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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建设全省特色工业示范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全省公园城市示范区

这里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城市，她精致、秀美；这里是我们用心呵护

的家园，她干净、整洁。

今天的安居，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空气更加清新，百姓生活更

加便利……这些变化，折射出安居区积极推进国卫复审工作取得的阶

段性成果。自开展国卫复审工作以来，安居区各级各部门按照“依法管

理、便民利民、多元共治、标准量化”工作要求，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城

市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城市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有效改善了人居环

境和形象品位，得到省检组一致好评，获得群众纷纷点赞。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高市民文明素质

增强群众环保意识
众手扮靓宜居家园

“环境是我家，卫生靠大家，让我们积

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

边做起，人人争当环保卫士，让天更蓝，

水更清，树更绿，路更洁……”进入 6 月，

几 场 大 雨 ，给 玉 丰 镇 陈 坝 村 的 山 乡 增 添

了 满 眼 绿 景 。 车 行 乡 间 小 道 ，村 庄与绿

景、山石交相辉映，舒展出一幅美丽乡村新

画卷。

“真没想到，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农村，

经过政府一番精心整治，村里房屋漂亮，公

路畅通，环境优美，生活更加安逸了。”日

前，陈坝村村民王小丽谈及改善人居环境

整治给她家带来的变化时，欣喜之情溢于

言表。

这些变化得益于陈坝村在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中开展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行动。

小到僻静的羊肠过道，大到行人来来往往

的主要街道，近到家门口的边边角角，远到

与邻村交界处的犄角旮旯，村里村外的陈

年垃圾、生活垃圾都被及时清运，街道和庭

院也清扫得干干净净，打造出了无村际交

界线差异的整洁乡镇。

“卫生大扫除”让老百姓告别脏乱差，

村容村貌的改善更是为全村的整洁环境加

分不少。陈坝村结合旧村复垦、“两违”清

理等工作，推进村内危旧房屋治理，拆除临

时搭盖，通过投入资金，完成自来水、路灯

安装、电网改造和管线下地工程建设等，使

“旧貌”复“新颜”。

有了“面子”，更要“里子”。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中，陈坝村把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明村镇创建的灵

魂，推进移风易俗、遏制农村陋习，大力培

育新型农民、培育优良家风、培育新乡贤文

化。同时，陈坝村还着眼于大文化建设格

局，举办一系列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等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出新时代农民

的先进模范人物、组建起“四会”组织……

2017 年该村成功创建省级“四好村”以及

市、区级文明村，初步建成农民安居乐业、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幸

福美丽新村。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第一场硬仗。今年来，安居区各乡镇不

断整合资源，强化措施，大力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打造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安定和谐的乡村

人居环境。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提升城市环境和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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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区加强对城区夜市乱

象集中整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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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遏

制。

“这些箱子不能放在门外，收到门店内

去！”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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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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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卫复审期间，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还主动与公安、市场监管等部

门开展联合执法，共发放夜市摊点整改通

知书 40 余份，协调解决问题。

三分抓，七分管。为保证整治成果，针

对市容管理的特殊性，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实施错时上班制度，加大对非工作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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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人

员放弃休息，进入“白加黑、五加二”工作模

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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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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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升

安居区城市环境和品位。

全民参与共建共享
掀起国卫复审工作高潮

国卫复审工作的开展好比是城市“肌

体”的自我更新和完善，而群众就是城市脉

络中的血液。正因为有他们不断地输入营

养、排出垃圾，城市“肌体”才得以实现这种

更新和完善，焕发出无穷活力。

在公共场所，国卫复审的宣传标语随

处可见。在城区各十字路口，也随时可以

看到推进国卫复审宣传牌，建筑工地、空闲

地的墙上还有国卫复审宣传画，公交车、出

租车上更是每天滚动播放国卫复审宣传标

语。媒体开设了国卫复审工作专栏，大张

旗鼓开展宣传，引导市民人人争当国卫复

审的监督员。

从机关到企业，从部门到社区，从家庭

到个人，大家纷纷行动起来，关注国卫复

审、支持国卫复审，用行动推动国卫复审。

走在街头，市民主动清扫垃圾、清除“牛皮

癣”的行动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各类店

铺，店主打开店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店

内和门前卫生。“作为普通市民，自己虽出

不了大力，但做好门前‘三包’、养成良好的

卫生习惯、不乱丢乱放垃圾就是对国卫复

审工作的支持。”三十米大街一家水果店老

板张海如是说。

曾经“灰头土脸”的城市因国卫复审变

成了越来越美的宜居之城，而与城市面貌

一起“脱胎换骨”的还有市民不断提高的健

康意识、卫生意识和文明意识。

国卫复审工作不仅是一场为民务实的

“赶考”，更是一场为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全民战役。城市的进步和成长

只有新的起点，而永无终点。构筑青山绿

水的美好安居，我们永远在路上。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全民共建青山绿水美好安居
——安居区积极推进国卫复审工作纪实 柔刚街道办事处推进国卫复审工作

