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TV
加大巡查和复查频率
市民发现噪音可进行投诉反映

23 日晚上 9 时，船山区城管分局

凯旋路执法大队执法人员来到了市

城区天宫路，此时该路段多家 KTV 已

是灯火辉煌，歌声更是“如雷贯耳”，

整条街面显得较为吵杂。

随即，执法人员“兵分多路”，分

别对附近的 KTV 进行规范和劝导。

“老板，学生马上就要高考了，请你们

将声音调小，24点前必须停止营业，否

则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面对执法人

员的劝导，众多 KTV 老板纷纷将各自

店内的音箱设备音量调小，并不时向

顾客作出解释，其中不少顾客都表示

理解和支持。经过近 1 个小时的整治

和劝导，该街道噪音得到有效控制。

据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市

城管局将加大对 KTV 噪音问题的巡

查和复查频率，并根据近期市民投诉

的 KTV 噪音污染难点和热点问题进

行集中查处，做到整治有力度，投诉

有回音。对凡是在整治期间发现有

噪音问题严重、屡教不改的，将一律

严管重罚。市民如发现有 KTV 存在

噪音污染问题，可拨打 12369、12319
或 12345 热线电话进行投诉，各辖区

城管部门将及时开展治理。

夜啤酒
把好源头“脉象”
高考期间噪音扰民一律严惩

“老板，还有十几天就要高考了，

希望你为考生考虑一下，让你们的顾

客声音小点，我们随时会再来检查的

……”24 日晚 10 时许，市城区凯东路

的街道上，不少夜啤酒、烧烤摊点已

经在街道上摆放桌椅、餐具营业，期

间不少顾客的欢笑和谈话声响彻周

边。见此情形，城管执法人员立即要

求占道商家将街道上的桌椅全部搬

回店内，同时向夜啤酒商家告知了高

考期间禁噪事项，要求所有商家严格

按照规定文明经营，并做好顾客的解

释工作，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复习

应考环境。随后，城管执法人员还对

近期市民投诉的两家夜啤酒店予以

整治，噪音问题均得到整改。

“占道经营是导致夜啤酒噪音扰

民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及时管

控，会改善很多。”据市城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各辖区城管部门已

将占道经营和夜啤酒噪音问题这两

项整治行动进行了融合，全面把好源

头“脉象”。期间，执法人员将通过定

人、定岗、定责的方式，加大对夜啤酒

噪音扰民问题的治理。特别是高考

期间，凡是发现有夜啤酒噪音扰民现

象，将一律严惩不贷。

施工工地
源头管控施工噪音
不听“招呼”将予以严处

“马上要高考了，请你们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施工，不要产生噪音，影

响周边学生学习和休息，否则一律严

处。”25 日上午，在河东新区金域央墅

项目部，河东城管执法分局执法人员

向该项目部负责人进行高考禁噪宣

传。执法人员现场要求，施工从业单

位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强化文明施

工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为高考营

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我家的孩

子也是今年高考，这一点我深有体

会。”该项目部负责人表示，将严格按

照要求文明施工，绝不出现噪音。

当日，河东城管执法分局执法人

员还对辖区的中铁尚城二期麓苑项目

等在建工地进行了高考禁噪宣传，所

有在建工地负责人均表示积极配合。

据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按

照相关规定，在建工地施工时间为上

午 6：00—12:00，下 午 14:30—22:00，
而高考期间所有工地将全面停止施

工。届时，各辖区城管部门将实行 24
小时监管制度，市城管局将联合住

建、环保等部门，从源头加大对施工

噪音的巡查力度，凡是不配合的建筑

单位，将依法予以严处。

商业音箱
“劝退”噪音商家 80余户
近期将持续加大整治力度

“店铺到期，全场 8 折”……在市

城区中心商业区附近，不少商家为了

招揽顾客，纷纷使用音箱设备，使得

整个街区变得极为嘈杂。

25 日下午，在市城区遂州路与德

胜路交界处，记者看到有两家商家店外

均放有音箱设备，其中一家店外还有一

名销售人员拿着话筒不断招揽生意。

“马上要高考了，请你们把音箱

收捡了，不然将依法暂扣。”见执法人

员态度坚决，两家店铺的工作人员均

把音箱收捡至店内，并表示配合执

法，不再影响学生休息。当日，城管

执法人员还对市城区凯旋路、天宫

路、遂州路、三清街等路段进行了整

治，“劝退”噪音扰民商家 80 余户。

据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期，市城管局和各辖区城管部门将严

格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严控商业音

箱噪音扰民问题，并做好高考禁噪宣

传。对“顶风作案”的商家，将坚决依

法查处，绝不姑息。 （吕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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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正式启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只需 30分钟 号牌就能拿到手

社会 关注

“新能源号牌这么
‘酷’，选的号码也这么
好，我当然开心了！”28
日，在我市正式启用新
能 源 汽 车 专 用 号 牌 当
天，杨先生成为了我市
第一个拿到新能源汽车
专用车牌的车主。这也
标 志 着 我 市 正 式 步 入

