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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城管在行动

市城管局全力打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攻坚战

找“病灶”开“药方”当好“城市管家”

经开区城管局节假日不休

持续整治辖区环境秩序

遂宁城管
顾问：邱晓华 主办：遂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遂宁日报社

文明执法科学管城 执法为民和谐城管
责编：谭周胜 郑晓燕

3 日下午 1 时许，记者来到了市

城区介福东路一家大型餐馆。环顾

四周，显眼的位置都张贴着文明就

餐宣传画，“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文明用餐，节约惜福”“节约光

荣，浪费可耻”……这些提示牌无时

无刻都提醒着顾客要节俭用餐，为整

个餐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文明用餐

氛围。

“ 客 人 点 得 多 ，不 一 定 能 吃 得

好，有时候我们会根据人数提醒客人

少点菜、科学搭配，真正吃出美味、

吃出健康。”据该餐馆一名服务员介

绍，过去浪费很严重，特别是酒席，

很多剩菜都被倒进了泔水桶，甚至有

些菜还未被动过筷子，连很多服务员

看到都“于心不忍”。如今，在各级

部门和餐馆的大力宣传和引导下，很

多顾客的消费理念都发生了改变，按

需点餐、打包带回、文明用餐等餐饮

形式逐渐成为了顾客当今的消费习

惯，浪费的现象大幅减少。

随后，记者来到了市城区开善东

路一家餐馆看到，很多顾客都能做到

点餐适量，饭后基本能达到“光盘”

标准。一名食客告诉记者，“如今，

餐馆服务员在引导我们适量点菜、剩

菜打包的同时，也能提醒我们菜量足

够，这样一来，既达到了节约的效

果，又不在朋友面前丢面子。”

三十余年如一日
年轻小伙老成“师傅”

1985 年，唐鑫进入四川久大蓬莱

盐化有限公司盐厂参加工作。那时，

他还是名普通检修工，每天跟在老员

工身边观摩学习。“时间一晃，我都在

厂里待了三十几年了。”说起刚进厂的

那段时光，唐鑫颇为怀念，“当时我跟

着厂里的老师傅，学过焊工、钳工、机

修工、盐修工。经过三四年的磨砺和

学习后，才掌握了全厂设备的检修技
术。”正是凭着这股认真专研、吃苦耐
劳的精神，唐鑫取得了焊工操作证和
高级钳工等级证书，并先后获得四川
省技术能手、遂宁市首席职工、大英县
金牌职工等荣誉。现在，唐鑫所在的
维修小组共有 31 名员工，其中大部分
员工都是唐鑫一手带出来的徒弟，跟
他一起在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

“唐师傅每天都会把我们召集起
来，组织大家一起学习新技术，强化
安全意识，尽力保障整个厂的生产安

全。”记者从维修组中的一位成员口

中了解到，当发现组员工作不戴安全

帽时，唐鑫会对其进行口头提醒，甚至

让小组成员每天互相监督，严格遵守

厂里制定的安全行为准则，保障全厂

的生产安全。“组里的员工都是我的好

兄弟，我必须要把好工作的‘安全关’，

不能出一点意外。”唐鑫坚定地说。

脏活累活都干
“土专家”延续铁人精神

“无论厂里出现怎样急、难、险、

重的任务，唐鑫都是那个冲在最前面

的人。”四川久大蓬莱盐化有限公司

新厂维修组党委书记康朝波一边翻
开维修组工作任务记事簿，一边告诉
记者，唐鑫总是做完这项工作又忙那
项活路，不知疲倦、有用不完的劲，是
全厂著名的“唐铁人”。记者看到，在
维修组任务记事簿中，唐鑫的名字出
现得最为频繁，而他完成任务的时间
也经常是凌晨时分。“作为组长，你必
须得撸起袖子走在最前面，这样后面
的人才会跟上来。”唐鑫笑着说。

记者了解到，唐鑫是蓬莱盐化的

“土专家”，每年他向厂里提出设备

维修建议不少于 5 条。几年前，唐鑫

提出的“1 期盐 3 效循环泵泵壳用不

锈钢板衬里补漏”建议为公司节约了

1.5 万元。不仅如此，针对公司新厂

从 试 车 以 来 都 不 太 正 常 的 55t/h 锅

炉，唐鑫主动向公司请缨对其进行创

新改造。在近 5 个月时间里，他吃住

睡都在工厂里，最后终于成功解决锅

炉热效率、燃烧效率偏低问题，并且

创新了床下点火等多项技术，帮助公

司年创价值 1200 万元。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

是唐鑫一直坚持的观念。当下，面对

厂里盐电系统设备逐渐陈旧、老化、

腐蚀等原因导致设备性能下降、故障

频繁、检修量增大的现状，唐鑫告诉

记者，“我会一直将自己的本职工作

做好，尽力改良制盐设备，让它们少

出问题、多做事，在保障安全下发挥

最大作用。” （全媒体记者 田丽丹
实习记者 王瑞）

用实际行动诠释“舌尖上的美德”

