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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惠民调研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当好高质量政务服务排头兵
晚报讯 昨天上午，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徐惠民前往市政务中心现场调研，并研究推
进营商环境优化工作。他指出，要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
“放管服”
改革的最新部署和全省深
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紧扣“五个为”
“六个一”目
标，以政府信息化、政务智能化为支撑，深入
推进“不见面审批、零缺陷服务、精准化监
管”，确保营商环境保持全省领先，努力打造
全国知名、市民公认的政务服务品牌。
徐惠民现场察看市政务服务大厅功能布
局和运行实况。来到自助查询机前，了解到
市民可通过智能查询系统方便地找到办理事
项所有信息，
徐惠民连连点头，希望继续优化
服务流程、创新服务举措，让市民办事更便
捷。他认真听取近年来南通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的主要历程和成效介绍，走进建设项目审
批、证照联办等综合窗口区和线上服务体验
区，仔细询问审批流程、时限等情况，希望把
实体大厅与网上办事更好地融合起来，不断
巩 固 提 升“3550”改 革 和“ 不 见 面 审 批（服
务）”
改革成果，满足好企业和群众办事需要。

随后，徐惠民就优化营商环境，分别听取了
市有关部门关于“放管服”改革下半年重点工作
以及开办企业、房产交易登记、施工许可、用电
用水用气报装、获得信贷等情况汇报。他说，南
通“放管服”改革工作扎实、成效明显，在全省全
国创造了很多经验。下一步，要在现有好的基
础、高的平台上，继续深化推进营商环境建设，
创新创优不停步，进一步发挥在全国、全省的示
范引领作用。认识要再提高，把营商环境作为
核心竞争力和发展软实力来看待，着眼南通争
当全省“一个龙头、三个先锋”的发展大局，当好
高质量政务服务排头兵，为高质量发展走在全
省前列提供支撑。改革要再深化，各部门、各方
面进一步形成合力，狠抓各项重点工作落实，以
系统思维推进政务服务全流程再造、营商环境
全市域优化，保持行政审批服务效能的先进水
平。满意度要再提升，牢牢把握群众获得感这
个改革落脚点，以营商环境评价为抓手，持续改
进服务细节、提高服务质量，让群众不仅能高效
办成事，而且能办事更舒心。
市政府秘书长陈俊参加调研。
记者朱文君

宁启铁路二期轨道工程全线贯通
Ⅰ标段 T 梁架设全部完成，力争年底通车
晚报讯 海门、启东人民翘首以盼的宁
启铁路二期工程，距离通车又近了一步。记
者昨天获悉，经过 6 个月的紧张施工，由中铁
十五局集团宁启铁路通启项目部承建的新江
海河特大桥最后一片 T 梁架设完毕，
标志着宁
启铁路二期工程Ⅰ标段圆满完成标段内的全
部桥梁架设任务，同时轨道工程也全线贯通。
宁启铁路二期工程Ⅰ标段（南通东站至海
门临江），
新建线路全长42.684公里。其中桥梁
全长27.3公里，
路基长15.384公里，
特大桥梁4
座，分别为：
新江海河特大桥、圩角河特大桥、
S222省道特大桥、
海门河特大桥，
共计783孔。
2016年12月开始首孔T梁架设，
2017年12月
架梁突破200孔，
2018年5月架梁突破500孔，
7月31日圆满完成783孔T梁架设任务。
宁启铁路南通至启东段是客货兼顾的国

家 I 级铁路，设计时速 160 公里，自南通东站接
轨引出，向东经过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通州
区、海门市和启东市，终至启东市吕四港镇。作
为海门、启东的首条铁路，该工程建成通车后，
将在南通并入沪通铁路、沿海铁路，再接入国家
高速铁路网，为南通启海地区居民出行提供便
利。据了解，今年是宁启铁路二期工程项目施
工的决战之年，面对年底通车的预定目标，项目
部倒排工期、细化节点，及时加大施工要素投
入。为保证架梁任务能够按期完成，项目部积
极组织，投入第二台 DJK166 架桥机，增加一辆
运梁车，并组建双班人员配置，采取“三运两架”
措施，
实行 24 小时连续工作模式，
有效解决运距
增大导致的架梁作业负荷不饱满、资源间歇性闲
置等问题，大大提高了架梁工作效率，减小了梁
场制、
存梁压力。记者朱蓓宁 实习生金泠希汶