“绿色、环保、科技”出行
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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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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城管局全面展开“禁噪护考”行动

为我市考生筑好“隔音墙”
市城管局加强建筑工地巡查监管

本报讯 近日，市城管局局长邱

晓华带领规划、建设监察大队相关工

作人员，随机抽查了船山区、河东新

区、物流港管委会的 15 个在建项目

规划实施、规范施工、房屋预售等相

关情况。现场约谈 1 起涉嫌违建的

项目负责人，立案查处 2 个涉嫌违规

建设项目。

邱晓华表示，规划、建设监察大

队要持续加大工作力度，坚持日常巡

查监管，及时发现和纠正违反规划、

施工、预售等相关法规的违法行为，

对逾期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坚决依

法从严查处，努力维护城乡规划建设

的严肃性，推进遂宁房地产市场规范

有序发展。 （吕苗）

新能源号牌以绿色为主调
号牌号码由 5位升为 6位

28 日上午 10 时许，在市交警支队

车管所的车检现场，已停有不少等待

上牌的新能源汽车。“这车牌确实好

看，而且办理起来也很快。”刚拿到新

能源汽车专用号牌的张先生说，他是

去年买的新能源汽车，车子上户后一

直是普通车牌，最近得知可以申领新

能源专用号牌后，他就第一时间办理

了申领手续，仅半小时就拿到了号

牌。

据市交警支队车管所相关负责

人介绍，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以绿色

为主色调，寓意绿色环保，其中小型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为渐变绿色，大

型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为黄绿双拼

色。与普通汽车号牌相比，新能源汽

车专用号牌号码由 5 位升为 6 位，即

由 省 份 简 称（川）+ 发 牌 机 关 代 号

（J）+序号（6 位）组成。同时，新号牌

还增加了二维条码、防伪底纹暗记、

激光图案等专用防伪技术，既可实现

区分管理、便于识别，又能彰显新能

源特色、技术创新。

新车多种方式申领号牌
办理过程仅需 30分钟

那么，新购置的新能源汽车专用

号牌如何申领呢？该负责人称，根据

国务院《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规划（2012-2020 年）》，新能源汽车主

要包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如要申领新能

源汽车专用号牌，车辆首先要符合这

三种类型。新购置的新能源汽车需

先到车管部门进行查验，待查验合格

后，凭查验单及保险、购置税完税证

明或免税证明等资料到市车管所或

各区县车管部门新能源汽车业务办

理专用窗口办理业务（区县车管部只

能受理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办理业

务，大型新能源汽车号牌必须在市车

管所办理）。受理完成，车主就到自

助选号机上扫描业务受理凭证上的

一维码，并从 50 个随机号码中选取一

个心仪的号码，而所选号码会迅速传

至号牌制作系统进行制作，整个新能

源汽车号牌办理过程仅需 30 分钟。

需要注意的是，全市所有申请办

理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的车主除了

可在市城区渠河路机动车号牌制作

发放点领取新号牌外，也可以选择邮

寄方式领取。

“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

理平台或“交管 12123”手机 APP 上选

择号牌号码会更‘灵活’些。”该负责

人告诉记者，通过互联网或 APP 方式

选号，除了可以随机选取号牌号码，

也可按照编码规则自行编排的方式

选择自己喜欢的号牌号码。

据悉，启用当日，市交警支队车

管所共为 30 余名新能源汽车车主办

理了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申领业务。

车主可自愿办理换领业务
号牌由制作点统一制作发放

那么，换领新能源车牌又有什么

要求呢？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已经领

取普通汽车号牌的新能源汽车，车主

可根据个人需求，按照自愿原则换领

新能源汽车号牌，也可继续使用原普

通汽车号牌。如需换领新号牌，车主

应当在办理该车业务前确保车辆无

查封、扣押、被盗抢、违法未处理、事

故未处理等情形，查验车辆后到车管

所通过公安专用网随机选号方式或

在互联网服务平台上通过计算机随

机选取方式选定号牌。而对于辖区

内转移登记或办理补牌业务的新能

源汽车车主，则必须要换领新能源汽

车专用号牌。

该 负 责 人 告 示 记 者 ，新 能 源 汽

车号牌是机动车号牌制度改革的又

一创举，仍旧延续号牌管理制度的

“ 三 个 统 一 ”原 则 ，各 区 县 皆 可 受

理 ，号 池 统 一 ，已 实 现 号 牌 现 场 制

作，由机动车号牌制作发放点统一

制作发放。 （吕苗）

本报讯“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

我母亲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出了事我

会后悔一辈子的。”这一幕发生在 5
月 22 日傍晚，当时一名中年人紧紧

握住两名城管执法人员的手，不断向

