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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野263冶 专项行动深入推进尧 空气污染防控
攻坚战全面打响的生态文明建设大环境下袁 有人
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袁 以夜幕为掩护偷倒固废
垃圾而被人脏俱获遥 尧塘街道 8月 1日以来袁 坚
持环保值班与夜查袁 仅一周时间就查获三起深夜
偷倒固废垃圾违法行为遥

非法偷倒尧 私自焚烧各类固废垃圾袁 不仅严
重污染环境袁 影响社会文明形象袁 而且存在一定
安全隐患遥 针对环保 野躲猫猫冶 现象袁 尧塘街道
由安全环保办尧 派出所尧 城管中队和相关村委组
成夜间巡查小组袁 对重点区域实施 24小时布控袁
并加大夜间巡查尧 定点驻守和视频监控力度袁 一
旦发现偷倒固废垃圾行为立即严查遥

解决固废垃圾偷倒行为袁 要立足问题导向袁
找出症结所在遥 首先袁 缺少正规尧 公开的废物垃
圾消纳点遥 运输企业便把目光瞄准周边地区袁 尧
塘街道地处武进金坛交界处袁 交通便捷袁 成为运
输单位及个人倾倒废弃物的便利首选遥 其次袁 动
迁区域较为空旷袁 偷倒行为隐蔽性尧 流动性和随
意性较强袁 给查处工作带来一定困难遥 第三袁 部
分工程运输单位管理混乱遥 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参
与其中袁 垃圾偷倒问题由来已久遥 有的单位为获
取更多利润袁 选择在夜间就近偷倒工程废弃物袁
节省运输成本遥

综上研判袁解决固废垃圾偷倒行为袁要找出解
决问题的方法袁不仅要在源头野堵冶袁更要在去向上
野疏冶遥 首先袁走访建设工地袁建立详细台账袁便于源
头管控和全程监管遥其次袁加强散乱污企业调查袁建
立固废垃圾报备制度袁 建设固废垃圾集中处置点遥
第三袁落实责任主体袁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袁建立健
全值班尧巡查尧考核等制度遥第四袁加大巡查力度袁强
化夜间管控遥 开展联合执法袁对运输违规车辆做到
发现一辆袁查处一辆遥 第五袁加强舆论宣传袁提高企
业和群众环保意识遥 要通过宣传尧广泛动员和制定
奖励办法等袁开展有奖举报袁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到
监督与管控中来袁
真正做到全民参
与尧 共同行动袁坚
决打赢空气污染
防控攻坚战遥
蒋建君 余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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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我区已经进入
立秋袁天气多变袁各类风
险隐患增多袁极易诱发事
故遥区安监局将坚持抓长
远与抓当前结合尧抓全局
与抓重点结合袁切实针对
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工作
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袁认真
查找薄弱环节和突出问
题袁 坚决消除监管盲区袁
堵塞安全漏洞袁确保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遥

短评院

抓责任落实 促制度建设
区安监局将落实 叶地

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
责任制规定曳袁 明确党委政
府领导班子成员安全生产
职责遥 充分发挥全区 14个
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作用袁
加大行业安全监管力度遥深
入开展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三年专项行动袁督促企业建
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袁 切实做到安全责任尧投
入尧培训尧管理尧应急救援
野五到位冶遥
抓执法检查 促企业规范
深入开展执法计划和

双随机执法检查袁开展野散
乱污冶企业渊作坊冤执法检
查袁对铸造尧冶炼尧地板家
具尧 涂装等行业企业进行
重点检查遥 鼓励企业聚焦
安全生产袁推进管理转型袁
加快开展安全生产标准

化尧双控机制尧诚信体系等
建设袁提升安全管理水平遥
抓安全宣教 促氛围营造
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尧

门户网站等载体袁 对安全
生产典型事故尧 典型案例
等进行公开曝光袁 强化警
示教育遥切实通过野金坛安
监微信公众号冶尧公益广告
等载体袁 开展安全生产微
视频尧 安全隐患随手拍等
活动袁引导公众关注遥严格
落实企业三级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制度袁 增强从业人
员安全素养袁 通过加强安
全生产监管执法机构规范
化尧 信息化建设袁 强化担
当袁履职尽责遥

下半年院锚定目标补短板

区安监局：兜底两个加快攻坚突破的安全网

今年以来袁 区安监局
从全区两个加快攻坚突
破尧 推进 野两高一区冶 建
设工作大局出发袁 坚持
野四个导向冶尧 推进安全发
展袁 切实提高安全生产保
障能力遥 扎实开展岁末年
初尧 节后复工安全生产大
检查袁 切实抓好全国 野两
会冶尧 汛期和夏季高温安
全防范工作袁 推动安全生
产工作常态化尧 长效化遥
强化安全生产打非治违

上半年袁 区安监局连
续开展了危化品尧 烟花
爆竹尧 金属冶炼等高危
行业领域专项整治遥 抓
好培丰化工集中区关停
整治袁 督促集中区 16 家
化工企业制定安全关停
方案袁 妥善处置生产储
存装置和原辅材料曰 全
面检查烟花爆竹零售经
营店和高温金属融熔企
业袁 建立安全监管档案遥
上半年袁 共检查企业 179

