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换位思考 展示文明执法新风貌

创国卫，是为了提升城市环境和品位，

必然会触及部分人的利益。该局坚持以人

为本，依法治区，最大限度保障老百姓的利

益。在当晚的整治中，执法人员来到三十

米大街时，一夜市门店正在安装桌椅。看

到执法人员经过，店主赶忙出来，“多亏了

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的引导和帮助，我现

在有了固定店铺，再也不用到处奔波了。”

原来，1 个月前，该店主还是一名流动摊

贩，在国卫复审工作开展后，他因占道经营

妨碍交通收到了限改通知书，看到通知书，

他一筹莫展。工作人员在劝导中帮他多方

打听帮他寻找合适的店面，为其解决经营

场地问题。

“我们要求执法队员在执法过程中，坚

持文明、规范、严格、公正，学会换位思考，

刚柔相济，动之以理，晓之以情，展示文明

执法精神风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谭友林

表示。在国卫复审期间，该局还主动与公

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街道联合执法，共发

放夜市摊点整改通知书 40 余份，协调解决

问题。

疏堵结合 提升城市环境和品位

三分抓，七分管。为保证整治成果，针

对市容管理的特殊性，该局实施错时上班

制 度 ，加 强 对 非 工 作 时 间 段 巡 查 管 理 力

度。早上 6 时，进入工作状态，夜间常态化

管理延时到次日零时，全体队员放弃休息，

进入“白加黑、五加二”工作模式。“实行错

时上班，工作量增大，队员上班时间延长，

管理成效也显著提高了。”该局执法大队副

大队长、凤凰中队中队长杨波称，当晚开展

的夜市“突袭式”专项整治，局领导也深入

执法一线检查，努力克服人员、设施等不足

的情况，提高工作效率。共出动人员 30 余

人 /次，出动执法车辆 3 台 /次，针对投诉较

为严重的区域开展专项治理，责令金山外

滩、头陀寺广场夜市烧烤店 5 家归店经营，

不得占用公共场所堆放桌椅、灶台等杂物。

同时该局还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建

立“局领导包队指导，执法人员定岗定责”

工作机制，实行“白加黑，五加二，朝六晚十

二”工作制，不断强化行政执法力度，积极

开展摊点夜市等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谭友林称，城市管理工作任务繁重，夜

市管理矛盾更大。为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

消费环境，该局一直积极探索建立长效管

理机制，对夜市摊点疏堵结合，在满足市民

需求与不影响市容秩序之间找平衡，“我们

实行定人定岗工作制，加强对城区菜场、学

校周边及其它重点路段的日常巡查，加大

执法力度，对违规行为发现一处、查处一

处，提高执法效果，防止反弹。此次对夜市

进行‘突袭式’专项整治，也是建立长效管

理机制，促进夜市有序经营，不断提升安居

区城市环境和品位。”（全媒体记者 黄焱）

区交警大队积极开展整治统一行动

坚决防止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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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坚决防止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

