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高小豹） 2 月 20
日，以省住建厅副厅长巩魁生为组
长的调研组一行4人莅临焦作，就我
市城区和修武县城市管理及安全运
行工作进行调研。市城管局党组书
记、局长杨廷中陪同调研并出席座
谈会。

在实地走访调研康达环保水务
有限公司过程中，巩魁生观摩了地
下有限空间作业标准化流程的实操
演练，对此次演练效果和污水处理
厂的安全管理工作给予肯定，并要
求大家不断提高作业能力和施救能
力，真正将有关要求与措施落实到
管理与操作一线。

调研组一行来到花园街精品街
区，一个个简洁又不失个性，并与
楼体典雅风格相呼应的门头招牌让
调研组人员眼前一亮，对花园街的
立体式综合改造提升工程和路长制
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当听到我市
利用商户自治联盟创新城市管理工
作，有效推进门头招牌整治、市容
市貌秩序治理等取得的工作成效
时，巩魁生要求把商户自治联盟作
为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的典型
经验进行推广。

在数字城市管理中心，当看到
工作人员熟练地通过数字城管对正
在作业的环卫车辆、油烟监控设施
等进行有效监管时，巩魁生对我市
近年来持续加强“五个城管”建设，
特别是通过数字城管提升智慧城管
综合管理服务水平表示充分肯定。

在静脉产业园项目建设场地，
调研组对我市立足“协同、共享”
理念建设静脉产业园，以及彻底改
变我市垃圾处理“小散乱污”状况
的固废处理工作表示肯定。在市城

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看到膜覆盖雨
污分流设施完备，渗沥液处理程序
规范有效，设备运行安全平稳，巩
魁生对我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
表示满意。

当调研组在修武看到工作人员
对窨井盖管理、城市设施安全运行
情况规范有序时，表示满意。其
间，巩魁生一行还调研了中环寰慧
（焦作） 节能热力有限公司供暖运

行、李河黑臭水体治理等工作，并
向战斗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一线的同
志们致以新春问候。

座谈会上，巩魁生要求，窨井
盖专项整治作为2021年省委、省政
府的重点民生实事，关系民生福
祉，一要抓好普查工作，用好普查
数据；二要形成合力，坚持条抓块
管、担当作为；三要突出焦作特
色，打造焦作亮点，协调政府有关
部门，针对焦作已有采煤矿区虽然
封闭但仍可能出现安全隐患的现实
情况，要积极排查整治。

安全生产重于泰山。巩魁生强
调，在地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
问题上，不能掉以轻心，要进一步
引起重视，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落
实部门监管责任，加强专业教育培
训，切实抓好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
规程的落实。

关于智慧城管综合管理服务平
台建设工作，巩魁生指出，在不断
变化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下，智慧城管
平台的建设与运行要与时俱进、找准
定位、讲究方法、分步实施，要引入大
数据概念，加深对智慧的理解。

就百城提质工作，巩魁生期许
焦作能够在尹弘省长“安全、整
治、有序、智能”八字要求的指导
下，先学一步、先走一步、早主
动、早见效，在百城提质工作中坚
持建管并重、担当作为，特别是积
极发挥焦作城市管理的创新精神，
走在全省前列。

省住建厅调研组莅焦调研城市管理及安全运行工作 路人突发旧疾
环卫工热心救助

本报讯（记者张璐）2月19日，市民李先生致
电本报，讲述他前段时间在路边犯哮喘病时被环卫
工人靳秋萍救助的故事。由于当时临近春节，一直
没有来得及再次表示感谢，希望能借助媒体向靳秋
萍表示诚挚的谢意。

李先生告诉记者，1月28日下午，家住温县的
他前往中站区许衡实验学校接侄子时，刚从桃源路
口下车，突然感到喘息、气急、胸闷，于是他紧皱
眉头、捂着胸口慢慢地蹲在路边，被正在打扫卫生
的环卫工靳秋萍看到了。