执法人员表达着自己的谢意。

原来，22 日晚上 7 时许，经开区

执法局嘉禾执法中队队员周晰和潘

东巡逻至市城区兴和东街"美好家园

"附近时，发现一名 9 旬老人遇到了

困难。经过询问，周晰和潘东得知，

这名老人因患有中风失语后遗症，从

河东独自一人来到老城区，一时找不

到回家的路，心里非常着急。随即，

周晰和潘东通过老人上衣口袋中的

电话册联系到老人的一位邻居，并通

过邻居找到老人儿子的电话。最终，

在两名城管执法人员的帮助下，老人

成功与家人取得了联系，随后被城管

执法人员安全送回了家中。 （吕苗）

9旬老人傍晚迷路 城管送回家

本报讯 近期，蓬溪县城管局积

极开展专项治理行动，着力解决户外

广告店招违规设置和违规占道经营

行为等“老大难”问题，取得明显成

效。

据悉，蓬溪县城管局在清理城区

违规设置户外广告及店招店牌方面，

共清理破旧广告牌 16 块、违规设置

店招店牌 23 处；清除存在安全隐患

的废旧招牌灯箱 15 个、无业主广告

及店招 13 处。在占道经营专项整治

方 面 ，教 育 引 导 游 商 入 市 经 营 856
起，劝导坐商归店经营 523 家，清理

奎阁广场占道经营茶馆 30 家，清除

石墩 386 块、棚伞 14 把、雨棚 17 个；

清理“回归”园占道棚伞 29 把，拆除

违章搭棚 3 处。在引导违规占道经

营建材商家定点规范经营方面，发放

整改通知书 35 份，引导建材商家到

“亿联”家居广场定点规范经营。在

夜市违规占道经营行为集中治理方

面，纠正坐商 178 起，游商 316 起。

据蓬溪县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期，蓬溪县城管局将持续加大

对城市环境秩序的治理，为市民营造

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吕苗）

蓬溪县城管局治理城区“老大难”问题见成效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
来临，为了给广大考生营
造一个安静的学习和休
息的环境，近日，市城管
局根据市委、市政府重要
中心工作要求，提前“把
脉”城市噪音污染，通过
“白+黑”的管控机制，加
大了对施工工地、KTV、
夜啤酒、商业高音设备等
噪音污染源头的治理，打
响了今年我市高考禁噪
执法行动的“第一枪”。

今年 3 月，多家媒体报道了“市

城区新增 10 座环卫工休息室，预计 4
月底投入使用“的新闻。昨（29）日，

记者走访却发现，市城区的多座环卫

工休息室仍未投入使用。是什么原

因导致该项目没有如期使用？对此

记者进行了调查。

记者调查
10座环卫工休息室
未投入使用成“摆设”

5 月末的夏天，骄阳开始发威，

不少市民都开始往空调屋里钻。然

而，一些的热心市民却发现，之前承

诺 4 月底正式投入使用的环卫工休

息室，并还没投入使用。“之前报道

说得那么好，环卫工人一天又那么辛

苦，作为一项惠民工程，怎么能虎头

蛇尾呢？”对此，不少市民表示质疑。

5 月 29 日上午，本报记者对船山

区环卫工休息室使用情况进行了走

访了解。在市城区嘉禾桥十字路口

的一座休息室，记者看到，休息室的

房门紧锁，透过窗户可以发现，休息

室中放着饮水器、简易桌椅等工具，

但却没有投入使用的迹象。附近的

一些环卫工人也表示，未曾使用过该

休息室。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市城区开善

路渠河路口、裕丰园、锦华公司等多

处环卫工休息室，发现情况大致相

同：休息室的设施未配备齐全，也未

投入使用。

部门说法
缺少电源接入口
将尽快投入使用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环卫工休息

室的管理单位——船山区城管执法

分局环卫所的相关负责人。

“目前，我们有 3 座环卫工休息

室已基本完工，并可以投入使用。”

在该负责人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位

于市城区滨江路下穿隧道及中心商

业区的 2 座环卫工休息室，发现休息

室的空调、微波炉、饮水机等已经配

备齐全，但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这 3 座休息室也是最近才通电

的，目前，还有 7 座休息室因为缺少

电源接入口，而没法投入使用。”该

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向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进行了请示，现在也拟

定了关于环卫工人休息室接电的函，

准备请求船山供电公司的支持，争取

尽快让环卫工人有个休息之所。

对此，本报也将继续关注。

10座环卫工休息室
为何迟迟不使用？

船山区城管执法分局：大部分休息室缺少电源接入口 已
多方协调尽快投入使用

为改善环卫工人工作环境，让环

卫工能在严酷环境下纳凉驱寒、拥有

卫生的饮水就餐地点，在爱心企业的

支持下，船山区城管执法分局在市城

区添置了 10 座内部设备齐全、功能

完备的环卫工休息室。

对于这项“福利”，环卫工人们拍

手欢迎，所有的市民，也都支持点赞。

然而，酷暑即将到来，说好的 10 座休

息室却因没电没有投入使用。不得不

说，这是一个让人尴尬的问题。

作为一个民心工程，一个惠民工

程，越早越快的让环卫工人享受到福

利，是政府部门应尽的义务，也是不

可推卸的责任。希望相关部门主动

点、积极点、尽快行动起来，让环卫

工休息室能够早日成为环卫工人的

暖心房。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实习生 王
颜冰芳）

——·记者手记·——

惠民便民工程应尽快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