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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综合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最近，大多南涧市民在驾车出行时纷
纷表示，车辆在通过金龙路集贸市场段和
富民街集贸市场时通畅多了，再也不用忍
受堵车的无奈了，许多市民也反映，步行通
过集贸市场门口路段再也不用让来让去浪
费时间了。这是我县以解决当前城市管理
中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取缔占道经营行为，
抓实划行归市，整治交通秩序，整治环境卫
生、整治占道经营、整治人行道破损、整治
建筑垃圾、整治集贸市场、落实“门前三包”
责任制，着力把南涧县打造成为一座干净、
整洁的城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取得的成
果。
今年 9 月份以来，我县坚持以科学发
展观统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以打造
城市管理精品亮点为重点，不断更新执法
理念、创新管理方法，完善长效机制，着力
开展取缔占道经营规范县城管理综合整治
工作，整治工作取得作阶段性成效，市民出
行方便多了，环境卫生也清洁多了，占道经
营几乎不见了。
——统一思想，切实开展整治工作。
一是深入调查研究，制订工作方案。我县
制定了《取缔占道经营规范县城管理工作
实施方案》及配套文件，以创建省级文明管
理城市为目标，以解决当前城市管理中的
突出问题为重点，取缔占道经营行为，抓实
划行归市，整治交通秩序。全面推进“六大
整治、一落实”着力把南涧县打造成为一座
干净、整洁的城市。二是成立以县人民政

府分管副县长为组长，以综合执法局局长、
县工商局局长、交警大队长为副组长，县委
群众工作局、文明办等 15 个单位主要领导
为成员的专项整治工作领导组，整体联动，
统一协调指挥，周密安排部署取缔占道经
营规范县城管理整治工作。
——精心组织，周密安排，认真开展取缔
占道经营规范县城管理整治工作。一是加
大宣传力度，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通过电视、政府信息网等媒介，加大宣传力
度。综合执法、工商、公安、交警、南涧镇共
同利用街天，深入社区对县城各经营户进
行宣传教育，发放《关于开展县城秩序专项
整治工作通知》2000 余份，加强宣传和舆论
引导，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注管理，
人人参与管理，争做文明市民”的浓厚氛
围。二是按照“主干道严管、次干道严控、
背街小巷规范”的要求，对“三纵九横十六
巷”划行归市，分区布局，合理引导。综合
执法局与工商局一同对改造完成的集贸市
场分区管理，分为水果、蔬菜、熟食、副食等
八个固定交易区和一个临时蔬菜交易区，
近 800 个摊位。对小红桥粮食市场分为畜
禽、杂货、粮食等四个交易区，近 400 个摊
位。将街天街场布局至小红片区，缓解城
中心区秩序压力，引导小红桥区域快速发
展。三是加大环境卫生整治力度，着力改
善市容市貌。规范门店招牌及广告许可跟
踪管理，实施信用管理制度。着重治理城
市“牛皮癣”，建立天天清理小广告机制，对

小广告进行日出日清，清理清除小广告 2
万余条。整治城区南涧河、小军庄河等卫
生死角 15 处，清理垃圾 110 吨。完善环卫
清扫保洁机制，实行“三大扫，全天保洁”，
加强巡查监督管护，日清扫保洁近 50 万平
方米。筹资近 13 万元清理中兴路延长线、
涧南公园旁等地段建筑垃圾 3290 方。
——创新管理，建章立制，着力规范建
筑垃圾处置和“门前三包”。一是采取源头
治理与跟踪巡查相结合，创新管理机制，制
定《南涧县县城规划区施工场地建筑材料
和建筑垃圾管理办法》，向施工单位或个人
及承运建筑垃圾的车主发放《建筑垃圾定
点处理告知书》117 份，设置禁止倾倒垃圾
的标志牌 7 块。成立专项工作组加大建筑
垃圾乱倒巡查管控力度，与水务局协作，对
南涧河、魏山河等重点区域进行值守，及时
纠正并处理乱倒建筑垃圾行为 12 起。二
是建章立制，多措并举，着力抓实“门前三
包”责任制实施工作。认真开展“门前三
包”责任制检查督促工作，采取日常管理与
专项督查相结合等方式，跟进“门前三包”
责任制的后续管理。签订责任书 2000 份，
发放“门前三包”垃圾容器 1000 只，发出友
情提示 500 余份，发出纠正通知 170 多份，
纠正乱摆乱放行为 400 余次，纠正随意倾
倒垃圾行为 300 余次，纠正人行道乱停车
行为 330 多件次，纠正污水乱排乱放行为
41 件次，纠正乱扯乱挂宣传标语行为 230
余次，纠正乱放畜禽 55 件次，督促改善破

