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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增设114处交通监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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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实现全国文明城市奋力实现全国文明城市““二连冠二连冠””

本报讯（记者刘思俊）市应
急管理局消息，自今年5月我市
开展“厂中厂”和违法违规“小化
工”专项整治以来，截至 7月 3
日，全市共排查摸底涉及租赁厂
房的“厂中厂”企业4354家，现已
检查3562家；排查企业、小作坊、
小窝点5539家，发现13家违法
违规“小化工”，相关专项整治工
作稳步推进。

今年5月，市应急管理局在
对我市一厂区进行执法检查时
发现，厂区内竟有 19 家企业。
市应急管理局先后两次对该处

“厂中厂”进行执法检查，全面
整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在执法检查中，市应急管理局
根据这些企业存在的违法违规
行为，对该“厂中厂”内的10家
企业立案调查。据该部门相关
负责人介绍，“厂中厂”具有隐
蔽性强、行业杂、安全基础差、
现场管理混乱、事故易发等问
题。截至7月3日，全市共排查
摸底涉及租赁厂房的“厂中厂”
企业4354家，其中出租方1275
家、承租方3079家。现已检查
3562 家，排查一般隐患 13444

项，已整改11229项，无重大隐
患，立案处罚 53 家，处罚金额
98.2万元，停产停业69家，已关
闭取缔86家。

违法违规“小化工”，一般
隐蔽性强，缺乏安全和环保方
面的投入，具有极大的安全和
环保风险隐患，极易发生安全
生产事故。自我市全面启动违
法违规“小化工”百日专项整治
行动以来，全市上下按照“不留
下一处死角、不放过一个漏洞、
不忽视一处盲点”的排摸目标，
采取全面普查、明察暗访、突击
夜查、回头检查、根据群众举报
线索和夜间用电量排查等多种
方式，逐村（社区）、逐企（单位）、
逐户“过筛子”。截至7月3日，
我市共出动检查人员12367人
次，排查企业、小作坊、小窝点
5539家，发现13家违法违规“小
化工”，相关设施设备已拆除到
位，原料成品全部清理干净，已
立案查处9家。本月起，我市将
继续对排查出的违法违规“小
化工”按照分类处置原则，重拳
出击、精准打击，确保彻底整
治，不留后患。

沈建走访调研文明城市常态长效管理工作，并要求——

推动文明城市建设再上新台阶
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厂中厂”和违法违规“小化工”
专项整治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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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倪 晶）7月 8日
上午，市委书记沈建赴挂钩的宜城
街道和平社区，走访调研文明城市
常态长效管理工作，并以志愿者身
份走进宜城街道新华社区，参与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走访中，
沈建要求，全市各级要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责任
感、使命感，坚持文明创建永远在
路上，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标准，
锲而不舍、抓细抓实常态长效管理
工作，推动文明城市建设再上新台
阶，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

老旧小区停车难，一直是社区
管理中的“头疼事”，更是文明城市
常态长效管理工作中的难点。位
于宜城街道和平社区的和平小区，
是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开放式老
小区，由于紧邻菜场、医院、商场，
停车难问题极为突出。2019年年
底，该小区在经过充分调研和听取
民意的基础上，启用了智慧停车系
统。在实地查看中，沈建一行看
到，和平小区内，车位标线清晰、停
车秩序规范，收费方案上墙公示、
线上操作指引清晰。对此，沈建给
予肯定。在茶西新村，沈建一行实
地检查了小区环境秩序、公共设
施、长效保洁等相关情况，并与部
分小区居民亲切交谈，听取广大群

众对文明城市常态长效管理的意
见建议。沈建指出，和平社区地处
老城区核心地段，文明城市常态长
效管理任务繁重，街道和社区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要求，和
平社区要坚持为民惠民导向，继续
高标准、严要求推进文明城市常态
长效管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解
决好人民群众身边的实际问题，让
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惠；宜城街道和各相关部门要
进一步加强工作联动，有针对性地
研究解决好老旧小区的管理难题，
共同擦亮宜兴全国文明城市的金
字招牌。