首台南通产盾构全部组装完成
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有望本月底交付

黄巍东在市政协党组会议、十二届
十七次主席会议上强调

高标准聚焦中心履职
高质量完成全年工作
晚报讯 昨天，
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
十二届十七次主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
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和市委十二届六次全
会精神。市政协主席黄巍东主持会议并讲
话。
黄巍东说，
不断解放思想，
高标准聚焦
党政中心履职。新形势下，要坚持求真务
实，
勇于开拓创新，
把聚焦党政中心履职作
为政协工作的第一要务、把保障和改善民
生作为衡量政协工作的基本标尺、把创新
思维作为提升政协工作质量的重要支撑，
不断推动政协工作创新发展，更好地发挥
政协作用，
助推全市经济社会
“追赶超越”
。
黄巍东要求，
坚持真抓实干，
高质量完
成全年工作任务。一是政治协商出精品。
抓住重大协商议题这个“牛鼻子”，牢固树
立精品意识，
集中精力在常委会议、主席会
议协商议题上下功夫，努力打造建言精

品。精心组织好下半年的重点议题调研协商
活动，通过“两深”
“ 两提”，更加注重精益求
精。二是民主监督见实效。进一步发挥协商
式监督优势，寓监督于服务之中，做到督在关
键点，找准短板处，提高民主监督针对性和实
效性。积极开展支持式、协商式、服务式监
督，形成合力，为助推部门改进工作、提升形
象献计出力，确保年度民主监督真正推动问
题解决，让党政满意、群众满意、委员满意。
三是参政议政高质量。参政的站位要高、格
局要大、切点要准，使政协工作与市委市政府
中心工作贴得更紧，广大委员参政议政的聚
焦点更加集中、建言献策的方向更加精准，进
一步彰显政协参政议政的履职价值。
会议还研究部署了其他工作。
市政协副主席陈宋义、尹建炉、顾诺之、
吴旭、金元、马啸平，秘书长朱进等参加会
议。
记者卢兆欣 实习生陆鑫溢

市政府部署台风
“摩羯”
防御工作
要求把握防台主动权
晚报讯 昨日下午，市政府召开全市
防御第 14 号台风“摩羯”工作部署会，要求
市防指各成员单位要加强汛情、灾情分析
研判，把握防台主动权。
进入主汛期以来，台风频袭通城。会
上，
气象、水利、海洋渔业、旅游等部门结合
台风“摩羯”当前发展变化，提出防御意见
和举措。市防指提出，各成员部门要时刻
绷紧防汛防台这根弦，坚决打好度汛安全
防御战。要加强预测预报，密切监视天气
变化，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
加强汛

情、灾情分析研判，
提前发布预警信息，
及时启
动应急响应。根据台风变化，
要及时通知海上
作业渔船回港避风；提醒滨海旅游、休闲渔船
等涉海活动停止营运，
确保人员安全。各部门
要明确职责，严格落实防台风预案要求，确保
出现险情和灾情时能及时处置、
上报。
部署会由市防指指挥、副市长赵闻斌主
持召开，他要求，市防指各成员单位要以高度
负责的精神，早动员、早部署、早准备、早防
范，把各项防御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做好，
全力应对台风
“摩羯”
。
记者徐爱银

