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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城管
即刻关注共享精彩

本报讯（记者高小豹）全市
“学湖州晋江、促高质量发展”动
员大会6月24日召开后，市城管
局迅速在全体干部职工中开展

“学湖州晋江、促高质量发展”集
中学习活动。市城管局党组书
记、局长杨廷中强调，学湖州晋
江，要在“拼、实、效、高”上
下功夫，立足城市管理工作职
能，紧扣城市高质量发展主题，
在决胜“四城联创”中贡献城管
力量，努力建设好“精致城市、
品质焦作”。

杨廷中指出，学湖州晋江要
在“拼”字上下功夫，紧密结合
当前中心工作，发扬焦作城管不
怕苦、不怕累、敢打硬仗、持续
作战的工作作风。经过三年多来
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市“四城联
创”工作今年已经到了决战决胜
阶段。学湖州晋江，就要学习

“不服输、不放弃、不言败”的拼

搏精神，全市城管部门要提高政
治站位，树立信心，把创建工作
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
上来，全面落实“四城联创”决
战誓师大会精神，全力打好城市
功能品质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提
升、全域旅游推广普及、城市生
态绿化建设、市民文明素质提
高、“双拥”成果巩固深化六场关
键战役。

杨廷中要求，学湖州晋江要
在“实”字上下功夫，立足人民
群众的现实问题，采取切实可行
的措施服务城市健康发展。学
湖州晋江，就是要学习“不做
表面文章、不空喊口号、不流
于形式”的务实精神，全市城
管部门要针对我市城市管理工
作实际，着力开展好市区垃圾
处 理 设 施 改 造 、 公 厕 改 造 工
作，开展好市区经营秩序 （包
括早夜市） 整治工作，抓好门

头 招 牌 改 造 提 档 、 精 品 路 创
建、“门前五包”责任制落实等
提升城市形象的特色工作，让
亮点更加出彩。同时，针对当
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
群众面临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
全市城管部门要贯彻落实中央

“六稳”“六保”决策部署，正
确处理当前经济发展和城市管理
之间的关系，适度在城市中放
开放活百姓经济，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不影响交通秩序、
确保安全环保和环境卫生的前
提下，充分利用背街小巷、断
头路等区域，适度允许商贩有序
经营；坚持管理有序的原则，对
经批准设置的疏导区、夜市加大
监管力度，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
务，变末端执法为源头治理，切
实把秩序规范好、环境维护好；
坚持城市管理与民生需求双赢的
原则，支持新消费业态发展，激

活市场，带动消费，努力为困难
群众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杨廷中强调，学湖州晋江要
在“效”字上下功夫，遵循城市
工作的客观规律，建立科学、长
效的管理机制。在“四城联创”
最后冲刺的紧要关头，所触及的
问题必然更复杂，全市城管部门
要坚持问题和结果双导向，正视
差距和不足，作好充分准备，树
立最高标准，坚持最严要求，迅
速补齐城市工作短板；要突出创
建特色，坚持结果导向，让亮点
更加出彩；要对照创建 目 标 ，
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门头招牌上档升级改造等改善
城市形象的工作；要坚持为人
民创建的工作理念，建立以路
长 制 为 统 领 、 数 字 城 管 为 依
托、“门前五包”为载体、联合
执法为保障、广大市民积极参
与为基础、街道 （社区） 齐力

配合的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巩
固好创建成果。

杨廷中强调，学湖州晋江
要 在 “ 高 ” 字 上 下 功 夫 ， 用

“绣花精神”管理城市，实现城
市的高质量发展。当前，随着
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提高
复工复产效率、全面开展城市
管理工作、营造良好的城市生活
环境成为当前城管部门的工作重
点，全市各级城管单位要全力安
排部署，用“绣花精神”全面推
进城市管理工作。尤其是各城区
环卫部门要规范、科学、精细实
施道路机械化作业，打好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要稳步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为全面铺开
探索路径、积累经验，切实提
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为建
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示范城
市 ， 打 造“精致城市、品质焦
作”作出积极贡献。

学湖州晋江，在“拼、实、效、高”上下功夫
市城管局扎实开展“学湖州晋江、促高质量发展”集中学习活动

本报讯（记者高小豹）为增强市
民安全意识，营造安全有序的社会氛
围，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风险，6月24
日上午，市城管局组织相关科室和单
位，在东方红广场开展了安全宣传咨

询日活动。
据了解，该局此次活动以“消

除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为主
题，通过制作宣传板、发放宣传单
和现场咨询等形式，向广大市民展

示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成果，普及安
全生产知识，凝聚安全发展共识，
推动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管理水平逐
步提升，为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作贡
献。

消除安全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

市城管局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本报记者 高小豹

6月23日9时许，焦作中裕燃气公司调度中心
接到正在巡查管线的生产运营部巡线员报告，因第
三方施工队在龙源路与文汇路交叉口附近绿化带内
施工，不慎挖到该公司的中压PE200管道，导致天
然气“泄漏”，请求立即抢修。于是，一场中压燃
气管道应急抢险演练拉开了序幕。