“你没事吧，需要打 120 吗？”听到靳秋萍的
话，李先生先是摇摇头，又点点头说：“好，打
吧，你能帮我买一盒舒利迭吗？”

靳秋萍赶紧拨通 120，又跑到附近的药店买
药。“其实，他说的那个药名我到药店都有点记不
清楚了，硬是通过查抖音，又让售货员帮忙查阅才
买对药，共支付198元。”靳秋萍回忆道。

“麻烦再帮我接一下我小侄子李浩龙，他在许
衡实验学校上初二。”李先生深吸一口药物后微弱
地说。待120救护车把李先生拉走后，靳秋萍又急
忙跑到许衡实验学校门口，高声呼喊李浩龙的名
字。当李浩龙得知叔叔的状况后，立刻联系家人赶
到了中站区人民医院。看到他们一家人即将团聚的
那一刻，靳秋萍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第二天，康复后的李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
桃源路对靳秋萍表示感谢，并送上了 500 元感谢
金，可靳秋萍说什么都不多要，只是拿走了198元
的药钱，并表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

“她谢绝了我的感谢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
谢。感谢环卫工人朴实的相助，没有她后果不堪设
想。希望能借助媒体的声音，让她听到我真诚的谢
意。”李先生感慨地说。

“我们要以靳秋萍为榜样，发挥道德模范与身边
好人的影响力，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将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传承下去。”中站区环卫处主任仝复宝说。

本报讯（记者高小豹） 2月13日
14 时 30 分，在民主路人民公园西门
口，解放区城管局四中队中队长闫坤
带领姚海波、赵鑫霖等城管队员正在
劝导清理违章占道经营摊点，一旁的
城管执法宣传车在播放着城管法规录
音。约30分钟之后，此处占道摊点清
理完毕，城管队员上车向焦作影视城
方向驶去……

据了解，为加强春节期间城市管
理工作，以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让市
民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解放区
城管局采取三项措施扎实做好城市管
理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该局积极采取加强宣传和集中整
治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市容秩序管
理，一方面，向辖区商户广泛宣传城
市创建常态化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商
户珍惜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
城市这来之不易的荣誉，要规范经
营、文明经营，共同维护良好的市容
环境；另一方面，针对个别商户不听
劝导，从事违章经营活动拒不纠正
的，保持高压治理态势不放松，持续
营造“严”的氛围。

在焦作影视城等景点周边、人民

公园等公园周边、月季农贸市场等市
场周边，以及贸易大厦、万达广场、
王府井百货等商圈周边和火车站、长
途汽车站等车站周边，该局安排城管
队员进行定点值勤，维护良好市容环
境，并组织专门力量，全力服务好市
森林公园灯展活动。同时，安排7辆
执法车每天在辖区35条主次干道进行
集中巡查，重点治理摊群聚集占道经
营等突出问题。另外，该局抓住节前
集中排查整治、节中保障安全平稳运
行、节后日常巡查监管三个关键阶
段，对42条区管道路市政设施进行全
面维护，对辖区所有沿街景观照明设
施开展全面排查整治，全力保障市政
功能完善、设施运行良好、城市夜景
靓丽。

优化春节期间空气质量。该局立
足承担的环保职能，不断加强餐饮油
烟治理工作，积极推进辖区餐饮门店
油烟净化设施集中整治，确保油烟净
化设施规范安装到位并正常运行，同
时安排检测人员加强油烟排放巡检工
作，确保餐饮油烟达标排放；加强扬
尘污染管控工作，对全区扬尘污染开
展全面巡查，重点对建筑工地、拆迁

工地、王掌河灰坝等开展督导巡查，
确保各项扬尘污染防控措施落实到
位，最大限度减少扬尘污染，保障节
日期间空气质量。

据介绍，春节期间，该局共清理
“三种经营”500 余处，更换窨井盖、
雨水箅共 4 个，处理冒水问题 3 处，
维修路灯 20 盏，修整路灯线路 2 处，

排查整治景观照明终端离线问题 14
处，字体残缺、灯带断带等问题 7
处，督促整改餐饮油烟及扬尘污染问
题13个，维护了良好的市容环境，保
障了市政设施安全平稳运行，优化了
春节期间城区空气质量，为广大市民
欢度佳节提供了坚强的城市管理保
障。

