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建215个省级垃圾分类达标小区 完成12万辆共享单车更新

南京城管对标找差大会亮出“实干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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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溧 水 区 东 屏 街 道
12345政务热线接到群众诉求，
反映自己常年在外打工，因疫情
原因，至今未回家过年，最近计划
回家乡发展。接到诉求后，当地
干部第一时间与诉求人取得联
系，向其介绍家乡的发展变化和
就业情况。

近几年，东屏街道先后引进
黑尊集团、金色庄园等龙头企业，
全面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基地
占地面积达到4900亩，特色打
造长乐雪桃、草莓等有机农产品，
严格实行种苗、农资、种植、管理、
销售五位一体管理模式，建立健
全全产品体系，并与500多农户

签约，带动1500多人实现家门
口就业。

目前，高端育种、冷库、物流
中心、科技智能温室等配套设施
正在有序推进，随着基地规模的
扩大和产业链的提升，将不断完
善产业配套设施和游客接待能
力，将一产、三产有机融合，进一
步推动乡村旅游壮大发展，实现
产业发展良性循环，带动群众增
收致富。

产业之基，厚植乡村振兴之
梦。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和家乡人
民融入入溧水的发展，共筑溧水
美好未来。

通讯员 王科南

康居集团“三个坚持”
精准抓实项目建设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卢
斌）浦口区康居集团紧紧把住“靠前一
步”这个“主阀门”，主动对接各职能部
门，抓牢项目总抓手，全力推进项目落实
落地，让项目建设“加速跑”。

坚持问题导向，精准谋划工作思
路。针对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
建立“台账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清单化
销账”工作机制，采取有力措施限时整
改；提前介入供电供水等配套设施，细化
推进时间表，抓进度、抓督查督办，确保
各项工作按时有力有效落实。

坚持目标导向，精准部署重点任
务。对项目进行精准分类、精确统筹、
科学调度、跟踪管理，挂出“作战图”、排
好“时间表”，主动靠前一步；加大项目
管理、组织协调、督促检查的力度，条分
缕析、精准解决，紧盯各类问题的整改，
盯一件、解决一件、成一件，推动形成项
目建设加速度，奋力夺取全年工作“开
门红”。

坚持落地生效，精准抓实项目建
设。充分运用扬尘在线监测、塔机安全
监测、升降机安全监测、劳务实名制等智
能管理系统，实现扬尘、人员、质量“三个
在线”管控；按照“四不两直”要求，重点
围绕临时用电、消防、高处作业等危险性
较大的施工作业点开展专项督查，确保
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卢
斌）为提高12345政务热线的办理效
率与办理质量，南京高新区（浦口园）时
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持
“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工作原则，高度重
视12345政务热线工作，认真受理群
众来电。

一是明确将12345工作纳入年
终综合考评。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
12345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并定期
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12345阶段性
工作情况，确保12345工作有人负
责、一抓到底。

二是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工作流
程。建立完善规范的工作制度是开
展12345工作的重要基础，我们在
借鉴其他单位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结
合园区实际，制定相应的热线工作制
度，按照接收、交办、办结、回访四个
环节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流程。
工作中严格落实责任制，对工作人员

进行明确分工，使每个工作环节都做
到了专人负责，提高工作效率。

三是定期培训，集中交流。为切
实提高园区12345工单办理质量与
效率，提高市民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满意度最高的部门总结交流工作经
验、与诉求人的沟通技巧，根据自我
需要，交流学习有关12345工单处
理的其他内容。

四是提前预判、定期研析。在问
题及时处置上提速，在受理交办、处
置等环节上提质，保证处置问题的质
量。同时，加强督办、协调、分析。认
真解决问题，减少重复投诉，做好定
期综合分析。对典型案例、同一类别
问题的专项分析。加强矛盾纠纷排
查工作力度，预防和减少不和谐因素
的产生。

五是实行日督办、月通报。每天
下班前提醒各部门尽快处理未办结的
工单，尽量做到当日工单当日处理。

栖霞市政整治桥下空间
关注桥梁安全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桥梁桥下空间占
用管理，便于开展城市桥梁的监测、维护
工作，保障城市桥梁结构完好和运行安
全，提升城市桥梁精细化管理水平,按
照南京市交运局、南京市城管局要求，栖
霞区城管局市政所开展了经五路高架桥
下空间占用整治工作。