险情就是命令，接到报告后，焦作中裕燃气公
司立即下达抢险指令，启动应急程序，各抢险组成
员迅速赶到现场，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关闭相关
阀门，确认“泄漏”情况，启动事故快报程序，发
布停气区域及注意事项，在“泄漏”现场设置警戒区
域，疏散围观人员……随即，抢险队员快速实施抢修
作业，先是泄压、开挖、清洗、测量，接着刮除管道表
层氧化层，更换受损管道，最后开启主阀门，检测
天然气浓度，确认达标后，管线恢复送气。

市城管局有关负责人在点评此次应急抢险演练
时说，从巡线人员发现险情，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整个演练过程衔接紧凑、合理有序，应急人员反应快
速到位，抢险队员目标明确、训练有素，达到了检验
和提升重点岗位员工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和应急处置能力的目的，演练取得圆满成功。

天然气“泄漏”之后

本报记者 高小豹

6月19日上午，沁阳市民刘先生带着感谢信和
一面锦旗来到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管局，握住
该局司机郑冬冬的手感激地说：“钱包丢了我要急
死了，真没想到还能找回来，城管同志，真的太
谢谢你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6月18日15时
许，郑冬冬驾驶洗扫车行至九州路一幼儿园门口
附近时，发现路边有一黑色钱包。郑冬冬下车捡
到钱包后询问附近的人，人们都说钱包不是自己
的。郑冬冬便在原地等候失主，但左等右等不见
有人来认领钱包。因还有工作任务要完成，郑冬
冬便保管好钱包后继续驾驶洗扫车实施保洁作
业，作业完成后又返回原地等待失主直到天黑，
仍未等到失主。

随后，郑冬冬与该局司机班副班长韩小民一起
赶到附近的警务室，在民警的帮助下找到失主，并
将钱包顺利归还。这才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凡人善举引领新风尚、传播正能量。据介
绍，近年来，示范区城管局高度重视队伍建设，
坚持文明执法、热情服务，不断转变工作作风、
提高服务水平，涌现出一批乐于助人、见义勇为
的城管人员，郑冬冬只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们
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任劳任怨，为营造诚
信友善的良好社会氛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城管同志，真的太谢谢你了”

本报讯（记者宋崇飞） 6月19日，山阳区城管
局党支部全体党员利用参加主题党日活动的机会，
走上街头参加义务劳动。

当天下午，山阳区城管局全体党员在党支部书
记何姬光、党支部副书记史晓文的带领下参加义务
劳动，为改善市容市貌、提高城市品位、树立整洁
优美的城市形象作贡献。在主题党日活动中，该局
全体党员充分发扬不怕脏、不怕累、迎难而上、勇
往直前的工作作风，有的施画非机动车停车位，有
的清除临街门店卷闸门上的小广告，有的清扫人行
道，受到了路人的好评。

山阳区城管局党支部通过开展此次活动，充分
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树立了党员的良好形
象，增强了党员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意识。通过
亮身份、树形象、作表率，该局党员以实际行动践
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群众面前树立
了“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的良好形象。

山阳区城管局

组织党员开展义务劳动

本报讯（记者高小豹） 连日来，
解放区环卫处精准发力，多措并举，
坚持以“绣花功夫”提升辖区环境卫
生质量，全力以赴打好“四城联创”
攻坚战。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该处在做好
日常清扫保洁工作的基础上，延长夜
间保洁时间至22时，与临街门店工作
人员下班时间同步；在繁华地段安排
专人收集地面垃圾、清掏果皮箱；要
求环卫工人增加巡查频次、强化卫生
死角治理，确保辖区道路干净整洁，
无卫生死角和保洁盲区，把“垃圾不
落地”要求落到实处。

加大机械化清扫力度。该处按照

“一路一策”和作业规范要求，采取
“人机结合、多机联合”模式，在辖区
主次干道实施清扫、保洁和洒水降尘
作业，实现精细化、常态化管理。

确保生活垃圾日产日清。该处坚
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结合各
垃圾中转站周边实际情况，合理安排
垃圾运输路线和收集时间，将生活垃
圾收集时间调整为每日5时30分，在
保证垃圾正常清运的基础上尽可能减
少噪声扰民；要求垃圾运输车密闭运
输，防止运输途中出现“抛撒滴漏”
现象。

强化环卫设施管理。该处建立常
态化管理机制，定期对环卫公厕、垃

圾中转站内部实施保洁、消杀作业，
使环卫公厕、垃圾中转站干净、卫
生、无异味；定期对环卫公厕、垃圾
中转站基础设施进行排查，建立台
账，发现问题及时维修、养护。

加快环卫基础设施建设。为解
决春林村、龙寺村、灵泉陂村群众
如厕难和生活垃圾收集难问题，该
处计划建设 3 座垃圾中转站和环卫
公厕一体的建筑，其中环卫公厕达
到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二类
标准，并在辖区主次干道新增、更
换 150 个果皮箱，确保道路果皮箱
设置数量符合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
标准》。

