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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江苏省开展“
回头看”工作动员会召开

动真碰硬 对反馈问题一盯到底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并进行迎查工作部署
晚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党中央、国
务院批准， 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
察组近日进驻江苏省开展环境保
护督察
“
回头看”。 5日，中央第四
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江苏省开展
“回头看” 工作动员会在南京召
开，督察组组长马中平、副组长刘
华就做好督察
“回头看”工作分别
作了讲话， 省委书记娄勤俭作了
动员讲话， 会议由省长吴政隆主
持。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
市领导陆志鹏、徐惠民、黄巍东、
张兆江、 庄中秋等在南通分会场
参加会议。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第一
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开
展“回头看”，并围绕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重点领域， 同步统筹
安排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这次“回
头看”总的思路是：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牢固树
“四个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敢
立
于动真碰硬， 标本兼治、 依法依
规， 对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反馈问题紧盯不放，一盯到底，强
化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
双责，不达目的决不松手。 同时，
通过重点领域环境保护专项督
察，进一步拧紧螺丝，强化震慑，
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强大
助力。
马中平在讲话中强调， 中央
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这次进驻江
苏省， 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精神的一次实践过程， 也是一
次宣讲过程。 这次
“回头看”主要

督察江苏省党委、 政府部署推动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情
况， 省级有关部门整改责任落实
和工作推进情况， 地市级党委和
政府整改工作具体实施情况。 重
“
表面
点盯住督察整改不力，甚至
整改”“假装整改”“敷衍整改”等
生态环保领域形式主义、 官僚主
义问题； 重点检查列入督察整改
方案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查
处、整治情况；重点督办人民群众
身边生态环境问题立行立改情
况； 重点督察地方落实生态环境
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肃责
任追究情况。 江苏省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积
极配合督察组工作， 确保环境保
护督察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完成。
娄勤俭表示， 中央第四环境
保护督察组到江苏开展环保督察
“
回头看”， 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江
苏的重视和厚爱， 对我省进一步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 必将起到强有力的推
动作用。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 把抓好“回头
看” 作为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检验，
作为接受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现场指导的契机， 切实扛
起建设“环境美”新江苏的责任。
要严格按照要求配合好“回头
看”，为督察组在江苏顺利开展工
作创造良好条件。 要以“
回头看”
为新的起点， 着力解决环保突出
问题， 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长
效机制建设， 努力推动我省生态
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走在前
列。
会上，刘华就做好督察配合、

边督边改、 信息公开等工作提出了
要求， 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
行《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规定（试
行）》，接受社会监督做了表态。
会议结束后， 我市召开迎接中
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部署会。
陆志鹏讲话，徐惠民主持，黄巍东、
张兆江等参加会议。
陆志鹏强调，中央环保督察
“回
头看”，既是对各地推进生态环境保
护的“工作体检”，更是对贯彻落实
中央生态环保决策部署执行力、行
动力的“
政治体检”。 要提高政治站
位，把接受环保督察“回头看”作为
检验“四个意识”的重要标尺，树牢
新发展理念， 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
路。要狠抓问题整改，在行动上主动
策应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突出
重点，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举一
反三， 坚决防止反弹回潮或出现新
的问题；强化执法，始终保持环境执
法监管的高压态势。 要强化协调保
障， 在服务上积极配合中央环保督
察
“回头看”，全面落实责任，加强组
织协调，积极支持配合，为环保督察
“
回头看”工作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环
境。
根据安排， 中央第四环境保护
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
期间（2018年6月5日~7月5日）设立
专门值班电话：025—83585266，专
门邮政信箱：南京市1420邮政信箱，
邮编210014。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
时间为每天8:00～20:00。 根据党中
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江苏省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
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区、 单位和
有关部门处理。
记者汤晓峰 朱文君

张兆江在全市农村环境
“五位一体”长效管理工作现场推进会上要求

推动农村环境长效管理迈上新台阶
晚报讯 在第47个 世 界 环
境日到来之际， 5日下午， 全市
农村环境“五位一体” 长效管
理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如皋召开。
市委副书记张兆江出席会议并强
调，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全面推进
河道保洁、 道路保洁、 绿化管
护、 垃圾收运、 农田基础设施管
护“
五位一体” 长效管理， 不断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扎实推进
乡村振兴。
在如皋桃北村公共服务中
心、寿星桥、平园池村等长效管理

工作现场， 张兆江详细了解市场
化服务外包， 垃圾分类减量化处
理、农田基础设施管护等情况。他
指出，推动农村环境“五位一体”
长效管理， 是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重点内容， 是乡村振兴的
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盼，也是
高质量发展的新标杆。
张兆江强调，各地相关部门
要丰富拓展农村环境整治的内
涵、领域和标准，补齐农村河道
整治、垃圾分类处置和农田基础
设施管理三块短板，抓好市场化

