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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城管
即刻关注 共享精彩

本报讯 （记者王冰） 连日
来，为做好广告招牌整治工作，
市城管局召开工作推进会，要求
整治范围再扩大、整治内容再深
化，集中力量克难攻坚，全力打
好“四城联创”广告招牌整治攻
坚战。9月7日、8日，该局广告
招牌治理督导组对四城区及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相关任务落实情
况进行了督导。

为进一步加强广告招牌整治
工作，8月30日，市城管局召开
广告招牌整治工作推进会，强调
各城区城管局要发挥好牵头作
用，切实加强对街道、社区的检
查督导和业务指导；在整治范围

上要向背街小巷、城中村、城乡
接合部和小区楼院延伸，做到辖
区全覆盖；在整治内容上要认真
落实“十无一到位”要求，突出
抓好对软体广告、移动灯箱广
告、卷闸门广告的清理和对非法
小广告的同色覆盖；要着力抓好
精品路创建工作。

全市“四城联创”集中攻坚
第四次推进会召开后，市城管局
迅速部署，要求加强一线督导，
强化工作落实，全力以赴投入

“四城联创”集中攻坚行动。9月
7 日至 8 日，该局派出由班子成
员带队的督导检查组，对照问题
台账和创建标准，对各城区的市

容秩序整治工作开展连续督导，
发现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要
求限期整改到位。

9 月 7 日，在山阳区摩登商
业街，市城管局督导检查组在对
户外广告和门头招牌治理情况进
行督导检查时，发现不少问题，
一家名为顺美整形的门店门头招
牌上字迹模糊，电话号码缺失；
一家电器商场的玻璃橱窗上张贴
有广告宣传画。解放区新华北街
聚集了多家教育机构，每家门店
玻璃橱窗上都张贴有广告宣传
画，非常影响路段整体形象。

据市城管局督导检查组工作
人员介绍，为改善城市环境，提

升城市的整洁度、美化度，近一
段时间，市、区两级城管部门对
我市沿街门店门头招牌和户外广
告进行整治，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但仍存在反弹现象。

9 月 7 日，市城管局督导检
查组先后对山阳区、解放区的摩
登商业街、长青路、新华北街、
烈士街、新园路、健康路等多条
道路进行督导检查，并将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及时向上述两区城管
部门通报，责令限期整改。

据了解，对照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标准，市城管局专门制定了

“四城联创”户外广告和门头招
牌整治“十无一到位”标准。

“十无”即无乱贴乱画、无卷闸
门广告、无移动灯箱广告、无沿
街散发广告、无违规设置的橱窗
广告、无陈旧破损的公益广告、
无缺字断带的景观照明设施、无
污损破烂的门头招牌、无违规设
置的指示牌、无违规设置的条幅
横幅等软体广告；“一到位”即
非法小广告同色覆盖到位。

据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期，各城区城管部门对各
自辖区内的市容环境问题进行了
全面排查，能够立即整改的，当
场进行整改；整改难度较大的，
列入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间，
限期进行整改。

强化措施 加强督导

市区两级城管部门强力整治广告招牌

以前，笔者居住小区一户居
民养的狗常常深更半夜狂吠，令
人不胜其烦，却不知该采取什么
方式制止。后来，一位居民实在
忍无可忍，与狗的主人大吵一
架，狗的主人才将狗转移。现在
好了，市公安局、市城管局等部
门共同发布《关于加强市区养犬
管理的通告》（以下简称 《通
告》），倡导市民文明养犬、规
范养犬。以后，对违反有关规定
的养犬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有权批评、劝阻，或者向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举报。

给养犬立规矩，是城市精细
化管理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市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深入开展，广大
市民争做文明市民，共建文明城
市，文明之风洋溢全城。但是，
与养犬有关的不文明现象日益突
出，如遛狗不束牵引绳、犬吠打
扰居民休息、犬类伤人造成矛盾
纠纷等，特别是犬类随地排泄污
染环境，不仅加大了环卫工人的
劳动强度，而且严重影响了城市
文明形象。