解放区城管局：三项措施扎实做好城市管理工作

本报讯（记者王春芳）春节期间，阖
家欢乐。我市龙源湖公园美景如画，特色
小吃令人垂涎，人潮汹涌而来，给环卫工
带来了很大压力和挑战。

2 月 17 日 15 时，在熙熙攘攘的游园
人群中，一名身穿橙色环卫服的环卫工边
走边扫，在道路上忙个不停。

这名 58 岁的环卫工叫尚德霞，来自
南阳市。她是山阳区环卫处环卫作业三所
丰收路段清扫组唯一一个外地人，主要负
责清扫龙源湖公园北门的丰收路段。此时
的尚德霞，瘦瘦的脸被风吹得通红。她
说，这几天累坏了，为了收拾那些被风刮
起的塑料袋，要走到车水马龙的马路中
间；为了弄干净地上的口香糖，得用工具
刮很久；为了清理果皮箱里的残渣剩菜，
得下手掏半天……

谈话间，与尚德霞同组的环卫工赵乐
意夫妇也清扫到了此处。据介绍，寒来暑
往，年复一年，赵乐意夫妇相互陪伴，已
在马路上度过了13个春节。“春节没在家
和孩子们吃团圆饭，他们表示理解和支
持。看着路面干净整洁，市民们游玩舒
心，我们感到挺自豪！”赵乐意笑眯眯地
说。

“我们组里还有王庆安、洪成枝、王
小焕等环卫工，他们都很棒！”得知记者
来采访，丰收路段清扫组组长张希萍如数
家珍似地说出一个个环卫工的名字和事
迹。据了解，该组共有14名环卫工，平
均年龄在55岁，春节期间他们每天要清
扫10多个小时。

张希萍介绍，这个路段是“重中之
重”，一是位置重要，二是垃圾太“重”。

“龙源湖公园是市区里最热闹的地方，人
多车多垃圾多，我们环卫工就是要将此路
段‘精梳妆，巧扮靓’，要无愧于‘城市
美容师’这个称号，力求做到让市民满
意。”张希萍说。

据悉，春节期间，为确保山阳区高标
准的市容卫生环境，山阳区环卫处的
1190 名环卫工人每天坚守在岗位一线，
认真做好道路清洗、洒水、保洁、垃圾清
运处置和公厕、垃圾站维护等工作，同时
在商场、公园和小吃区等区域增派保洁力
量，以应对人流增加带来的大量垃圾，并
有针对性地安排机械化车辆，进行全天候
作业，为广大市民营造干干净净、清清爽
爽的城市环境。

山阳区环卫处

1190名环卫工守护城市洁净

本报讯（记者高小豹） 为给广大
市民提供一个有序、祥和、洁净的城
市环境，春节期间，示范区城管局干
部职工坚守岗位，全力做好市容环境
保障工作。

让各类市政设施在春节期间平稳
运行，是示范区城管局为广大市民欢
度春节提供的后勤保障。春节期间，
示范区城管局市政科工作人员采用

“白加黑”值班方式，对辖区各条路段
的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开展24小时不间
断巡查、维护工作。该局工作人员在
巡查过程中及时排除设备破损、设施
老化、路灯不亮等隐患，加强街景亮
化管理维护，适时开启景观照明节日
模式。每晚加大巡视力度，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迅速解决，对于夜间无法
维修的故障，次日白天组织人员积极
进行修复。

为给广大市民打造干净靓丽的节

日环境，该局 500 余名环卫工人春节
期间不放假，默默地坚守在自己的岗
位上，实行“定人、定岗、定位、定
责”工作要求，加大保洁力度，确保
路段垃圾无积存，并及时组织人员对
辖区内景观河道河面漂浮物、河堤河
底杂草进行打捞、清理，每日对辖区
内果皮箱完成内胆清理、垃圾清掏、
垃圾袋更换及外壳擦拭、冲洗、消毒
作业，辛勤的劳动换来整洁的市容环
境，这是他们送给千家万户的新年礼
物。