生，从今年 4 月起，区交警大队部署强化对

全区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工作的安排

部署，确保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集中开展源头安全隐患清零行动

“要加强组织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切

实增强企业主体责任压力，督促企业定期

消除安全隐患。”日前，区交警大队积极联

合交通运输等职能部门，深入重点企业、农

村道路危险路段、事故多发路段开展“拉网

式”安全隐患排查。重点对企业运输安全、

路口、坡道、低洼路段、主要路段周围村庄

的出入口等地段进行逐一登记，对排查出

的交通安全隐患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并督促

落实整改，对暂时不能整改到位的，及时增

设交通安全警示标志，增派警力加大巡逻

管控力度。

“针对农村地区代步工具多为摩托车、

电动车、三轮车、微型面包车，我们组织民

警通过入户走访的方式对各家各户的车辆

落户、上牌、检验、保险、驾驶证等信息进行

摸底排查，将排查情况形成台账资料。”区

交警大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对发现的未落

户的“黑车”达到报废标准仍上路行驶、逾

期未检验、无证驾驶机动车等安全隐患，对

当事人进行教育并整改，确保事故隐患得

到及时消除。

强力开展路面秩序净化行动

“全体民警充分认识到当前道路交通

管理工作的严峻形势，认真做好分析研判，

合理部署警力，坚决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

事故。”区交警大队结合事故预防工作，科

学安排勤务，全面强化对辖区国道 318、省
道 206 线、遂乐路等重点路段的巡逻管控，

提高路面的管控率和覆盖率，消除路面动

态安全隐患。

同时，大队还充分发挥乡镇交管办及

临时执勤点的作用，采用固定值守勤务的

模式，加强对 7 座以上农村面包车、长途客

车、旅游包车、危险品运输车的检查力度，严

格落实“六必查”的措施，坚决防止交通违法

车辆驶入辖区重点路段。按照《2019年酒驾

醉驾违法犯罪行为整治行动方案》的要求，

采取多项有效措施，深化酒后驾驶违法行为

整治行动，加大酒后驾驶查处力度，努力减

少因酒后驾驶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

广泛开展强化宣传提示行动

记者了解到，区交警大队还通过加强

民警执法安全教育，切实从根本上克服麻

痹思想，始终把自身的安全防护摆到重要

位置，日常工作时刻牢记安全不放松。

“通过组织执勤民警认真学习恶劣天

气交通管制预案，熟练掌握工作要求，明确

各自岗位、职责和任务，提高快速反应能力

与实战能力。”在查纠违法、紧急救护中，执

勤民警严格按规范程序运作，设置必要的

警示牌，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和执勤民警意

外伤亡。

同时，区交警大队还利用电视台、LED
显示屏、手机短信等媒体平台，广泛宣传超

速行驶、客车超员、疲劳驾驶和酒后驾驶等

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进一步提高广大驾

驶人的交通安全意识；根据天气变化，与气

象部门紧密协作，第一时间掌握辖区天气

状况，及时向群众发布安全行车提示、天气

状况、路况信息，让交通参与者提前做好安

全防范工作。

此外，区交警大队还积极借助“七进”宣

传活动，深入学校、企业、社区等广泛开展

面对面宣传，提高广大群众安全意识。利用

遂宁日报、安居周刊、“双微”平台等媒介，曝

光典型违法案例，邀请媒体随警作战，提高

交通宣传覆盖面，扩大社会影响力，营造和

谐交通氛围。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为进一步深化禁毒宣传工作，增强群众的识毒

拒毒防毒意识，提升广大群众参与禁毒战争的积极

性，5 月 10 日上午，玉丰派出所联合镇政府积极开

展禁毒宣传活动。活动中，民警通过现场宣讲典型

案例、发放宣传资料、小礼品等形式向辖区群众介

绍了毒品的危害和禁毒的意义，重点向群众讲解了

常见毒品和“新型毒品”“合成毒品”的种类、特征

及其严重危害性，切实增强了群众对毒品及其危害

的认知，最大限度增强了自身“识毒、防毒、拒毒”

能力。同时号召广大群众要积极参与到禁毒战争

中来，积极提供涉毒信息，切实为创建平安家庭和

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 摄

玉丰派出所开展禁毒宣传

区人民检察院

社区出庭禁酒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日前，区人民检

察院指派检察员前往安居区三合碑社区便民服务

广场出庭支持公诉高某某涉嫌危险驾驶罪一案。

本案系被告人高某某酒后驾驶机动车从横山镇

驶往遂宁市时，与陈某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 (承载徐

某某和田某某 )相撞，致徐某某、田某某受伤，两车

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认定，

被告人高某某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经鉴定，被告

人高某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201.6mg/100m1，属醉酒

驾驶机动车。

在庭审中，公诉人通过全面客观的举证质证 ,被
告人高某某当庭表示自愿认罪认罚，流下了悔恨的

泪水。同时，公诉人发表了关于危险驾驶罪的成

因、危害和后果的公诉意见，为旁听群众上了一堂

深刻生动的法治课，完成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有机统一。法院当庭宣判：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

人高某某犯危险驾驶罪的事实、罪名成立，被告人

高某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 2 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 2000 元。

