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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城管
即刻关注 共享精彩

本报讯（记者张冬） 11月13
日 4 时，天还没亮，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城管局司机申老抓就将
环卫冲洗车开上世纪路，在他车
前约50米处，一辆吸尘车正在作
业，在他车后约50米处，一辆洗
扫车正在作业。这是我市环卫部
门机械化清扫道路的一幕。

随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深
入开展，市城管局按照“一路一
策”的作业方案，把城区道路分
为 4 级，根据天气变化，随时调
整作业频次，实施道路机械化清

扫、清洗等低尘作业，降低城区
主次干道扬尘污染。

进入冬季以来，我市各城区
环卫部门对丰收路、人民路、迎
宾路等28条一、二级道路实施机
械化清扫保洁，其中一级道路每
天实施2次机扫作业，每周实施1
次冲洗作业；对92条三、四级道
路，每天实施 1 次机扫作业，把
城市主干道路面浮尘量控制在每
平方米10克以下，最大限度降低
道路扬尘污染。

市城管局还根据重污染天气

扬尘控制领导小组发布的预警信
息，适时启动一、二、三、四级预警
响应，其中启动一级预警响应时，
对丰收路、人民路、迎宾路等一级
道路每天实施三机联合作业2次，
洒水、喷雾降尘5次以上。

此外，市城管局对环卫工人
加大大气污染防治知识宣传力
度，强化内部监督考核，增加人
工作业频次，延长保洁时间，确
保尘土、落叶等不长时间在道路
上滞留，做到垃圾日产日清，确
保垃圾密闭运输，防止二次污

染，杜绝焚烧垃圾现象，助力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

市城管局采取多种措施，加
大对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的考核
力度，采用数字化监督考核和道
路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将城市道
路清扫车作业情况纳入城市数字
化信息管理系统，对清扫车辆的
作业情况进行信息采集，发现问
题及时通知相关环卫部门处理；
每周 3 次对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
情况进行“以克论净”检测，并
向各城区通报监测结果。

“‘一路一策’，因天气情况
而变。环卫作业不仅会根据冬季
重污染天气的情况，启动应急预
案，还会根据气温变化，采取应对
措施。当温度低于5摄氏度时，增
加道路吸尘频次，减少道路冲洗频
次。当气温低于2摄氏度时，停止
冲洗、洒水、洗扫作业，全部采取吸
扫作业方式。”市城管局有关负责
人说，“最近，市城管局又购进了一
批环卫车辆，以扩大机扫作业覆
盖面，争取把城区道路扬尘控制
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一路一策” 因时而变

我市环卫部门精细化作业防治大气污染
本报记者 张 冬

小商小贩占道经营，沿街
商户超出门店范围经营以及违
章搭建各类大棚、围挡已经成
为我市城市管理中一个最突出
的问题，特别是餐饮行业，占
用人行道摆桌设座形成夜市大
排档，随意违章搭建各类推拉
式、吊挂式、简支式大棚和围
挡等问题尤其严重，损害了市
容市貌。为解决此类城市顽
疾，《焦作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对占
道经营、店外经营和搭建大棚
作出具体规定，第四十四条、
四十五条对应罚则部分对违章
搭建大棚和店外经营等违法行
为严管重罚。同时，第二十二
条对规划设置配套的农产品超
市及临时便民疏导区作出规
定，逐步对占道经营摊贩进行
规范化引导和管理。

市城管局有关负责人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城管部门
将各类占道经营、店外经营、
流动经营、搭建大棚和围挡列
为市容整治工作重点，年年不
间断整治，但仅能维持一段时

间，过后反弹极快。究其原
因：一是城区农贸市场缺乏，
且分布不合理。老城区改造拆
除了很多原有市场，新建楼盘
和居民区又没有规划建设新的
农贸市场，造成市场缺乏，小
商小贩无场可进。二是现有法
律法规处罚额度低，起不到威
慑作用。省政府第 80 号令规
定，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其他公
共场所临时堆放物料、摆摊设
点影响市容的,处以50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相较于很多
商户的净利润，尤其是餐饮行
业，这样的罚款额度偏少，问
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出台
的《条例》，要求各城区政府按
照相关规定规划设置配套的农
产品超市，根据需要可以在不
影响城市市容和交通的地段，
划定临时便民经营区域，方便
市民生活需求。另外，《条例》
对占道经营等违法行为，提高
了罚款额度。

