省住

建厅表彰为２０１１年度全省白蚁防治机构规范化管

理优秀单位。

墙体材料管理　年内，市住建局全面推进“禁

粘”工作和建筑节能，新墙材产量达１１．５亿标砖，

节约土地７８．２公顷，新墙材使用比例达８９．２％。

引导企业发展新型墙材，完成企业换证及产品省级

认定１７家，节能产品备案及换证三大类８０家。验

收工程主体５０个，完成项目工程节能专项备案４４

个，面积１４０万平方米，新建和竣工居住建设工程

实施节能备案管理率达１００％，征收基金１９３９万

元。民用建筑节能率达５０％，推进一批新型节能

示范工程建设，完成经济适用住房、南通惠蒲大酒

店集中供热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补贴工程省级验

收和９个太阳能应用示范项目申报。累计检查工

程８０个，送检砖材２８批次，认证墙材企业抽检１１

家，抽检率７０％，合格率１００％。建成技改隧道窑

１家，新建粉煤灰加气块２０万立方米项目１个，技

改企业１２家，新增生产线４条。拆除窑厂７家。

·６４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市市市政政政道道道路路路建建建设设设与与与管管管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新增城市道路面积５５．６２

万平方米，城区道路总面积达４０３．９５万平方米，总

长度达 ２４３．６２ 公里。城区排水管道总长度

５０６．７４公里，其中污水管道１７１．１５公里、雨水管

道２５３．３６公里、雨污合流管道８２．２３公里。

年内，市住建局先后完成紫光路、圃园路、海阳

南路南延、中央大道、宣化南路、育贤路东延、志颐

路、怡年路、绿杨路、惠隆路、宁蒲路、宣化路、仙鹤

路等新（改）建工程。实施城河清淤工程、通城桥闸

门维修工程。维修路面１．９万多平方米，维修人行

横道１．２７万平方米，修整路缘石２１１２米，疏通排

水管道及明沟１１公里。增设交通标线２．２５万平

方米、标志２１０组，维修各类城市标志１２０组，安装

交通信号灯１７套。

亮亮亮化化化工工工程程程建建建设设设

【概况】　２０１２年，城区有道路灯具２３７３２盏，其

中新安装和改造路灯１３０５盏。新安装路灯控制箱

２１台，增加地埋管线２９５９０米，维修各类路灯

３１９３盏，路灯设施完好率达９９％，亮灯率达

９９％以上。

年内，市路灯管理处先后完成政法路、宁蒲路、

海阳南路、圃园路、育贤东路、紫光路等道路路灯施

工。完成中山路、碧霞路、仙鹤路路灯改造提升施

工。完成花市路大明转盘、市法院、市检察院、定慧

寺、秀水路照明亮化施工。

燃燃燃　　　气气气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有天然气管线３２６公里，其

中高压管线７５公里，中压管线２５１公里。镇域四

横三纵中压管网框架基本形成。

年内，全市新敷设管道燃气中压管线１０２．９公

里，建成ＣＮＧ汽车加气站２座，建成区域调压站１

座。新增管道燃气用户２．３７万户，覆盖用户８万

户，实际用户４．９７万户。全市累计供应瓶装液化

气１．６万吨、天然气（管输、液化）７５００万立方米。

全市燃气企业安全生产累计投入１１８万元。

供供供　　　水水水　　　管管管　　　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日平均供水量达１４．９万

吨，累计供水５４４０万吨，结算供水服务费９４３８万

元，区域供水入户率达９８．３％。区域供水主管网

复线工程被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

年内，完成如海复线工程如皋段５２公里球墨

铸铁管管道铺设，建成鹏鹞水厂二期工程。迁移管

道５处计４２８２米，处置涉及管网安全违章建筑３６

起。对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加强出厂水

检测，每日出厂水合格率均达１００％。

园园园　　　林林林　　　绿绿绿　　　化化化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新增绿化面积６２万平方

米，城市绿地率达３８．３７％，绿地覆盖率达４０．３％，

人均公园绿地１０．５０平方米。如皋市被命名为国

家园林城市。

年内，完成中央大道、大司马南路、海阳南路南

延和圃园路、育贤路等道路绿化工程，更换解放中

路行道树，提升改造福寿中路绿化分隔带、如泰河

南岸风光带绿化景观、新世纪广场、红十四军公园、

文化广场等。水绘曦园、华府御庭、汇景名豪、丽泽

华庭二期、中央景城等新建小区新增绿化面积

１５．２６万平方米。龙游御境、都市华庭被评为江苏

省级园林式居住区，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市自来水厂建成江苏省园林式单位。在南通市菊

展中，获金奖２个、银奖５个。

（张跃军）

·７４２·环境保护·城乡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