损门店 门牌 51 件次。加大宣传力度，借
助宣传栏、板报等多渠道加强对“门前三
包”责任制落实情况的宣传报道，不断提高
全民卫生意识，提高市民群众社会公德意
识，营造各部门齐抓共管和全民参与的良
好氛围。三是主动跟踪问效，着力规范建
筑施工场地管理。采取严格行政许可与跟
踪问效相结合等方式，开展建筑施工场地
监督排查整治工作。严格依据工期、规模、
地段情况并结合实际审批建筑施工占道行
政许可事项。认真对城区建筑施工场地进
行排查，对超许可范围占用、超许可时限占
用、未经许可擅自占用等行为责令拆除或
补办行政许可手续，责令整改 19 户，补办 5
户，拆除超占 500 多平方米。对施工场地
不规范的督促整改规范，依法采取设置围
栏、警示标识标牌等措施，严防跑冒滴漏，
消除安全隐患，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65
份。六是疏堵结合，有序引导，分步实施占
道经营整治。加大公共设施管护力度，畅
通城市道路，筹资 78213.1 元对振兴北路人
行道进行改造，清除私搭乱建建筑物 46 户
500 多 平 方 米 ，铺 设 人 行 道 1503.53 平 方
米。与工商局一同通过采取劝导与协商等
方式相结合，人性执法，拆除集贸市场私
搭、乱建建筑 39 户 500 多平方米，打扫清理
市 场 12495.59，清 理 垃 圾 23 车 70 多 立 方
米。平整小红桥粮食市场 2500 多平方米，
架设完善路灯、环卫等设施。
记者 王永虹 左先勋

文明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见闻

12 月 18 日一大早，记者沿着振兴南路前
行，到博爱路转拐来到富民街财政局大门
转角的人行道上，只见卖饵块的大嫂依然
一如既往地在忙碌着，一边在炭火上烧着
饵块，一边招呼着忙着上班的行人，卖早
点的摊位并没有因为城市管理的综合整
治 而 发 生 改 变 ，依 然 我 行 我 素 ，故 我 而
在。马路对面行道树中的一棵小叶榕，不
知道是什么原因，一枝大大的树杈看起来
好像从主干上撕裂下来，
分散的树杈散开在
街道上，
整个街面被占了大约快到四分之一
的面积 ，
开车的、骑车的、走路的匆匆而过，
路上撕裂的树枝并没有挡住人们匆忙的脚
步。只有红绿灯默默地爱莫能助地注视着
行人、注视着那受伤的小叶榕，记者带着一
份忧伤和遗憾离开后走到科技广场。
“除了环卫站的领导，
其他路人是不会与
我们打交道的，
他们只是匆匆走路，
你们是个
特例。”7 点 30 分，在科技广场，身穿印有
“NJHW”
四个字母的粉红马袿，
戴着护耳帽，
鼻尖冻得通红的环卫工人袁玉桂边清扫花台
边与记者交谈起来，
“我 5 点钟就来扫了，
在
路灯的照明下慢慢清扫，一直扫到现在啦。
这儿人多，
产生的垃圾多，
扫起来相当费力，
你看这油污无法清除，
这都是烧烤惹的祸。
”
袁玉桂介绍说，
他负责清扫博爱路口到彩云
路口这段，
本来科技广场是供大家娱乐的，
但
现在成
“大杂烩”
了——有展销的、
有演出的、
有卖烧烤的……这里再规范一点就好了。他
指着宣传栏旁说：
“你们看那里我无法扫，
只
有汽车开走了才能扫。
”
记者随他的手指示方
向一看，
那里没有停车位，
汽车照样停，
不规
范的广告把公益广告都覆盖了。
告别袁玉桂，
我们从财政局大门口一直
往前走，
大约 3 分钟后来到了县中医院大门
旁，
大门拐角的人行道上，
几辆卖早点的三轮
车、
手推车非常刺眼的停在那里，
摊主不停地
吆喝着过往行人，
叫卖着车里的早点，
丝毫没
有顾忌这里是医院的大门口，
又是人行道。
几分钟后，记者来到县城集贸市场，成

