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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高玉
霞 周颖石 通讯员 周瑞平）“原
来这儿都是零散的小块田，中间
都是沟，机械不方便下田，一天只
能收割二三十亩，现在土地平整
后，一天能收五六十亩呢。”黄学
兵是马塘镇亚苏村的一名种植
户，共承包了 400 多亩土地，以种
植水稻、小麦为主。这几天，他正
忙着收割水稻，得益于高标准农
田项目的实施，如今土地成方连
片，机耕路硬化拓宽，机械能直接

开进田头作业，有效提高了收割
效率。

据了解，今年，亚苏村高标准
农田建设总面积约 8000 亩，占总
耕 地 面 积 的 90% 以 上 ，总 投 资
3500 万元，新建泵站 1 座，防渗渠
20.4公里，硬质路 20公里，生态排
水沟 4.3公里，打造核心区面积约
1340 亩。“目前，本轮高标准农田
建设已经基本结束，有一些田块
不是太平整，施工方正在返工，也
已经接近尾声了，核心区域 800多

亩土地已经流转出去。”亚苏村党
总支书记陈新建介绍，高标准农
田的建设，不仅能有效改善农田
灌溉及耕作条件，降低耕作成本，
提高土地利用率，推动农民增产
增收，而且通过清理废沟废塘、拆
除废弃房屋以及迁坟等举措，溢
出耕地面积近 100亩，每年将增加
村营收入 10万元左右。

亚苏村高标准农田建设是马
塘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个缩
影。今年，马塘镇将高标准农田
建设列为民生实事项目之一，作
为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根据规
划，今年全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涉及亚苏村和潮北村，建设规
模 1.33万亩，总投资 5320万元，涵
盖泵站、机耕路、防渗渠、排水涵
洞、生态排水沟等基础设施，区域

平整面积共 2189 亩，占补平衡新
增面积 133亩。项目推进过程中，
马塘镇因地制宜，科学谋划，上下
联动，全程跟踪项目施工，严格把
控项目建设时间节点和工期进
度，力争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
建设。“项目已经完工 92%，眼下
正在建设同心横河生态护坡工
程，预计 12 月底完成。”马塘镇副
镇长缪徐飞介绍，截至目前，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已覆盖全镇，总
面积达 7.93 万亩。2023 年，马塘
镇计划实施长路村高标准农田提
档升级项目，总投资约 2250万元，
建设规模约 0.75 万亩，建设任务
主要包括区域平整，计划平整约
3000 亩，致力于打造马塘镇高标
准农田建设亮点，为乡村振兴蓄
势赋能。

本报讯 （通讯员 于艳婷 张
鼎 全媒体记者 陆昊） 今年以来，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探索包容审慎

“柔性执法”新机制，制定涉企免罚
轻罚清单、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清单，进一步推进作风革命、效能革
命，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高
质量发展。

如东生态环境局严格按照《南
通市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行为不予
处罚清单 (试行 )》要求，落实包括
不予行政处罚清单、从轻行政处罚

清单、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
内的处罚情形要求和前置条件，做
好辖区内环境执法监管工作，着力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生态环境问
题，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今年 8 月，如东生态环境局执
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发现，某个人
在未经环保部门审批的情况下，于
今年 2月在自家住宅附房内擅自建
设手套模具生产项目，安装了相关
生产设备。经过调查发现，该个人

系首次违规，投资规模小，环境违
法行为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检查发现后，该个人立即进行了整
改，主动停止建设并恢复原状，符
合《清单》不予处罚的情形。经如
东局法制审核及集体审议后，决定
对该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9
月，该个人收到了生态环境局下达
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这让他
感到惊喜和意外，对送达决定书的
执法人员现场承诺，以后坚决遵守
环保法律法规，没有环保审批手续

绝不违法建设和生产！
环保工作不能简单以罚代管，

而是要引导企业知法、守法。今年
以来，如东生态环境局推进包容审
慎柔性执法，共计下达《不予行政处
罚决定书》22 份。轻微违法行为虽
然可以免罚，但其实质仍是一种违
法行为。通过下达《不予行政处罚
决定书》，既维护了法律的权威，促
进企业提高环保守法意识，也为助
力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营商环
境。

为乡为乡村村振振兴兴蓄势赋能蓄势赋能————

马马塘镇加塘镇加快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这两天，江苏省现代农业
（河蟹）产业技术体系如东推广
示范基地正在进行河蟹种蟹池
塘消毒工作，计划利用这段降温
期完成河蟹交配。据了解，如东
基地承担了江苏河蟹产业技术
体系中大眼幼体的推广示范工
作，处于产业链起点，对于完善
我省渔业科技创新体系，提升产
业创新能力及综合竞争力，促进
河蟹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全
省现代渔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今年以来，基地已经面
向全省售出3吨大眼幼体。图为
技术人员正在给养殖户讲解河
蟹养殖知识。

全媒体记者 徐书影 万璐
璐 摄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姚陈
通讯员 张浩 胡军）寒风起，冬雨
至。今冬首轮寒潮来袭，我县气温
骤降。连日来，供电、供水部门积
极应对，全力保障居民用电用水安
全。