以发展实绩向改革开放 40 周年献礼

“濠滨夏夜”
崇川专场回望翻天巨变
盾构机安装现场。朱冰彦

晚报讯 昨天上午，第一台南通本地生
产的地铁隧道掘进的关键设备——盾构机，
以整体吊装的方式，在成功安装最后一个关
键部件——重达 35 吨的刀盘后，顺利完工。
记者在钟秀东路 9 号铁建重工南通公司
的巨型厂房内直击了吊装作业的全过程。刀
盘是盾构机最前端直接用于掘进的装备。它
是一个红色圆盘形物体，直径约 6 米，前端呈
“米”
字形分布着蓝色与黄色的专用刀片。
这台盾构机编号为 DZ570，是铁建重工
南通分公司为南通城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
工程 07 标段的中交隧道局量身定制的土压
平衡式盾构机。
上午 10 时许，巨大的行车开始发力，将
刀盘轻轻巧巧地提起，吊运到白色盾体的前
方，很快，两色刀盘与白色盾体完成了精准对
接。最终，全长约 85 米的盾构组建完毕。这

台盾构机已经完成了全部的安装作业，进入了
整体调试阶段，
有望在本月底交付。
一台掘进机为什么会如此之长？在技术人
员的带领下，我们从前到后，依次参观了 DZ570
盾构机。原来，盾体的后部，还有 6 个台车，每
一个台车拥有不同的功能：1 台车设有控制中
心，是整个盾构的“大脑”；2 台车设有液压泵
站，还是改良土体的泡沫原液；3 台车装有变频
系统；4 台车和 5 台车装有配电与变压系统；尾
部的 6 台车装有水管连接装置。银白色的管道
用于通风，纯白色的管道用于送土。各种设备
相互配合，前部掘进，后部拼装管片，盾构机一
路走来，整个作业一气呵成。
“ 以前的隧道是一
个毛坯房，现在这种盾构机打出来的是精装修
房！”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正是由于功能强大，
DZ570 盾构机的长度达到了 85 米。
记者朱蓓宁 实习生朱冰彦

晚报讯 昨晚，由中共崇川区委宣传
部主办，崇川区总工会、区文联、区文新局
承办的 2018 南京银行南通分行“濠滨夏
夜”
崇川专场文艺演出，
与广大市民如期相
约环西文化广场。
今年崇川专场演出的主题是“追赶超
越谱新篇”
。作为崇川区四季靓崇川之
“夏
韵畅想”的传统节目之一，当晚，
“福地”崇
川用文艺汇演的形式深情回望，生动展现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崇川大地上发生的翻天
巨变。
晚会在开场舞《美好新时代》中拉开帷
幕，亲子对唱《南通》、音乐快板《为崇川点
个中国赞》、弦乐组合《我爱你中国》、舞蹈
串烧《舞动崇川》……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赢

得了台下掌声阵阵。
据了解，在居民幸福生活指数提升的背
后，崇川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分
别增长 6.8%和 8.3%，服务业增加值总量等 7
项优势指标全市第一；累计完成重大项目总
投资 160 亿元，新开工亿元项目 28 个，10 亿
元重特大项目 3 个，竣工 41 个，转化达产 6
个，签约 25 个优质项目。下半年崇川还将继
续聚焦高质量发展，围绕产业转型、品质城
市、基层基础三大重点精准发力，始终保持锐
意改革的良好精神状态，急发展所需、基层所
盼、民心所向，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
破除改革中的阻力，推动崇川高质量发展在
全市领跑、全省领先，以发展实绩向改革开放
40 周年献礼。
记者李彤

继
“天鲲号”
之后

又一“造岛神器”将在启东建造
晚报讯 继造岛神器“天鲲号”后，我
国又一艘具有惊人水下疏浚能力的自航绞
吸挖泥船，将在振华重工启东公司建造。
8 日，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长江航道局举行 3500 方/时自航绞吸挖
泥船建造项目的签约活动，振华重工副总
裁戴文凯、长江航道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付

绪银等参加签约活动。
据了解，该项目为单甲板、双层底，钢质
全焊接结构，
柱形船艏、
双尾线型、
钢桩定位的
自航绞吸挖泥船。船体主尺寸为 117.4 米×
25.9 米×7.8 米，最大挖深 28 米，疏浚能力不
小于3500 方/时，
航速22.2公里/小时。
记者彭军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