与此同时，示范区公厕中转站正
常开放，管理人员确保公厕各类设
施、设备完好，上下水通畅，物品摆
放整齐有序，公厕内外环境卫生干净
整洁、无异味。同时，不间断巡查，
检修设备，更换损坏设施，排除各类
安全隐患，为假期出行的市民朋友们
营造一个舒适的如厕环境。

示范区城管局

全力做好市容环境保障工作

本报讯 （记者高小豹） 群众过
年，城管过关。春节期间，在太焦高
铁焦作西站广场、博爱城区主干道上
的城管蓝、环卫橙比平时更忙碌。他
们每天都在维护秩序、环卫保洁、路
灯管护，为保证群众过上一个安全、
欢乐、祥和的春节，默默地付出。

博爱县城管局针对今年新接管供
暖供气、焦作西站广场新情况，突出
重点、创新方式，提前谋划、周密部
署，确保春节期间城市管理工作平稳
有序运行。该局在春节前召开专题会
议，安排部署春节期间值班、应急等
工作，做到工作不断档。焦作西站广

场是博爱县城管局接管以来，遇到的
第一个春节假期。该局提前加强焦作
西站广场人员力量配备，安排人员每
天在焦作西站广场值守，有效应对春
节期间人员流动骤增情况，树立博爱
良好对外形象。

同时，该局城管执法人员在主干
道规范商户经营秩序，环卫保洁人员
及时清扫路面、清运生活垃圾和清
理公园湖泊、景观河水面杂物，园
林工人及时浇灌绿化苗木，路灯站
电工每天夜间守护城市亮化，公园秩
序井然有序，城市管理各项工作有序
运行。

博爱县城管局

确保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本报讯（记者高小豹）从2月3日
（农历腊月二十二）开始，市区生活垃
圾产生量激增，我市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场作业量达到设计日处理能力的
2 倍多。为了让广大市民过上一个干
净整洁的春节，忙碌依然是春节前后
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站的主旋律，2
月15日，记者在这里看到的是干部职
工热火朝天的工作景象，感受到的是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
的实干苦干精神。

为不耽误工作，该站填埋作业区
负责人宋占东将96岁高龄的老母亲也
接到了垃圾处理场，居住在场区旁边
的简易房内。今年已58岁的他为的是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方便照顾老人。越
到节假日垃圾量越多，机械作业队队
长刘巨峰的春节也是在垃圾场内度过
的。除了在大年初一可以暂时休息

外，大年初二他就带领队员们投入到
紧张忙碌的作业中。

春节期间，大风天气给填埋作业
带来了一定影响，市城市生活垃圾处
置站带班领导，带领各班组在岗职工
一起捡拾被大风刮散的垃圾袋等杂
物，维护填埋场周边环境卫生。渗沥
液处理班保持设备昼夜不停运转，高
浓度有机废水变成清水；机修班维修
人员随时待命，发现车辆设备故障立
即前往维修，高标准做好设备设施维
护工作；消杀班每天消杀 1 万余平方
米，常态化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最是春风送暖时，抖擞精神再出
发。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站的工人以
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为做好
全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营造整洁
有序的城市环境尽心出力，始终“牛
劲十足”向前犇！

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站

坚守岗位显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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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住建厅副厅长巩魁生（左一）在市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廷中（左二）陪同下，在焦作市城市生活垃圾
管理站调研。 本报记者 高小豹 摄

解放区城管队员在整治违规占道经营行为。 本报记者 高小豹 摄

山阳区环卫处环卫工人在清扫路面上
的垃圾。

本报记者 王春芳 摄

春节前夕，孟州市城管局园林绿化中心工作人员在给绿化带浇
水。 本报记者 高小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