经五路高架桥下空间占用存在的主
要问题为不符合“桥下构筑物与桥梁底
面、桥墩、桥台净距离不应小于1.5米”
的规范要求，该所严格参照标准要求进
行整治，出动人员55人次、运输车3辆
次，将桥下不符合规范的构筑物拆除，保
证构筑物顶高与桥梁底面、桥墩、桥台净
距离大于1.5米，不影响城市桥梁日常
养护、维修、检测作业。

经现场测量，整治过后可使用面积
约408平方米，后期将作为市政养护基
地使用，同时完善健全了消防安全管理、
环境卫生管理等制度，接受行业主管部
门的检查与监督。 通讯员 马晶

为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今
年以来，双闸街道永初社区（筹）认真
对待“12345”政务热线工作，做到
“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

“我们小区门口的下水道堵了，臭
气熏天，一直没人来处理。”近日，建邺
区永初社区（筹）一居民通过12345政
务热线，反映佳兆业二期南门口有污水
漫溢，给周边居民的出行带来了很多不
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助疏通解决。

接到工单后，永初社区（筹）工作
人员第一时间电话联系诉求人核实
有关诉求内容，随后同物业相关人员
一同前往现场查看。经核实，佳兆业
二期南门口共有两个污水排放井口，

因井口堵塞导致污水漫溢。由于园
区在建造过程中，为了美观，将污水
井口埋在了地下，这给疏通管道带来
了困难。相关人员根据园区前期设
计图纸只找到了一个污水井口，并安
排疏通。但这只能暂时缓解漫溢情
况，只有调出园区竣工图纸，将两个污
水口全部疏通才能彻底解决该问题。
3月2日社区工作人员协同物业相关
人员一同前往南京市城建档案局调取
该园区竣工图纸，确定井口位置，最终
找到了另一个污水井口，并安排疏通
车对井口进行疏通，漫溢问题最终根
本性得到解决。 通讯员 赵燕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孔芳芳

近日，锁金村4号多位居民
拨打12345政务热线反映，邻居
赵师傅近期在楼道里敲门拦人，
拉电闸、敲地砖，给大家的生活带
来很大的困扰和安全隐患。

锁金村街道锁一社区接到居
民的反映后，第一时间联系锁金
村派出所到赵师傅家处理。经了
解，赵师傅是精神病患者，平日独
居，早年离异。虽有哥姐，但也年
岁已高，又身患癌症，无法照顾赵
师傅。经多方商议，决定尽快由
社区在民警协助下送赵师傅到脑
科医院治疗。

入院并不顺利。第一天，医
院表示没有床位。社区没有放
弃，在街道民政主任丁冬冬指导

下，社区党委书记张琪第二天带
着网格员程悦继续和医院协调床
位。张琪向医院多位医生详细介
绍了赵师傅的情况，以及其扰民
等社区难题，希望尽快安排入院
治疗。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询问
了5位医生后，终于有了转机，有
位患者正在办理转院，可以接续
赵师傅。

一切办妥，暮色已降临。面
对社区以及派出所帮其忙前忙
后，赵师傅不停地感谢。

通讯员 程悦

近期，秦淮区汇景家园景乐苑居
民通过12345政务热线反映，小区
外墙出现空鼓剥落现象，存在安全隐
患，希望尽快维修。

接到工单后，房屋建设单位壹城
建设立即进行现场勘察，第一时间确
定维修方案。为避免施工扰民，壹城
建设一方面与小区居民商谈施工时

间；另一方面多次向施工方强调施工
标准和安全施工要求。在做好基础
工作的前提下，壹城建设抢工期、保
质量，先铲除外墙装饰面瓷砖，再开
展保温层重铺和粉刷作业，仅用了两
个多月就完成外墙装饰面维修施工。
壹城建设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小
区居民的高度认可。 通讯员 王婷婷