《通告》 对市区养犬管理作
了细致入微的规定，如携犬外出

时，应当为犬只束牵引绳，携带
清污工具，及时清除犬只的粪
便；禁止携犬进入机关、医院、
学校、儿童活动中心、影剧院、
图书馆、体育馆、候车室、商场
超市、饭店等人员密集的室内公
共场所和公园、绿地、广场等室
外公共场所；养犬不得干扰他人
正常生活，不得放任、驱使犬只
恐吓、攻击他人等，为文明养
犬、规范养犬提供了遵循，必将
成为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强化管理
的有力武器。

加强市区养犬管理，还须创

新方法、堵疏结合。一方面要借
助科技手段，推动社会治理能力
现代化。例如，上海市公安机关
建立养犬信用积分制度，并开发
研究犬只智能项圈，不仅有效推
动了市民依法养犬登记，还为犬
只丢失后的寻回提供了帮助。另
一方面要采取柔性管理的方式，避
免激化矛盾。例如，成都市温江区
一个小区，专为宠物狗设立的“宠
物公厕”受到广大业主的欢迎。

“宠物公厕”破解了宠物狗随地排
泄的难题，使小区环境得到改善，
以前由于狗随地排泄引起的不和

谐的邻里关系也和睦了许多。
我市给市区养犬立规矩，目

的是为市民营造文明和谐宜居的
生活环境，建设“精致城市、品
质焦作”。希望广大市民特别是
养犬人理解、支持 《通告》，强
化文明意识，践行文明举止，呵
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

给养犬立规矩 让城市更美好
□象飞田

本报讯（记者马允安）今年年初
以来，马村区城管局紧扣“四城联
创”工作任务，全力以赴，攻坚克
难，扎实开展市容秩序整治、环境卫
生治理、户外广告和门头牌匾升级改
造、墙体美化、环卫设施升级等工
作，将创建工作引向深入。

在市容秩序整治方面，马村区城
管局采取加大宣传力度、延长工作时
间、调整执勤班次、开展集中行动等
方式，强力整治店外经营、流动经
营、占道经营，保持对重点路段、重
点区域市容秩序整治的高压态势。截
至目前，该局先后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20余次，累计清理占道经营、流动经
营260余处，规范店外经营190余家，
取缔马路市场2处，规范早餐、夜市
经营70余处。

马村区建设东路墙体外立面改造
工程西起建设路山阳区界，东到建设
路与文昌路交叉口，全长2公里，共
涉及楼体、墙体、栅栏约 2.1 万平方
米，预计总投资 200 万元。改造工程
包括建筑物外立面粉刷、围墙粉刷、
企事业单位铁栅栏粉刷、空调外机加
装装饰格栅等多项内容。在马村区城
管局的努力下，这项工程已完成前期
准备工作，进入了紧张的施工阶段。
同时，该局稳步推进户外广告及门头

招牌治理工作，累计清理违章条幅92
条、道旗广告86处、灯箱广告63个、
橱窗广告70处，清除乱贴乱画小广告
680 处，拆除大型 LED 广告牌 1 块、
破损门头招牌68块，对35个临街商铺
的门头招牌进行升级改造。

在日常工作中，马村区城管局坚
持全员出动、全天作业、全方位保
洁，实施“一路一策”作业模式，提
高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每天出动
洒水车、扫地车、雾炮车等各型环卫
车辆20辆，对20余条道路实施机扫、
冲洗、洒水、喷雾作业。截至目前，
该局环卫工人累计整治卫生死角 130
余处，清运垃圾、黄土 1800 余立方
米。针对日益严重的城区停车难问
题，该局投入11万元，累计施画机动
车停车位285个、非机动车停车位329
个、各类标线6000余米。

在环卫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马村
区城管局以开展“公厕革命”为契
机，大力开展城区环卫公厕升级改造
工作，今年计划投资 170 万元，将辖
区11座环卫公厕升级改造为二类以上
公厕。该局还投入 10 万元，在银河
路、文昌路、待王路等路段更换、安
装果皮箱 120 个；投入 25.1 万元，购
买15辆密闭式电动保洁车和30辆人力
保洁车。