让市容环境更美好

本报讯 （记者岳静） 昨
日，记者在山阳区景苑路看
到，沿街商户门头招牌整齐划
一又不失自己的品牌特色，与
周围静谧的环境相得益彰。这
是山阳区城管局开展门头招牌
整治工作的一个缩影。

为推动门头招牌设置规范
化，打造亮点，山阳区城管局
严格落实《焦作市户外广告与
门头招牌专项规划》和市城管
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区新建
改建门头招牌设置审批管理工
作的若干规定》相关要求，根
据建筑物色彩、风格特点，指
导商户设置门头招牌。

为加强源头管理，从根本
上破解门头招牌管理难题，该
局实行联审联签，谁签字、谁
负责的审批制度，严把审批关
口，有效强化了门头招牌管理

工作。
针对辖区老旧楼体，该局

按照“严格规范新建的、逐步
改造现有的”的原则，实行

“334”改造资金模式，即城管
局负担 30%、房主负担 30%、
商户负担 40%，对不符合设置
要求、未达到两齐一平、材质
低劣的门头招牌分段、分区逐
步改造。

该局对新建楼体招牌实行
前置管理，在楼盘竣工商户还
未入住时，提前介入，同楼盘
物业紧密结合，指导商家按照
要求规范设置门头招牌。

为进一步扩大示范效应，
该局在辖区每一条主干道都找
一段合适的路段重点打造，严
格按照标准设置成示范点，作
为整条路的示范，起到带动作
用，推动整条路全面达标。

山阳区城管局

打造门头招牌亮点示范街

本报讯（记者岳静） 11 月
10 日，记者在解放区民主南
路锦江现代城小区附近路段
看到，几名施工人员正站在
铁架子上拆除临街店铺的门
头招牌，与此同时，新华街
门头招牌整治工作也在紧张
进行。

据悉，从 11 月 6 日开始，
解放区城管局在辖区开展门头
招牌整治工作，重点针对新安
路与人民路之间的民主南路和
解放路与太行路之间的新华
街，拆除设置混乱的门头招
牌，按照“一店一招牌、两齐
一平”的标准，打造门头招牌
示范点，提升辖区门头招牌整

体档次。
据介绍，由于民主南路两

侧大多是住宅小区，临街店铺
密集。这些商户门头招牌大小
不一、杂乱无章，有些甚至一
店多个招牌，给拆除工作增加
了难度。在拆除工作开始前，
该局针对临街商户进行了宣传
动员，对他们宣传相关政策，
争取商户的理解和支持。截至
目前，该局共拆除 100 余块不
达标的门头招牌。拆除工作完
成后，该局将统一安装符合标
准的新门头招牌，使临街店铺
门头招牌达到整齐美观、统一
协调的标准，切实维护良好的
市容市貌。

解放区城管局

整治临街店铺门头招牌

据《焦作晚报》报道，去年中站区城管局与辖区街
道为方便附近居民购物、解决商贩占道经营问题而建设
的鑫源市场，如今大部分摊位空空荡荡，商贩把摊位摆
到道路上，占道经营现象反弹了。

整治占道经营要打“持久战”。市容秩序整治的一个
特点是难巩固、易反弹，管理部门一旦松松劲、歇歇气，就
可能“一篙松劲退千寻”，导致“城市病”复发。对此，相关
管理部门应保持足够的耐心和韧劲，把雷厉风行和久久
为功有机结合起来，反复抓、抓反复，对占道经营摊位
发现一处清理一处，引导商贩进入市场规范经营，让市
民养成到市场购物的习惯，真正形成良性循环。