排成行的摊位上，划行归市，井然有序摆放
着刚刚屠宰好后运到市场的鲜猪肉和各种
新鲜时令蔬菜，
勤劳的摊主并没有因为天冷
推迟到市场里经营的时间，
冷得实在受不了
的，就用火盆烧起火来取暖，弄得市场里炊
烟四起。绕市场里转了一圈，
不时有热情的
摊主向记者推销兜售自己摊位上出售的蔬
菜，偶遇熟悉的朋友就交谈几句，当然少不
了生意如何、
摊位置情况等一些话题。
离开集贸市场，
我们来到南涧县中医院，
副院长张徳珍告诉我们，
自从县里对集贸市
场进行综合整治后，
中医院病人和医生出行
畅通了，
门口人行道上卖菜的人没有了，
只是
早上还有人在门口卖早点，
晚上还有几个卖
烧烤的一直坚持在门口营业，
每晚烧烤散发
出的烟味和焦味正好对着上面住院的老年病
科室的病人，
呛人的烟味非常不利于肺心病
等老年疾病的康复，弄得老人们意见非常
大。更可恶的是有个卖红薯的，
几年来一直
在门口一棵固定的树下烤红薯，
树都快被烤
死，
医院工作人员出去干涉，
摊主还和干涉的
人吵架，
后来医院告诉她，
如果树烤死，
必须
要栽赔，
不得已才换了个地方，
但是仍然没有
离开医院大门口。张德珍说，
希望管管这些
卖烧烤的人，
下面卖烧烤既不利于病房里老
年病人的康复，
又影响病人休息，
也加大中医
院
“门前三包”
的工作量。
告别中医院的医生，我们再次来到财
政局门口，被多少行人熟视无睹的从主干
上撕裂下来的行道树终于有人管，走近一
看，原来是城管局的巡逻车停在树旁，城市
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一边了解
情况，一边七脚八手的把树枝砍下来，清理
到人行道上，然后找专车拉走。值得庆幸
的是在树枝倒下来的时候，没有伤到人。
一位环卫人员介绍，
那树枝是被一辆大卡车
挂断的，
挂到时没有断，
但几分钟后就断了，
幸好当时她不在树下，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随后，我们沿富民街前往小军庄方向。
在国税局大门口，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局工作人员城管人员看到堆放在人行
道上的广告架后进入店里，与店主交涉后
前往县医院门口。
“已经两次口头通知你们
了，你们还是把早点摊摆在人行道上，今天
发给你们书面通知，请你们明天别在这儿
摆了。”在县医院大门口，城管工作人员边
把整改通知书递给 3 户早点摊主边耐心地
说。
“她们 2 家搬走了，不影响我家做生意，
我就搬进家里。”家在医院门口的主人爽快
地说，
“ 我家也有门前三包责任，我还是会
自觉遵守的。”
“她们在这里摆摊，虽然方便了病人及
家属，
但影响了市民行路难和市容市貌。
”
城
管员何志无奈地说，
本想让她们到对面那里
卖，但这更造成了病人和家属过马路的危
险，
因此只能让她们自己租房子开店了。城
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继续说，
道
路通畅市容整洁是一个城市的公共利益，
摆
个摊卖个货是一些老百姓的谋生之道，
两者
发生冲突使他们城管执法面临两难困境。
但是，
他们在
“封堵”
的同时，
放开一个缺口，
让合情合理的需求找到一个正当合法的满
足渠道，
不失为一种智慧选择。
我们边走边交流，既听到他们工作的
快乐也听到他们工作中的无奈和委屈。
“哪
家的毛驴，赶快吆起走，别让它们在这里。”
在涧南公园尽头、小军庄河边的人行道旁，
3 头毛驴悠闲地吃着绿化带上的青草，城管
工作人员边喊边四处张望，就是没有见到
主人。3 位工作人员索性追赶起毛驴来，但
3 头毛驴就是不听使唤，撒腿就往平交路口
奔跑，差点被大卡车撞上，于是又折头往公
路上跑，这样来回折腾了好几分钟后，终于
有一位老头出现了，认领了他的毛驴。但
老头怎能追赶上他家毛驴，毛驴径直跑到
了移民局的绿化带……“周边村民还在放
养牲口，我们的工作任重道远啊！”
我们边走边与城管聊着彼此都感兴趣
的话题，局长白斌说，管理工作目前面临很
多困惑：以前金龙路的一些钢筋、水泥等建

材经营店，现在不允许那里停车，就无法经
营了，但县里又没有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固
定的地点让他们进行交易；现在小红桥市
场里人员集中，特别是街天人很多，市场交
易拥挤外，公厕是个大问题；现在农转城和
农民工进城给城市带来了压力，他们在城
中也要生活，做点小本生意赚点钱很正常，
但无能力买或租铺面，另外农民自产自销
这块也难…… 记者 左先勋 王永虹
记者手记
在人流量巨大和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
的公共场地，成了不少商贩喜爱的地方，造
成了严重的占道经营。今年下半年，县里
进行了商铺、企业经营者、居民住户、过往
行人、摊贩等为调查对象，进行市容市貌综
合整治的民意调查。调查后，县里投资 350
多万元进行集贸市场改造，相关部门联合
启动“引摊入市”工作，还道路于交通，行人
拥有宽敞的步行空间，车辆可以顺畅通行；
还整洁于城市，让县城的居民能够拥有一
个干净整洁的宜居环境；还净化于城市，在
禁止和打击随处乱贴的小广告同时，
在一些
街道旁建起了公共张贴牌，让公告、广告等
信息都可以贴在上面；还秩序于商铺，临街
商铺能够拥有一个正常经营的环境；同时
也为流动摊贩在小红桥市场“筑巢安家”，
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市容环境和人居环境。
城市管理作为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
程，道路通畅市容整洁是一个城市的公共
利益，城市监管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
仅仅依靠城管部门的单打独斗是远远不够
的，更需要各部门的联动和配合、全社会的
支持参与。在加强行业监管工作中，
城管部
门必须切实履行好主体职责，
不断强化监管
措施、
加大监管力度，
积极做好
“堵”
的工作，
并且通过采取劝导与协商等人性执法方式，
加强“疏”的工作。作为市民也要配合城市
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管理部门管理好自己，
个人向前一小步，全县城市文明就会向前
迈进一大步，文明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