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鼓实劲 重实干
汝州市城市管理局以实际行动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王丹涛 文图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汝
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改善城市环境，自该市5月份
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会议
以来，市城管局领导班子以
上率下，战高温、斗酷暑，日
夜奋战在创建工作一线、城
管工作前沿，用实际行动助
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为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市城管局采取
徒步巡查执法方式，仔细查
找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化
解民忧，全面提升城市管理
水平。市城管局局长范红超
和局领导班子、相关部门负
责人一起上街，分路段徒步
巡查执法，逐段查找市容执
法方面的管理漏洞，现场处
理影响市容市貌的问题。对
发现的问题采取现场整改和
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予以
解决。对在巡查中存在的重
点、难点问题，徒步巡查结束
后及时召开点评会进行分
析，查摆原因，提出措施，逐
一进行破解，助推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开展。

为破解车辆乱停乱放的
难题，市城管局在对城区停
车难、乱停车等问题进行调
研的基础上，专门组织开展
人行道临时停车泊位施划工

作，按照“科学规划，宜划尽
划”的原则，经踏勘在朝阳
路、丹阳路等路段施划机动
车临时停车位3650个、非机
动车临时停车位2134个。同
时，组织力量开展了非机动
车乱停集中整治行动。自8
月21日起，组织力量对非机
动车乱停实施拖移，已暂扣
各类乱停乱放非机动车153
辆，处置105辆，收到了较好
的社会效果。

违法建设严重影响市容
市貌，存在诸多安全隐患，且
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要求格
格不入。为打赢违法建设治
理这场攻坚战，市城管局拆
堵结合，一手拆“库存”，一手
堵“新增”。从5月底开始，市
城管局大力推行联合执法、
问题督办、责任追究、进度量
化等机制，实现了多部门联
动、多办法管治、多手段制
约、多途径宣传。据统计自5
月以来，全市累计拆除各类
违法建设27宗57处。

为了坚决打赢“蓝天保
卫战”，市城管局从规范工地
围墙围挡设施、工地出入口
设置、车辆密闭运输、车辆运
输路线等方面着手，努力抓
好扬尘治理每个环节，着力
解决建筑工地出入口及运输
途中扬尘污染问题。为严格
督促城区建筑工地落实施工

现场硬质围挡率100%、出入
口车辆冲洗率100%、建筑垃
圾及余土清运密闭运输率
100%的目标，市城管局执法
人员对各工地出入口硬化及
渣土车运输进行不定期抽
查，对未按要求设置围墙围
挡、出入口硬化不达标及运
输不规范的工地依法立案查
处、从重处理。据统计，自5
月份以来，共检查工地 186
次，下达整改26份，检查渣土
车辆580台次，治理带泥上路
73台次，立案处罚56起。

为切实保障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实地测评任务的落
实，市城管局重点开展背街
小巷市容秩序专项治理工
作，坚持以精细化管理为抓
手，利用数字化城管平台，加
快完善城市管理网格、细化
管理标准，重点整治乱贴乱
画、乱拉乱挂、乱搭乱建、占
道经营，规范机动车、非机动
车有序停放。推进错时上岗
制度，不定时对背街小巷市
容秩序进行巡查。自5月份
开展背街小巷专项整治行动
以来，清理纠正流动商贩、占
道经营违规行为127起，治理
车辆乱停乱放400余起，日均
出动保洁人员120余人次、小
型高压冲洗车70余台次清洗
除尘，清理各类“牛皮癣”
8600余处、垃圾杂物100余
吨，拆除违规广告30余处。

本报讯 本周内前期以
晴天间多云天气为主，中后
期（8月30日-9月1日）受低
压倒槽和切变线共同影响，
全市多分散性阵雨天气。周
极端最高气温 31℃左右。
具体预报如下：