配合打好迎国卫复审工作保卫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老年人，请你们

把菜移到黄线以内！”“请把东西挪到规定的地方，

垃圾不要乱扔，放在一起，保洁人员马上来清扫

……”8 月 20 日，摄氏 37 度，柔刚街道办事处工作人

员顶着烈日，对安居区经纬市场进行了专项整治。

这是该办事处大力推进国卫复审工作的一个缩影。

当前，我市正处于国卫复审的关键时刻，为巩固

创建成果，做好迎审工作，柔刚街道办事处全力投

入，不断强化市容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着力提

高辖区环境卫生质量，营造整洁优美的居住环境。

工作人员深入各社区，查看重点区域卫生整治

情况，对发现的问题，要求立即整改到位。对重点

难点区域组织人员集中整治，清理卫生死角，整治

背街小巷、房前屋后、花坛草坪，劝导坐商归店规范

经营，对非机动车辆进行规范文明停车，劝导文明

晾晒等。同时，以网格为单位，联合联系部门工作

人员，共同清理垃圾、整治难点、宣传发动，着力改

善城乡环境面貌，营造浓厚迎检氛围，确保辖区时

时干净、处处整洁、群众满意。

柔刚街道办事处干部职工高度重视国卫复审工

作，在迎检的冲刺阶段，召开各类工作会议，梳理出

辖区内国卫复审工作存在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再次

对 G318 线城区段道路两侧未硬化、占道经营现象较

多、部分店招店牌欠规范等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对

城中村及城乡接合部加强保洁工作，取消所有旱

厕，尽量不让卫生死角存在；对农贸市场及便民引

导点周边环境进行管理整治，加强日常保洁和规范

管理，加派人员进行全天候无缝隙清扫，对市场内

产生的垃圾由以前的一日一清运变为一日两至三

次清运，不让垃圾长时间堆放在市场内。同时，协

同相关部门，对“六小”行业加强管理，查验证照，检

查“三防”设施是否到位；会同交警、综合执法局等，

对辖区“僵尸车”“牛皮癣”等进行清理整治；进一步

加强对老旧小区的日常管理工作；组织社区工作人

员对河道沿线加强管控，清理淤积物等，让辖区环

境得到改善。

柔刚街道办工委书记杨龙表示，国卫复审工作

迫在眉睫，街道办干部职工都全力以赴做到“五到

位”“四督查”，即：思想认识到位、宣传教育到位、监

管到位、清扫精细化到位、资料台账规范到位；街道

对社区督查、社区对所辖小区院落督查、街道和社

区对物业公司督查、物业公司对保洁人员督查。所

有干部职工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全力以赴、通力配

合打好迎国卫复审工作保卫战，确保圆满顺利。

安居区开展联合执法对全区餐饮企业进
行专项检查

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8 月 15 日—16 日，

区商务局、应急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消防大队、综

合执法局、住建局、柔刚街道办、凤凰街道办等相关

单位组成联合执法组，对全区餐饮企业进行为期两

天的专项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

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谁主管谁负

责”和“属地责任”的要求，结合区委、区政府的相关

指示，对滨江南路沿线、金山外滩、玉丰镇和东禅镇

等地的餐饮企业进行了检查，重点检查各餐饮经营

单位是否登记注册，特种设备、食品安全、生鲜肉类

是否合格；检查了各企业消防设施设备运行、维护

保养情况、燃气、水等使用情况；详细查询了各餐饮

企业泔水处理情况及其台账；对证照不全、未建立

台账的单位加强引导，督促其做好办证工作，规范

企业有序经营，强化落实了食品经营者主体责任。

通过随机抽取、倒查方式，检查索证索票和进货台

账记录是否真实、齐备；在检查的过程中进一步加

强了食品安全卫生宣传教育，对存在相关方面问题

的企业，均现场责令限期整改。此次专项检查促进

全区餐饮企业进一步增强了安全意识，全力防控风

险确保平安。

顺安社区整改安置小区监控系统

天眼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看到了，看到了，

都看到我们门外头那里了！”8 月 20 日下午，骄阳似

火，在顺安社区陶家湾安置小区，监控系统安装技

术人员张杰正在调试整改后的监控系统，小区的住

户纷纷在监控屏幕上查看是否能看到自己家门周

围的场景。

据了解，陶家湾安置小区曾经安装过监控设

备，以前主机安装在门卫室楼顶，长年风吹雨淋，有

时候雨水过多形成积水，将监控设备主机淹没，最

终导致设备被损毁，小区便成了没有监控设备的小

区，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居民意见较大。

今年 8 月，安居区柔刚街道办事处通过政府购

买形式，确定了成都一家监控设备公司对陶家湾小

区监控设备进行整改。此次整改共投入资金四万

余元，为该小区重新安装了 32 台监控设备，设备调

试成功投入运行后，将全覆盖顺安小区 1—3 期的

16 栋楼房，为小区 2000 多居民提供安全保障。柔刚