解放区环卫处：用“绣花功夫”打攻坚战

执行记者：高小豹
城管人：权卫东
工作岗位：市“一路三

方”联勤执法组负责人
工作日志：6 月 14 日，市

“一路三方”联勤执法组对太行
西路的占道经营进行综合整治。

作为市“一路三方”联勤
执法组负责人，权卫东考虑问题
更细致周密，每次到群众反映占
道经营严重的路段查看，他都会
与城管部门和街道、社区联系，
仔细询问占道经营情况，深入了
解问题的成因。权卫东经过调查
发现，太行西路占道经营严重，
给附近居民出行带来很大不便，
尤其是商贩收摊时，垃圾乱扔，
快、慢车道和人行道秩序混
乱，埋下了安全隐患。

在太行西路综合整治工作

中，权卫东和市“一路三方”
联勤执法组其他成员分工负
责，逐一与占道经营的商贩交
流沟通，表明政府取缔违法占
道经营的决心，取得了商贩的
理解和支持。据介绍，市“一
路三方”联勤执法组还与上白
作街道采取联合行动，出动宣
传车在太行西路巡回宣传，告
知商贩占道经营的危害。

“城管工作服务占八分，管
理和执法各占一分。为做到温
情执法，我们反复同占道经营
的商贩交流，努力争取商贩的
理解和支持。当看到通过我们
的辛勤工作，一个个商贩收摊
离开，车流、人流顺畅起来，
城市生活井然有序，我们就觉
得自己磨破嘴、跑断腿是值得
的。”权卫东说。

积极开展“一路三方”联勤执法工作

执行记者：高小豹
城管人：苏建华
工作岗位：市城建监察支

队一大队大队长
工作日志：6月18日17时

30 分，在焦东路小学大门附
近，苏建华对违法散发小广告
的人员进行劝阻。

连日来，苏建华带领市城
建监察支队一大队全体人员，
在东方红广场、市汽车客运总
站广场、万方桥下开展市容秩
序集中整治活动，确保疫情防
控和“四城联创”工作两手
抓、两不误。该大队尤其重视
校园周边的市容秩序整治工
作，为学生上下学营造安全环
境。

按照全市“四城联创”决
战誓师大会精神和市城管局有
关“四城联创”工作的统一部
署，该大队全体人员放弃节假
日休息，迅速行动，紧盯创建
目标，合理安排人员，以有力
的举措、扎实的工作，掀起了
新一轮创建高潮。

“近来，我们重点对流动经
营、占道经营、喷涂和散发小
广告等违章行为加大疏导管控
服务力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建理念，以精品路创建为
统领，以落实‘门前五包’责
任制为载体，充分调动城管人
员和广大市民的积极性，建立
起由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
的长效机制。”苏建华说。

柔性执法 强化服务

6月24日，在东方红广场，市城管局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安全知识宣传单。 本报记者 高小豹 摄

6月14日，在太行西路，权卫东征求市民对“一路三方”联
勤执法工作的意见。 本报记者 高小豹 摄

6月18日，在焦东路小学大门附近，苏建华对违法散发小广
告的人员进行劝阻。 本报记者 高小豹 摄

本报讯（记者高小豹）日
前，孟州市城管局女子中队队
员张世慧、汤莹君在责任路段
巡查时救助摔倒老人，受到市
民称赞。

当天，张世慧、汤莹君在
孟州市会昌路南段巡查时，看
到一位老人骑电动自行车不慎
摔倒在地，刚买的药品撒落一
地。她俩立即上前将老人扶
起，为老人清理脸上的血迹，
在 与 老 人 家 属 联 系 上 的 同
时，将老人送往附近医院救
治。一直等到老人的家属赶
到医院，张世慧和汤莹君才
放心地离开。“你们就不怕被

讹上？”面对这样的问题，两
名女城管队员笑着说：“救人
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无暇考
虑。”

“你们两位真是好人啊！太
感谢你们了。”事后，这位老人
的家属专程找到张世慧和汤莹
君，对她们见义勇为的行为表
示感谢。

孟州市城管局局长张明
说：“近两年来，我局女子中队
的队员们在执法中努力践行

‘以民为本、执法为民’的宗
旨，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用
行动温暖着这座城市，被群众
誉为‘最美女城管’。”

孟州“最美女城管”用行动温暖人心

6月25日上午，温
县琪小琪零食铺、晨阳
批发部等商店的经营
者，带着100多件核桃
露等慰问品，专程来到
温县城管局，向一线环
卫工人献爱心。图为慰
问品发放现场。

本 报 记 者 高小
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