家袁 下发 叶责令限期整
改指令书曳 115 家尧 按
期复查 77家袁 其中立案
44起遥 通过执法袁 全区
企业安全生产意识大幅
提升袁 重视安全生产工
作的氛围基本形成遥
强化安全生产基础建设
以专家团队上门服

务为抓手袁 破解服务两
个加快不到位的难题 遥
区安监局组织相关安全
专家队伍和专业技术机
构袁 积极为重大项目和
重点企业提供项目论证尧
安全评价等服务袁 筑牢
源头防线袁 扫清发展障
碍遥 同时袁 以双控机制
建设为抓手袁 破解预防
和减少事故不会防的难
题遥 推进安全风险辨识
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
防机制建设袁 对安全风
险进行辨识评估袁 对重
大安全风险实行联防联
控遥

上半年院踏实履责防事故

企业是两个加快的主体袁是追赶超越的主力遥 当前袁区安监局深入贯彻学习区委十三届五次全
会精神袁创新服务方式袁提升服务效能袁以精准化尧专业化安全服务袁帮助企业破解安全生产方面的
问题袁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袁兜起了全区经济攻坚突破的安全网遥

徐欢 王俊华

区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韩巧生作交流发言
吴伟 摄

连日来袁金坛区金城镇培丰
村党总支书记庄俊不仅要跑田
头袁察看刚刚栽插的由 7名村干
部打理的水稻长势苗情袁还要跑
工商尧 农林等相关职能部门袁
为申领稻米专业合作社尧 稻米
加工生产流水线等相关手续而
不停忙碌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袁 今年袁 该村从 700 多户农
户手中流转的 2400 多亩土地袁
由 7 名村干部负责从种到收尧
从加工到销售的一条龙服务袁
到 2023年袁 该村在有机米深加
工及机械化运作上的年固定收
入要达到 150 万元袁 包括前两
年已成熟的仓储尧 闲置资产的
发包袁 年固定收入将达到 300
万元遥

作为纯农业村如何走出资
金匮乏尧载体缺乏的担忧钥 培丰
村党总支尧 村委会一班人认为袁
只有眼睛向内袁瞄准土地资源做
文章袁才是生存之道尧发展之道袁
也只有依托项目政策的推动和
借力发力的新思维才能找到乡
村经济振兴的出路遥 今年袁他们
争取到国家财政资金 1090 万
元袁 对全村 3300亩高低不平的
土地进行集中整治袁 使林尧 路尧
沟尧渠实行配套袁提升了机械运
作化水平遥经过 6个多月的机械
平整袁16个自然村近 700多农户
的高岗田尧 低洼地尧野菜篮子冶渠
道被整合成方遥

2016年袁 该村就投入资金

400多万新上了烘干设备与加工
设备袁为后阳尧朱林镇的周边种
田大户提供有偿服务袁每年有近
50万元的纯收入进账遥 但是呑
吐量明显不足袁限制了机械的大
功率发挥袁对此袁村党总支尧村委
会研究决定袁全量流转村民的土
地袁在机械化规模运作和稻米深
加工上做足产业文章遥他们采取
了两步走院一是与村民签订种植
合同袁每亩租金 500 元袁期限为
5~10年遥 常年在常州丰悦农机
合作社打工的村民王梅生告诉
记者袁 将田托管给村里很省心袁
也很划算袁 这两年水稻产量低尧
病害多袁根本拿不到 500元的亩
效益袁 而且还要两头牵挂袁 一
头都不扎实遥 现在好了袁 全年
在合作社忙活尧 在家门口打工袁
每年有 2 万多元的收入遥 二是
与种田大户签订代管协议袁 即
种田大户从村委会手中获取土
地承包权袁 每亩交租金 500 元
给村委会遥 但是袁 种田大户也
不省心袁 需要配合村干部当好
野田保姆冶遥 一旦技术不到位或
管理上出现疏漏袁 那亩效益就
会大打折扣遥 种田大户邹小明
承包了 280 亩水稻田袁 他告诉
记者袁 这每亩 500 元的租金有

点高袁 但是袁 只要经营好袁 仍
然有钱可赚袁 尤其是村里的深
加工会帮上忙遥

培丰村全量流转村民的土
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袁 那就是
生态治理遥 庄俊介绍说袁首先是
便于水管理尧秸秆禁烧管理遥 再
次是便于承包款的收缴遥 据了
解袁今年袁金坛区关停了培丰化
工园 16家化工企业袁 优化了周
边的种植环境尧水系环境和宜居
环境袁让培丰村两委看到了生态
环境带来的发展机遇遥

村干部种田是乡村振兴的
务实作为与担当袁也是转变观念
的一种亲民行为遥 在培丰村,村
干部不仅要参与种尧 参与管尧参
与加工袁还要参与卖袁寻找客户袁
拿到订单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袁 庄俊有一台大型挖土机袁已
经营了 15个年头袁 每年有 30~
40万元的纯收入遥 2016年袁他当
上村党总支书记后袁就不再承揽
工程袁而是将机械租出去袁每年
租金只有 10 多万元遥 庄俊说院
野村支书如果不以大家为主尧不
牺牲个人的利益袁 村里的工作袁
尤其是经济工作很难得到良性
发展和有序发展的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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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土地资源做足振兴乡村经济文章
培丰村 7名村干部种植水稻 2400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