保洁、规范化管理、信息化推进三
个关键环节，完善组织、推进和投
入三大机制，确保农村环境“五位
一体” 长效管理各项任务落地见
效。 要把农村环境“五位一体”长效
管理与全面推进河长制、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等工作有机结合，强化组
织领导、责任落实、督查考核和舆
论引导，合力打好农村环境长效管
理这场攻坚战。
副市长赵闻斌主持会议， 对全
市农村环境长效管理工作进行了点
评。
记者金帅

公 告
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及省市有关规定，
经核准， 同意将南通锦德置业有限公司兴建的位于
开发区通盛大道东侧、 通启运河南侧的住宅区命名
为
“
春风南岸西园”。
现予公告。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民政局
2018 年 6 月 5 日

陆志鹏会见德国默克代表团
晚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陆
志鹏会见了来通考察的德国默克集
团合伙人公司E.Merck KG执行董事
会和家族董事会主席司徒汉康一行。
德国默克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医
药健康、 生命科学及高性能材料公
司。默克南通产业基地项目包括3个
外商独资法人企业： 默克制药 （江
苏）有限公司，该项目一期已投产，
二期项目正在建设中； 默克医药经
营（江苏）有限公司，该项目计划于
明年6月投产； 默克生命科学技术
（南通）有限公司，该项目计划今年
年底竣工投产。
陆志鹏对司徒汉康一行来通考
察表示欢迎。 他说，南通市委、市政
府非常欢迎和支持默克集团在通发
展， 为其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和
专业高效的政府服务。当前，默克集
团南通产业基地项目进展顺利，双
方合作愉快， 希望默克集团进一步
加大在南通投资的力度， 在为中国
人民提供健康服务的同时， 促进企
业自身的发展。 陆志鹏介绍了我市

市

在对接上海，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
经济带战略中面临的重要机遇，以及推
动青年和人才友好型城市建设、加快建
设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创新之都等方面
的做法。 他表示，将为默克集团在通开
展科研活动、吸引高端人才给予大力支
持，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实现互利共赢。
司徒汉康曾于2015年到访过南
通，对我市经济建设、城市发展取得的
成果表示赞叹。 他代表默克家族和默
克集团感谢南通市委市政府和南通开
发区一直以来给予默克项目的关心和
支持。他表示，默克南通制药基地是默
克全球第二大生产基地， 新建的南通
生命科学产业基地也在默克全球生命
科学业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相信有南
通市委、 市政府和南通开发区一如既
往的关心和支持， 加之在高端人才招
引方面的扶持， 默克南通产业基地项
目必将取得更快发展。 默克集团将信
守对南通的承诺，不断增加投入，为南
通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市领导沈雷、陆卫东参加会见。
记者汤晓峰

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
“三城同创”工作进展情况等，通过一批
人事任免议案
晚报讯 5日， 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召开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市
政府关于“三城同创”工作进展情
况的报告；通过一批人事任免议案
等。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陆志鹏出席会议并颁发任命书，市
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
记庄中秋主持会议。
近三年来，我市围绕实施“增
绿、清水、畅通、便民”四大行动开
展“三城同创”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效。 对照《
“三城同创”工作行动方
案》11大类、219个项目，已完工162
个、在建38个，近期将开工34个，基
本达到序时进度要求。 今年3月，我
市荣膺江苏省首批生态园林城市。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副市长吴永
宏受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徐惠民委
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提请关于张乃华
等同志职务任免的议案。 会议决定，
任命张乃华同志为南通市人民政府
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免去刘宇红同
志南通市规划局局长职务。

会议还通过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俞昕水提请的关于任免罗海妹等同
志职务的议案， 提请任免卞松林等同
志职务的议案， 以及提请批准任命夏
琪斌同志职务的议案。
新任命人员集中进行了宪法宣誓。
庄中秋要求， 新任命人员要牢固
树立宪法意识、人大意识、公仆意识、
自律意识，依法履职，廉洁奉公，勤政为
民，为推动我市争当
“
一个龙头、三个先
锋”， 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开展
“
三城同创”是改善生态、优美
环境、造福于民的重要抓手。 相关部门
要继续坚持问题导向， 明确职责分工，
强化协作配合，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创建
验收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将按照市委的
部署,综合运用执法检查、听取专项工
作报告等方式，强化工作监督，督促与
“
三城同创”相关的法律法规落实，抓好
与
“
三城同创”有关的代表建议办理，助
推创建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建华、董
正超、葛玉琴，秘书长杨扬出席会议。
副市长陆卫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
会议。
记者张烨

公 告
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及省市有关规定，
经核准，同意将南通锦慧置业有限公司兴建的位于
开发区通盛大道东侧、龙腾路北侧的住宅区命名为
“
春风南岸东园”。
现予公告。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民政局
2018 年 6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