随后，沈建以志愿者的身份，
走进宜城街道新华社区紫金名都
小区内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与我
市公安、税务等相关部门志愿者
一起，参加红网格志愿服务活
动。身着红马甲的沈建，热情地
向社区居民发放《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希望大家不断提高学
法热情，营造浓厚的学法、守法、
尊法、用法氛围。对新华社区紫
金名都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各项工
作的开展情况，沈建给予了高度
评价。他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充分调动各方力量、整合各类资
源，深入基层社区，开展政策宣讲、
普法教育、科学普及等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活动，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网络向基层延伸，真正打通宣传群
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

在走访中，沈建对文明城市
常态长效管理工作，提出了明确
要求。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全市各级要充分认识到，加强文
明城市常态长效管理，既是推动
城市精细化管理、改善城市面貌
的重要抓手，也是提升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
要途径，更是深化新时代文明实
践建设、顺应广大群众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内在需求，必须进一步
强化“文明城市创建永远在路上”
的意识，始终坚持为民惠民导向，
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文明城市常态
长效管理工作，做到不自满、不松
懈、不停步，切实把文明城市建设
成果巩固好、提升好，全力打造彰
显现代文明、更加宜居宜业的城市
环境，提升整个城市的综合竞争
力。要落实制度、解决问题。各级
各相关部门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务实原则，用好领导干部包干定
片、第三方定期测评通报、突出问
题部门会商等制度，完善问题集中
受理、协同处理、限时反馈等机制，
推动文明城市建设步入制度化、常
态化、规范化轨道；要紧盯停车秩
序、交通管理、街面整治、社区治
理等方面问题，聚焦群众反映最

强烈、最关心的问题，以及单靠社
区自身无法解决的重点难点问
题，推出更多新招实招，限时保质
解决到位，全方位除盲区、去死
角，并在顽疾整治、标准提升、机
制完善等方面形成更多创新做
法，真正以问题解决的实效，不断
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要上下
联动、形成合力。文明城市常态长
效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发
挥社区主力军作用，也离不开部门
板块的合力推动。社区作为城市
管理的最小单元、文明城市建设的
前沿阵地，要坚持以我为主、结合
自身实际，切实发挥自我管理、自
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作用，
集中力量做好小区管理、环境整
治、志愿服务等工作，确保取得更
大成效。各相关部门要立足职能、
发挥优势，俯下身子、靠前一步，从
业务指导、政策措施、体制机制等
层面，加快研究解决涉及本条线本
领域的重点问题，以自身尽责推动
工作提升；市文明办要发挥牵头抓
总作用，落实目标任务、抓好协调
指导、强化督查考核，确保责任无
缺失、工作无死角。各板块要守土
有责、守土尽责，充分发动群众，广
泛凝聚共识，深入细致抓好文明城
市常态长效管理各项工作，并加大
人财物等方面的保障力度，努力建
设更高水平的文明城市。

本报讯（记者倪 晶）昨天下
午，市政协组织文艺体育、医卫
界别部分政协委员，开展委员约
谈活动。市政协主席梅中华、秘
书长谈伟等参加活动。

约谈活动中，政协委员们汇
报了半年度履职情况，并重点围
绕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如何加强我
市医疗体系建设、提升文化服务
水平、促进紫砂文化繁荣发展等
方面畅所欲言，提出了强化医疗
基础设施保障、增强基层医疗力
量、提升医疗信息化建设水平、加
强数字化文化服务、规范紫砂电
商行业发展等积极的意见、建议。

约谈中，梅中华对委员们认
真履职，为此次约谈充分准备，
结合自身界别领域，提出一批针
对性建议，给予了充分肯定。他
希望，政协委员们能做好本职工
作，强化履职作为，围绕民生需
求，不断强化公共卫生事业、医
疗体系建设，实现医疗卫生事业
硬件、软件的同步提升；能以文
化人，充分发挥文化馆、文化站
等阵地作用，让文化培训、文化
服务更好向基层延伸；能在咨政
建言和凝心聚力上双向发力，充
分发挥政协作用，服务我市高质
量发展大局。

市政协开展文艺体育、
医卫界别委员约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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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小河流发生超历史洪水

防汛抓“大”亦要防“小”

昨天下午4点40分，随着最后一门科目考试交卷铃声响起，我市3740名考生陆续走出高考考场。至此，2020年高考顺利落
幕。图为当日，在市第二高级中学考点，考生们走出考场后的情景。 （记者 翟霄帆 见习记者 鲍祎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