庭审结束后，不少旁听群众表示：“真的不划

算，为了喝口酒，要进去坐 2 个月牢。我以后要听检

察官的劝告，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区司法局

验收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为进一步推进规

范化司法所建设，5 月 7 日，区司法局组成验收组，

前往东禅等 4 个司法所进行规范化司法所建设情况

验收。

验收组一行先后来到石洞司法所、东禅司法所、

大安司法所、马家司法所，对司法所的业务用房、标

识标志、制度上墙等情况对照省厅规范化建设的要

求进行了检查验收。

验收组对此次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给予充分肯定

并指出，下一步，要加快这各个司法所电脑、打印机

等办公设备的采购，尽快把建成的司法所投入使

用，切实发挥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职能，努力为安居

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安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夜市“突袭式”专项整治

告别脏乱差 夜市大“变脸”
“这些箱子不能放在门外，收到门店

内去！”5 月 9 日晚，安居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开展了一场“突袭式”专项整治，对全城
区内的夜市进行了拉网式检查。为加强
城市管理、规范夜市饮食摊点经营秩序，
在今年国卫复审迎检期间，安居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制定了“五统一、一规范”的管
理办法，全面开展了夜市治理工作。

炎热夏夜，约上三五好友，到夜宵摊
吃龙虾、烤串、喝酒……这是不少市民的
夜晚消遣方式。然而，这些一度时期占
道经营的摊点，不仅影响行人和车辆通
行，产生的噪音、油烟还严重影响周围居
民的休息。今年以来，安居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对城区夜市乱象进行集中整治，
并取得一定成效，城区夜市摊点已全部
规范，占道经营、出店冒店经营和夜市影
响居民生活的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安居区

开展养老服务专题培训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黄焱）为进一步加强敬

老院管理服务工作，提升供养对象的幸福生活指

数，近日，安居区民政局邀请来自省民政厅社会救

助处相关工作人员和眉山市仁寿县合家欢养老院

院长，对全区养老工作开展业务培训。

专题培训要求全区民政工作人员和社会工作者

要高度重视养老工作，要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勇于面

对存在的问题，要转变工作作风，狠抓工作落实。

要进一步提高工作认识，加强敬老院建设和服务管

理，保障特困对象的基本生活权益，是提升服务质

量的有效途径，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也是各级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必然要求，各个

乡镇、敬老院管理人员要充分认识，加强敬老院服

务管理工作的意义，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开

展各项工作。

5 月 9 日，在母亲节来临之际，安居融兴村镇银

行开展了母亲节感恩大行动。当日上午，在安居融

兴村镇银行琼江支行，开展了系列温馨活动，让安

居的母亲们过了一个愉快的节日。琼江支行为参

加活动的市民们讲解了反假币、反诈骗等金融知

识。邀请了医院、美发店、足浴城相关工作人员，让

老人们免费参加常规体检、剪发、浴足按摩等。老

人们还在该行的温馨墙前拍照留影，纪念这个美好

的日子。

据介绍，该行开展此次活动，是将人性化服务理

念导入银行传统服务中的方方面面，通过积极优化

品牌接触点，让客户亲身体验有温度的服务，问候

更加亲切，服务更加贴心。

全媒体记者 黄焱 摄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黄焱）安居区住

建局高度重视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近

日对建筑行业和市政公用设施等各个环节

进行了重点隐患排查，切实落实安全责任，

严防事故发生。

该局首先紧盯在建工地安全生产，严

格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责任体

系，组织质安站开展清明节安全生产大检

查 1 次，重点整治高处坠落、起重设备等专

项隐患，目前，累计派出 100 余人次，对全

区 15 个重点建设工地进行了抽查，排查隐

患 20 余处，基本完成整改。

该局同时强化公共设施安全，加强对

燃气、供水安全的监管，4 月 1 日，该局已组

织自来水公司对我区城乡用水进行了抽

样，并送至专业机构进行水质监测。要求

燃气公司对城区燃气管网的一季度隐患排

查，为下一季度的安全工作打好基础。

该局严把农村住房安全关，切实抓好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危改

施工现场的质量安全巡查指导与监督，对关

键施工阶段进行技术指导，截至目前，共组织

排查危房 50余户，已督促其及时采取措施完

成整改，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安居区住建局打好安全生产“组合拳”

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安居融兴村镇银行

开展母亲节感恩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