马村区城管局

将“四城联创”工作引向深入

本报记者 张 璐
实习生 郑美琪

他今年 55 岁，两鬓斑白，
面容黝黑，已在环卫岗位上无
怨无悔地奉献了23年，他就是
前不久被评为我市首届“最美
城管人”的孟州市城管局保洁
中心副主任田顺同。

1996年，32岁的田顺同到
孟州市城管局保洁中心担任副
主任，他每天早出晚归，跑遍
辖区主次干道，深入城中村、
居民楼院清运垃圾，与环卫工
人团结奋战在一起。

有人问他：“环卫工人每天
灰头土脸、异常辛苦，你怎么
会喜欢这个工作？”田顺同总是
笑着回答：“环卫工作也要有人
做。每当看到城市因为我的付
出而变美，听到市民对生活环
境的改善表示满意，我的心里

就很踏实、很骄傲。”
2003 年冬天，田顺同的母

亲患病需要做手术，而当时正值
环卫工人最忙的时候，作为家中
唯一的儿子，他没有时间照顾母
亲，只好拜托亲友去医院看护母
亲。2017 年，他母亲再次病重
住院，当时孟州市“三城同创”刚
刚起步，工作千头万绪，他仍然
分身乏术。对此，田顺同感慨地
说:“对于工作我无愧于心，但对
于我的母亲和女儿，我很愧疚，
没有时间好好陪她们。”

田顺同曾先后11次被孟州
市城管局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
先进个人。2006年，他被孟州
市委、市政府评为省级卫生城
市、省级园林城市创建工作先
进个人。

当好城市美容师
——记孟州市城管局保洁中心副主任田顺同

本报讯（记者张璐）为切
实改善大气环境质量，近来，
马村区城管局认真落实各项管
控措施，全力打好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战。

切实降低道路扬尘污染。
该局对城区主次干道实施精细
化清扫保洁作业，采用机械清
扫和人工保洁相结合的作业模
式，增加机械化清扫作业频
次，人停车不停，切实降低道
路扬尘污染。

加大餐饮油烟污染整治力
度。该局高度重视城区餐饮油
烟污染专项治理工作，派专人
深入餐饮门店开展宣传活动，
使广大商户认识到餐饮油烟污

染治理的重要性，营造全民治
污的舆论氛围；与相关部门协
同作战，联合开展日查、夜查
活动，通过下发责令整改通知
书等形式，对不达标、不规范
的餐饮门店进行查处；对城区
露天烧烤进行不间断整治，采
取机动巡查和定点值守相结合
的方法，坚决取缔露天烧烤摊
点。

加强工地扬尘治理。该局
充分发挥控尘工作职能，加大
辖区施工工地扬尘治理力度，
落实工地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切实做到不达标的不得开工、
已开工的一律停工整改，有力
地推动了工地扬尘治理工作。

马村区城管局
落实各项管控措施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田顺同（左）指导环卫工人开展保洁工作。
本报记者 张 璐 摄

➡昨日上午，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城管局组织人员清理辖区河道
内的水草，共计清理河道 7000 多
米，清运水草20多吨。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9 月 9 日，在解放区锦祥花
园小区内，上海莱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的工作人员向居民讲解垃圾分
类知识。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9月9日，山阳区城管局开展城管队员标准化督导检查。近
来，该局开展以统一着装、严格执法为主要内容的督导检查工
作，提升了队伍管理水平，树立了良好的执法形象。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9月9日，市城建监察支队一大队工作人员在万方桥下护送
小学生过马路。新学期开学以来，该大队工作人员对辖区小学校
园周边的流动摊贩进行清理，并护送小学生上下学，受到了群众
称赞。 本报记者 张 璐 摄

⬆连日来，解放区努力巩固“四城联创”成果，营造了全民参与创建的浓厚氛围。图为
9月9日，该区环卫处环卫工人在擦拭果皮箱。 李良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