壹城建设快速维修小区外墙立面
消除安全隐患

落实五大举措，提高办单质量

社区出面协调，污水漫溢解决

锁一社区送精神病患者入院暖民心

长乐草莓：品种丰富、鲜嫩多汁长乐雪桃：个大皮薄、脆甜爽口

东屏街道：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创建215个省级垃圾分类达
标小区、10月底前完成12万辆共
享单车更新、200条背街小巷整治
出新⋯⋯3月9日，南京市城管局
召开深化对标找差创新实干推动
高质量发展暨作风建设大会，剖析
问题找差距的同时，也亮出了
2021年度的“实干清单”。

创建 215 个省级垃圾
分类达标小区

南京是全国率先推行生活垃
圾强制分类的城市之一，并于
2020年11月1日正式实施《南京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来自南京
市城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底，全市垃圾分类集中处
理率为88.38%，相较2019年上
升10.06%；其中，城乡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为 99%，增长了
1%；生活垃圾分类小区达标率达
96.41%，增长了25.47 %；城市

餐厨废弃物处理率达75.41%，相
较去年增长19.29%；城市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率达72.1%，增长
了3.56%。

“垃圾分类，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一环，是事关国家民族永续
发展的千年大计。南京虽已实现
良好开局，但并没有达到尽善尽
美，须俯下身子一步一步完善，方
能实现质变。”南京市城管局局长
金安凡表示，推动垃圾分类，今年
将进一步完善分类投放运输系统，
优化现有收集点位，开展流动收集
试点，下大力气破解亭房落地难问
题。今年将创建215个省级垃圾
分类达标小区。

如何加快分类处理设施建
设？南京市城管局设施建设处排
出了清单。据介绍，六合焚烧发电
厂年内将建成投产；今年还将完成
江北废弃物综合处置中心二期、栖
霞餐厨厂土建工程；完成天井洼填
埋场封场工程，开展水阁填埋场、

轿子山填埋场封场建设工作，并有
序推进生态修复工程；同时指导玄
武、秦淮、鼓楼、栖霞等各区开展
大、中型转运站建设。

更 新 12 万 辆 共 享 单
车，建土方银行平台

共享单车是解决居民出行“最
后一公里”的重要交通工具，但无
序停放和损坏会影响城市形象。
金安凡表示，停车依然是今年城管
解决民生实事的重要内容之一，将
积极推广去年几项试点经验，抓好
停车秩序整治，10月底前完成12
万辆共享单车更新。

记者注意到，今年城管局的
民生实事清单上，违建治理、渣土
管理等均有提及。特别是为全力
破解渣土处置困境，南京市今年
将让渣土监管模式更加多元，加
快渣土处置场地落地，并配合土
方银行平台建设，提高渣土资源

化利用率。

200 条背街小巷纳入
整治出新计划

南京正在持续推进美丽宜居
城市建设。背街小巷美不美、街
面秩序好不好、城市夜景美不美
等都是考量依据。根据目标，今
年全市将推动200条背街小巷整
治，合理开展城市夜景亮化，推进
微景观建设，开展电话亭活化利
用二期项目等。

如何推动背街小巷管理的再
升级？据介绍，今年南京市将推
动路（街巷）长制和“门前三包”的
制定落实和有效融合，将重点推
进“门前三包”的分级管理和自治
联盟，推进“红黄绿”三色管理和
城管执法常态化巡查等，并试点
星级商铺评选活动、试点信用体
系评价等。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仲永

南京本周将开通
清明公交专线

晨报讯（通讯员 宁交执 南京晨报/
爱南京记者 陈彦）记者从南京市交通综
合行政执法局获悉，清明将至，一年一度
的清明祭扫活动即将拉开帷幕。2021
年度公交行业清明客运保障工作自3月
13 日开始至 4 月 5 日结束，为期 24
天。其中3月13日、14日、20日、21
日、27日、28日、4月3日、4日、5日共
9天为客流高峰日。

客流高峰日期间，公交行业将在安
德门、雨花台南大门、钟灵街等相关站
点，临时开通前往隐普公墓、鲤鱼山公
墓、西天寺公墓、岱山公墓等公墓祭扫点
的临时专线，公墓周边相关公交线路增
加运力投放，方便市民前往。

扫码看公交线路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