30日（周四）多云，有分
散性阵雨，东北风3-4级，气

温30℃~22℃。
31日（周五）阴天有阵

雨，东北风 3-4 级，气温
29℃~22℃。

9月1日（周六）多云间
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气温，
27℃~23℃。

2日（周日）多云间晴天，
气温28℃~22℃。

本周中后期以阴雨天为主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李晓丽 黄俊丽

市林业局加大纪检监察力度
多措并举抓好汛期林业安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韩少伟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汝
州市林业局获悉，该局党组
采取得力措施，理清工作思
路，加大纪检监察力度，全力
做好汛期林业安全工作。

一是严格落实相关责
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失职追责”的安全生
产责任制和防汛救灾责任
制。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
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
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
切实指导好业务范围内的安
全生产工作。以开展林业安
全生产大检查活动为载体，
对汛期林业安全生产工作进
行再动员、再部署，对前期工
作回头看、找不足、补漏洞，
力求责任再明确。

二是着力强化监测预
警。市林业局与气象局等部
门加强沟通联系，做到信息
共享，同步应急联动。指导
和督促林业生产相关单位密
切关注气象预报和灾情预警
信息，坚持早动手、早发现、
早应对，加强对林业生产的
监测监控，采取预防预警措
施，全局开通安全微信平台，
要求全局人员工作时不准关

机，有效防范和应对汛期林
业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三是深入排查治理隐
患。要坚持防患于未然的理
念，充分考虑强降雨、洪水、
台风等自然灾害对林业安全
生产工作的不利影响，突出
重点林区、重点环节，重点领
域，认真细致排查汛期安全
隐患，及时整改治理，强化纪
检监察责任，有效防止“认不
清、想不到、管不明”等问题
发生。加强林区安全隐患的
排查治理，做好雨季防汛、防
火灾、防雷电“三防”检查，严
防事故发生。

四是切实加强应急管
理。该局针对汛期特点，完
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指导
和督促林业生产相关单位强
化应急管理，做足应急准备，
加强应急值守，加强纪检监
察力度，严格落实领导带班、
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安
全信息报告制度。确保一旦
发生事故险情，及时报告并
启动预案，妥善应对处置，将
林业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损
失降到最低。

本报讯 为落实汝州市
委市政府“公交惠民”政策，
结合该市创建河南省第二批

“公交优先”示范城市工作部
署，优化市区公交线路覆盖
率，方便市民群众乘车，经实
地考察调研，公交公司决定
自 2018 年 8月 26 日起对 3
路公交线路市区路段进行科
学调整，具体线路调整如下：

始发站：实验中学，途
经：城北小学、路通驾校、城

垣新区、华予购物广场、凤凰
城、金庚医院、物价局、农行、
市标、广育路、市政府（望嵩
北路道路整修，临时改道）、
汝州剧院、广成学校、南环路
口、大王庄（南刘庄）、大桥
南、肖庄路口、九中（海风驾
校）、王庄（粪堆赵）、焦化厂
铁路道口、汇源驾校、高速引
线路口、汝南天天加油站，终
点站：王寨卫生院。

3路公交车调整线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张光利 王智广

本报讯“污水处理厂进
水口取样，色度无明显异
常。”8月22日凌晨4点半，汝
州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执法人
员对污水处理厂进水口水样
色度进行第4次取样查看。

汝州市持续加大对涉水
企业环境监管，在采取日常
巡查、突击夜查等措施的基

础上，以污水处理厂进水口
为重点，由辖区环境执法中
心所和污水处理厂联合行
动，分两组24小时轮流值班，
逐个小时对进水色度进行取
样查看，确保及时发现进水
异常，采取针对性的整治措
施。

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此次行动是加强对工
业企业环境监管的手段之
一，发现色度异常情况，立即
沿污水管网逐段排查，划定
异常区域后再逐厂排查，及
时查处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确保企业达标排放，打好打
赢水污染防治攻坚战。”

汝州市强化环境监管深入排查涉水企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杭高博

市城管局局长范红超带队巡查城市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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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带头巡查“扫”街

“零容忍”管控违法建设

疏堵结合 整治乱停乱放

严管重罚治理扬尘污染

精细整治
让背街小巷“净”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