整治占道经营不能唱“独角戏”。据介绍，鑫源市
场所处位置属于背街小巷，占道经营的整治工作由辖区
街道负责，城管部门可以给予配合。这彰显我市建立完
善“大城管”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长期以来，我市市
容秩序整治工作大多是城管部门“孤军奋战”，没有联合
巡查、综合执法的“大城管”模式，导致在解决占道经营、
露天烧烤、非法广告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时形不成合
力，效果不理想。以鑫源市场周边占道经营整治为例，
城管部门应与辖区街道、社区密切配合，充分发挥街
道、社区的主导作用，建立占道经营整治常态化机制。

通过今年的“四城联创”工作，我市市容秩序明显
改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如何才能巩固“四城联创”
成果？我市城市管理部门应发扬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

“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把钉子钉实钉牢；钉
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直到抓出成效。市容
秩序整治工作非一朝一夕
之功，不会一蹴而就，更
不可能一劳永逸，只有咬
定青山不放松，持之以
恒，才能久久为功。

根治占道经营
要发扬“钉钉子精神”

□象飞田

本报记者 张 璐

她在1992年第一次拿起扫帚清扫马路时，便深深爱
上了环卫事业；在环卫岗位上一干20多年，她当过保洁
员、环卫车司机、环卫所所长，用扫帚写就人生。她就
是山阳区环卫处环卫四所所长、市人大代表王红梅。

在王红梅看来，环卫工作虽然不高大上，却与广大
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意义重大。为加强日常清扫保
洁，提升环境卫生总体水平，她提出了“两扫三保一巡
查”工作法，要求做到道路无果皮、纸屑、烟头，垃圾
桶周围无垃圾，人行道、边沟墙角保持整洁干净。此
外，她还建立健全目标管理责任制，明确班组的工作职
责，全面推行定目标、定路段、定责任、定人员、定奖
罚“五定”管理机制，将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有效地
提高了工作效能。

2014年当选市人大代表后，王红梅一直呼吁社会
各界进一步关心、爱护环卫工人。她说：“环卫工人无
论春夏秋冬，每天早起晚睡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用
汗水换来了城市的靓丽，被誉为‘马路天使’。但仍有
一些人看不起环卫工人，不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我作
为市人大代表，有责任为环卫工人争取应得的尊重。”

每次市两会召开前，王红梅都会认真准备提案，先
后提出了《解决非在编环卫工人的“三险”问题》《增
加环卫机械化车辆》《打通“断头路”、织密交通网》等
提案，得到了市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其中两份提案
被列为重点督办提案，反映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对环卫工人的尊重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只有全社
会形成尊重、爱护环卫工人的良好风气，环卫工人才能
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王红梅说。

“马路天使”王红梅

11月12日，市城市垃圾处置管理站一辆垃圾运输车在自动清洗平台接受清洗。今年年初以来，该站为防
止垃圾运输车辆对城市环境造成二次污染，要求垃圾运输车辆在出站时必须到自动清洗平台接受清洗，严禁带
泥上路。 本报记者 张 璐 摄

11月13日，山阳区环卫处车队一名维修工在维修环卫车辆电路。随着气温的降低，该处加大所属51辆环
卫车辆的维护保养力度，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王正义 摄

⬅11 月 9 日，记者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怀府路上看
到，几名园林工人正在绿化带内补栽苗木。据悉，入冬以
来，该区城管部门已补栽乔木及灌木1185株，补植草坪约
3000平方米。 本报记者 岳 静 摄

开栏的话 《焦作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 将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条例》实施
后，将会在哪些方面弥补现有相关法律法规的不足？将有效解决
我市城市管理工作哪些重点、难点问题？从本期起，本报开辟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解读》专栏，回答读者的一系列
疑问，敬请关注。

图为景苑路沿街商户的门头招牌风格统一、整齐美观。
本报记者 岳 静 摄

昨日，王红梅 （左） 在建设路清扫慢车道上的落
叶。 本报记者 张 璐 摄

⬆11月12日，解放区环卫处一辆洒水车在丰收路上洒
水抑尘。该处积极推广“人机结合”清扫保洁模式，每天出
动扫地机、洒水车、喷雾抑尘车等，配合环卫工人在辖区
20余条主次干道实施机扫、洒水抑尘作业，切实降低道路
扬尘污染。 本报记者 张 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