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主任唐华虎介绍，设备调试完

毕后，将再次进行查漏补缺，看是否有未监控到的

区域，在未监控到的区域将增加监控设备，保证全

面覆盖不留监控漏洞，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保

障，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今年，我市将迎来国家卫生城市第三

轮复审。

近日，安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按照总

体部署，结合城市管理工作实际，统筹安

排，积极主动，放弃休息，采取“白加黑”工

作法，加强辖区街面管理，从组织、人员、责

任进行“网格”管理优化，全力打好“国卫复

审”攻坚战。

近段时间以来，安居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对照国卫复审标准，在安居城区范围内

开展了各类市容整治，重拳整治各类市容

突出问题。八月以来，累计规范跨店经营、

占 道 经 营 4800 余 次 、规 劝 流 动 摊 贩

320 余 人 次 、现 场 制 止 无 证 占 道 装 修 5
起、无证占道宣传 15 起、规范非机动车乱

停放 1800 余次、清理“牛皮癣”2400 余处、

拆除破损灯杆广告、店招、横幅 70 余幅。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成立了以局长任组

长的迎检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强了对

迎检工作的领导、明确了工作责任和任务

分工，制定迎接复审实施方案，结合城管工

作实际，将辖区街面管理工作从组织、人

员、责任进行“网格”管理优化调整，对街面

城市管理任务进行细化明确，充实了重点

时段、地段执法力量，建立健全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组织网络体系、责任网络体系、

督查网络体系，从而确保了辖区城市管理

不留死角。

不断加强农贸市场周边、学校周边、滨

江路、三十米大街、二十四米街、安居大道

沿线以及背街小巷流动叫卖、占道经营、

“牛皮癣”、夜市烧烤等市容市貌专项整治，

并保持常态长效；加大清扫保洁力度，增加

道路普扫次数和密度，及时清理背街小巷、

城乡接合部、空闲地等死角垃圾，组织专人

开展道路扬尘治理，对护栏、垃圾箱、果皮

箱及时擦（冲）洗干净，做好垃圾箱设置点、

垃圾转运站工作。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不断提升精细化作

业水平，对垃圾产生量特别多的点位重点

“关注”，垃圾清运改变以往一日一清的模

式，调整为全天不定时清运，严控控制垃圾

桶满溢的现象。

同时开展垃圾桶专项整治，确保垃圾

桶完好无损，干净整洁。还合理调配督查

人员加班加点，分“早、中、晚”三个时间段，

对晨扫作业完成率、无缝连接时间段、晚班

人员到岗率进行专项整治，做到全区域、全

方位、全覆盖保洁监管无缝隙。对城区主

要街道破损公益广告督促更换，非机动车

辆停放黄线颜色暗淡的全部全新涂画，以

规范非机动停放。

在整治的同时，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还

加大宣传，营造迎检舆论氛围。开展进居

民、进商户、进企业等活动，安全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相关知识，提高居民创卫意识。

“国卫复审迎检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

从 8 月中旬起，我们所有队员全部加入国卫

复审迎检工作。采取提前上班，推迟下班的

方式，每天凌晨五点多执法队员便到岗了，

晚上巡逻至深夜，全面确保每个时段都有队

员在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谭友林告

诉记者，该局不断充实一线执法力量，在做

好日常整治的同时，逐步推进精细管理标准

化、数字管理智慧化、空间管理网格化、执法

管理规范化、巡查监管常态化，巩固好国家

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为全市国卫复审工作贡

献一份力量。 （全媒体记者 黄焱）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全力推进国卫复审工作

全力以赴打好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迎检攻坚战

“稻草乡宜宾燃面”
油烟严重影响城市形象
安居区兴业路 198 号“稻草乡宜宾燃面”餐馆，厨房后面油烟顺着烟筒

和墙壁四溢下流，长期形成的油垢难闻又难清理，危害居民身体健康，影响

市容市貌。

油烟具有量大、面广、低空扩散性强等污染特点，油烟附着物增大打扫

环境者的负担，严重损害卫生城市形象。 （全媒体记者 黄焱）

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将非机动车辆停放黄线颜色暗淡的全部全新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