11月 29日晚，县供电公司宾
山运维班工作人员来到 110千伏
掘南变电站，开展抗寒潮保供电特
殊巡视。工作人员打开端子箱门，
全面检查接线情况，同时用红外测
温仪检查有无发热点以及加热除
湿装置的运行工况。

记者从县供电公司了解到，
为应对今冬首轮寒潮，供电部门
超前部署寒潮保电工作，从 11月
27日起，公司组织各专业管理人
员带队，开展了抗寒潮保电特巡，
共计出动 130 余人次，覆盖了辖
区范围内所有变电站，包括 110
千伏变电站 21座、35千伏变电站
7座。运维人员全面检查了变电
站室外端子箱、机构箱的密封情
况及加热除湿装置运行工况以及
注油、充气设备的油位、气体压力
等情况。同时对县内输电线路开
展防异物特巡工作，组织可视化
监控中心针对沿海输电线路开展

视频轮巡工作，共发现大棚破损
隐患 2处，异物挂线隐患 2处，防
鸟挡板脱落隐患 3 处，均第一时
间进行了处理。供电公司还加强
负荷预测，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
式，加强输变配电设备巡视检查
和运行监控，有效落实防雨雪冰
冻、防风、防寒各项措施，加强基
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积极做好
客户走访，通知高危客户和重要
用户做好启用备用电源准备，确
保客户生产经营安全。

为减小寒潮对供水设施的影
响，县自来水公司也提前制定并
启动了防冻保温抢修实施方案。
这两日，工作人员深入各个小区，
走街串巷，忙着给水表、水管“穿
衣戴帽”，计划给 4366 只地埋水
表箱填充保温棉，给 11674 只远
传水表加装保温套，并进行封箱
处理，对 1889个水表箱的箱体进
行封箱。对于一些重要的市政管
道或农村供水的过桥管、区域供
水的过河管道，县自来水公司也
全部采取了防冻保温措施。另
外，县自来水公司今年还修订了
详细的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冬季
安全稳定用水。

据 11 月 25 日《南通日报》报
道，根据《南通市烟花爆竹燃放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我市拟在全
市范围内推行烟花爆竹零售实名
登记。烟花爆竹经营者在销售烟
花爆竹时，需将购买人身份信息和
购买的烟花爆竹品种、数量等情况
进行登记。

年关岁尾将近，眼下即将进
入烟花爆竹销售季。近年来，随
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升，“要不
要禁放烟花爆竹”的争论少了，

“如何禁放”成了新的话题。的
确，两千多年的民俗传统，并不
容易一下子“断舍离”，一个“静
悄 悄 ”的 春 节 也 委 实 少 了 几 分

“年味”。而对烟花爆竹购买实
施“实名制”管理，就是一种积极
的探索，让民众能安全地过一把

“火树银花”瘾。
烟花爆竹销售制度的变化，从

一个侧面也说明燃放烟花爆竹会
给人们的财产、生命安全以及公共
环境造成威胁。无论从政府层面
还是媒体层面，尽管每年都在呼吁
文明燃放，减少燃放，但始终收效
有限。如何从制度上对人们产生
约束，在热闹过年和安全过年之间
寻求平衡，是一个颇有难度又很急
迫的问题。

实名购买鞭炮，其作用不仅在

于事后溯源，更大的意义在于既向
购买者赋予了一种责任，也向社会
再次传达“安全过节”的意识。实
名与非实名的区别在于，购买者一
旦留下个人信息，一般都会从心里
产生一种责任感，自然会意识到放
鞭炮也是一件严肃的事，应当受到
约束，倘若出了事故，那么自己就
会在调查范围之内，所以应当对自
己的行为负责，把安全看得更重。
而“实名制”管理是个系统工程，其
有效实施有赖于一个根本前提，即
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现在已有
车票实名制、银行存款实名制、购
买号卡实名制等等，只有打破信息
壁垒，实现信息互通互联，才能使

“实名制”更具威慑。如对违法燃
放烟花爆竹者，除了常规的教育、
罚款外，还应将其行政处罚记录在
个人征信体系中留下痕迹，这才是

“实名制”管理的真正威力所在。
管理系统化、精细化，“烟花爆竹实
名制”就不会有名无实，关键还得
看实际执法中的精细程度和落实
情况。

除了政府层面推行实名制外，
假日期间，公安机关也要对非法销
售、运输、储存烟花爆竹的行为保
持“零容忍”的严打高压态势；同
时，我们也要从自身做起，自觉抵
制超标、非法烟花爆竹，并积极提
供线索，检举揭发非法储存和非法
销售行为，共同消除身边的安全隐
患。

传统佳节寄托着人们的情怀，
适当合理燃放烟花爆竹可以为营
造喜庆氛围“助助兴”，而实名制购
买则能为喜庆“保驾护航”，让假日
过得更放心、更安全。

寒潮来袭——

我县供电供水部门
积极应对全力保供

烟花爆竹实名购买
重在唤醒责任心

□ 政青

今年以来共计下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22份——

我县推行环保“柔性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