文明餐桌重拾节约用餐新风尚
餐 桌 文 明 是 社 会 文 明 的

缩 影 ，是 城 市 文 明 的 重 要 窗
口，也是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
评体系的重要指标之一。近
年来，市食药部门仅仅围绕文
明 城 市 创 建 工 作 ，全 面 开 展

“文明餐桌”行动，在着力提升
餐饮业服务水平的同时，也大
力倡导文明消费新风。现如
今，“文明餐桌”行动已初见成
效，全市各餐饮企业、学校食
堂、机关食堂等都已全面参与
到“文明餐桌”行动中来，共同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餐桌文明作为文明城市创建一

项重要内容，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市

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作为

食药部门，更好地引导和宣传文明餐

桌行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据船山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船山区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成立了“文明餐桌行动领导小

组”，并协同、配合相关单位积极开

展“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为主题的“文明餐桌”行动，收到良

好成效。期间，船山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还印发了文明餐桌倡议宣传

画 1000 余份，在陶然大酒店、陶德砂

锅、明仁大都会酒楼、阳春巴人等规

模较大的餐饮店大厅摆设文明餐桌

行动告示牌，张贴“文明餐桌公约”，

并在餐饮店醒目位置公示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评定等级，营造文明用餐、

安全饮食的良好氛围。

该负责人还告诉记者，除了宣传

引导，船山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

组织了 11 家大型餐饮服务企业及 80
多家学校、幼儿园食堂业主开展文明

餐桌礼仪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动

员培训会，发出“厉行勤俭节约、反

对铺张浪费”倡议。同时，对 2016 年

评选的“文明餐桌示范单位”进行回

头看，将文明餐桌开展情况纳入日常

监管，加大对餐饮单位环境卫生、食

品采购、人员健康、餐具清消等检查

力度，将饮食文明和安全推向一个新

的台阶。 （全媒体记者 吕苗）

市民消费理念逐渐转型 文明用餐成为当今主导

开展“文明餐桌”行动 共同营造文明用餐氛围

餐馆内的醒目位置张贴着文明餐桌标语

唐鑫正在维修制盐设备

一生只从事一个行业，你能做到吗？
四川久大蓬莱盐化有限公司新厂维修组
组长唐鑫用实际行动给出答案。30 余年
来，唐鑫担当起“盐厂保姆”的特殊角色，
整天忙碌于高空补漏、循环泵大修、离心
机抢修等检修工作，确保工厂生产出一批
又一批的安全食盐……时光飞逝，随着四
川久大蓬莱盐化有限公司的制盐设备更
新了一批又一批，唐鑫手上的伤疤也愈合
了一道又一道，而唐鑫仍坚守在盐厂设备
维修组岗位上，发挥创新精神，为蓬莱盐
化奉献着激情和热血。

30余年坚守同一岗位
用行动书写“盐化”篇章

——记四川久大蓬莱盐化有限公司员工唐鑫

当前，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正如火如荼进行着。如何让这座

城市更加干净整洁，让市民心情愉悦

地漫步在清洁的城市？如何让这座

城市秩序更井然、面貌更清新，让居

民过得更舒心、更幸福……这是我市

“城市管家”——市城管局全体干部

职工常挂心中的大事。

今年以来，市城管局按照市委、

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对照“全国文明城

市测评体系”，结合职能职责及重点任

务分工，对市城区在城市管理中存在

的各类问题逐个进行“号脉”，对症下

药开出“药方”，破解城市管理难题。

找“病灶”精准排查到点到面

创建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市城管

局从直属大队、各城管分局抽调 6 名
执法干部，组建了局创建办。由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陈绍荣具体负责创建
工作。

从 2 月 25 日至 5 月 23 日，该局创
建办工作人员对船山区、安居区、遂
宁经开区、河东新区管辖区域的市容
市貌、环境卫生、城市建设管理、“牛

皮癣”小广告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排

查。发现各类问题 2252 处，其中船山

区 1406 处，安居区 234 处，遂宁经开

区 557 处，河东新区 55 处。

据了解，在城市建设管理方面，

路面、花池、雨污篦、路牌、果皮箱等破

损 226 处，绿化带破损、被践踏和需补

绿 149 处；在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方

面，报刊邮亭、爱心亭、果皮箱、通信电

力燃气等设施设备上覆盖清除不彻

底、张贴“牛皮癣”小广告约 2500 余

处。破损店招、广告牌 112 处。城区二

类街道、背街小巷、学校周边、市场等

坐商占道、跨店经营 342 处。社区卫

生死角、油污、暴露垃圾、杂物堆放、

衣物晾晒 670 处，其他方面 361 处。

开“药方”“对症下药”解难题

结合自检自查情况，该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陈绍荣定期组织召开研讨
座谈会，认真分析问题出现原因，寻
找破解问题的方法措施，对照创建标
准，逐一制定整改措施，限时完成。
先后集中组织开展了整治违章搭建、

占道经营、夜啤酒扰民等专项行动。

在集中整治的基础上，对“牛皮

癣”突出的富源路、蜀秀街、飞鸿街、

北兴街、利民巷、新民巷，城管队员随

身携带着工具，走街串巷，发现一处，

清理一处。

针对遂州路、滨江路、南环路、中

心商业区、德胜路、安居梧桐路等花

坛、地沟藏污纳垢，垃圾桶爆满未及

时清运等现象，要求船山分局增加清

扫人员、保证清扫时间，严格清扫质

量，对城区清扫保洁不留“盲点、死

角”，切实做到清运完全、除尘彻底。

对新市场周边、铁货街、幸福路、

金诚街、川中大市场等占道跨店经营

现象，加强管理和执法力度，实行定

岗、定时、定人固守，结合车巡和步

巡，尤其是早、晚高峰时段，进一步加

强日常取缔管控力度，坚决杜绝反弹

回潮，确保长效管理。同时，对照创

建文明城市的各项考核标准，市城管

局在市容环境卫生日常考评考核工

作中，提高了对各分局的考评考核标

准，加强了对环境卫生情况的督察。

（全媒体记者 高静）

5 月 27 日，大英县回马镇综合执法局授牌授印仪式在该

镇 政 府 5 楼 会 议 室 举 行 ，至 此 ，回 马 镇 综 合 执 法 局 正 式 成

立。该综合执法局将负责辖区内市容环境卫生、城乡规划、

城市绿化、市政公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综合执法工作。这

标志着遂宁市乡镇（街道）综合执法平台开始实质性组建，

是“扩权强镇”改革试点工作取得实效的具体表现，将进一

步提升全市的综合执法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形成“城乡一

体、上下联动、统筹发展”的综合执法新格局。

（全媒体记者 高静）

近日，市城管局举行全市城管系

统法制讲座，邀请王晓均律师为市城

管局全局干部职工，各区县、园区城

管执法（分）局分管领导、业务骨干

讲授了《行政处罚法》及城管实务等

涉及依法行政的法律知识。

讲座上，王晓均律师结合我市城

管执法系统的特点，从执法依据、执

法程序、法律文书和实务操作、城管

行政处罚案件应注意的几个方面以

及行政程序违法的表现等进行了讲

授。讲座上，王晓均结合涉及到城市

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及

地方法规，行政处罚法四项基本原

则，行政处罚的程序等分门别类为广

大干部职工进行了讲解，并在讲授结

束后为干部职工释疑解惑。

（全媒体记者 黄尧）

5 月 27 日上午，市城管局团委在

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晓华带领下，到

联系村大英县卓筒井镇蓄金村小学

开展了关爱留守儿童“心手相牵 快

乐成长”的青年志愿活动。

活动现场，他们向小朋友们致以

节日的问候，寄语孩子们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

守纪律、有上进心的好少年，长大后

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并为蓄

金村小学 13 名贫困孩子送去了文

具、图书、壁扇等礼物，把党和政府

的关怀与温暖送到了孩子们的心坎

里。同时，和小朋们友开展了别开生

面、活泼有趣的趣味游戏，与小朋友

们一起提前庆祝了一次愉快的“六

一”国际儿童节。

（全媒体记者 高静）

全市城管系统举行法制讲座

增强法律知识 促进依法规范执法

市城管局组织开展“六一”慰问留守儿童活动

为 13名贫困孩子送去节日礼物

记者获悉，在端午节假期，经开

区城管局坚持创建文明城市“百日攻

坚”不松懈，认真做好辖区内城市管

理工作，全力营造假期整洁、优美的

城市环境。

据了解，该局严格落实值班制

度，确保城管工作无空档。端午节期

间，克服人员少的困难，合理安排值

班人员，加强对人流量较大的重点地

段的巡查频率和巡查力度；积极开展

假日期间市容环境卫生秩序的文明

劝导工作。秉持城市管理“721”工作

法，重点对无证摊贩、占道经营、噪

音污染及非机动车乱停放等违章行

为进行整治和管控。共纠正坐商占

道经营 190 多处，劝离游商 300 多处，

规范乱停乱放非机动车 160 多辆，纠

正噪音扰民 50 余起，较好地保证了

辖区的市容秩序；加强违法搭建的巡

查管理力度。控违不放松，保持对袁

家坝违法建设及偷拉建材行为的严

密管控，同时加大对辖区内违法搭建

的巡查监管，确保假日期间无一例违

法建设。 （全媒体记者 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