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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更优美 道路更畅通 秩序更井然

市区市容环境专项整治成效显著
5 月 12 日，周六，热闹的市区街道，
依然环境优美、道路畅通、秩序井然。
上午 10 点，
笔者走在市区公园路，
一
路走来，
几乎每个路口都有交警忙碌的身
影，
城管队员、
市容秩序员不厌其烦地来回
巡查，
路边电瓶车、
自行车有序停放，
原来
常见的门店超门窗经营、
道路私设缘石坡
等现象已近消失。
而公园路呈现的此番景
象，
只是市区市容环境面貌不断向好的一
个缩影，
这样的喜人变化，
得益于为期两个
月的市区市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
为全力提升市区市容环境秩序，推
动创建国家文明城市进程，2 月底，市城
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出了“开展市区
阶段性市容环境专项整治”的通知，剑指
市区门店超门窗经营，机动车、非机动车
乱停放，道路私设缘石坡等四大顽疾，并
明确了城管局、公安局、住建局及汇龙
镇、开发区、南、北街道办等相关单位的
工作职责。通知下发后，各职能部门闻风
而动，
相关整治行动随之展开。
管理越来越科学与严格，是很多市

民、店家的共同感受。各职能部门如火如
荼地参与到市容环境专项整治中，路上
多了不少交警、城管队员、市容秩序员、
市政园林工作人员，他们穿梭在市区的
主要路段、大街小巷，对长时间违规停放
路边的汽车贴单处罚，对不遵守交通规
则的行人进行劝阻，对超门窗经营的店
家进行教育并帮助整改，将道板砖上停
放得杂乱无章的电瓶车、自行车一辆一
辆摆放整齐，又或与路边私设缘石坡的
店家沟通，并夜以继日地进行破拆清理。
同时，启东数字城管积极响应，要求
信息采集员对市区范围内的门店超门窗
经营，
机动车、
非机动车乱停放，
道路私设
缘石坡等违章行为进行重点采集上报，
再
通过数字城管平台快速派单至相关部门
进行处置。
经统计，
专项整治期间，
城管局
处置超门窗经营 255 件，
公安局处置市区
重点路段机动车乱停放 646 件，
住建局清
理道路私设缘石坡 135 处。由此，城市环
境更加优美，道路更为畅通，秩序更显井
然，
社区更加文明。
（施水艳）

超门窗经营整治中

创建文明城市再次吹响“集结号”
5 月 3 日，市城管局召开创建文明城市推
进会，决定在保持和延续前两个月市容环境
专项整治成果的基础上，再开展为期一个月
的市容环境突击整治行动，力争在盛夏到来
前，为广大市民群众营造一个更为“整洁、有
序、精致、细腻”的城市环境，从而为创建国家
文明城市作出城管应有的贡献。
推进会要求各中队采取“统一行动、分区
划块、分工负责、堵疏结合”的方式将创文标
准落实到具体的整治重点行动之中。即重点
防范与整治城区主次干道超门窗经营、占道
作业等行为，加强对长期店外经营户的管理
和查处力度；重点查处乱摆乱挂行为，坚决制
止主次干道临街店铺擅自在人行道上摆放物

品和沿街吊挂、晾晒、悬挂条幅等不文明行
为；重点规范管理主次干道两侧原有的摊亭，
确保周边秩序良好、环境整洁；重点取缔主次
干道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和污染环境的流动摊
点、夜宵摊、烧烤摊、
“牛皮癣”广告等；重点整
治城区各农贸市场，确保市场周边管理规范、
环境卫生整洁、经营秩序良好，无乱搭乱建；
重点开展车辆乱停乱放整治行动，确保摩托
车、电动车、自行车停放到指定停车位置，朝
向一致、规范有序。
目前，市城管局机关及各中队正在按照
推进会要求，全面实施整治行动，市区市容环
境呈现不断规范向好的喜人局面。
（张以 崔译文）

公用通道岂容擅自占用私搭乱建

温莎堡门口一违建被强制拆除
4 月 20 日下午，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拆除工
作，市区和平路温莎堡门口的一处占用公用通
道、缺少许可手续的建筑物，
终于轰然倒下。
4 月 16 日，市城管局南城区执法中队接到
举报，称有人在市区和平路温莎堡门口搭建建
筑物，经过执法人员的走访调查，了解到上述
建筑物为铝合金门窗，砖墙结构，目前出租给
他人作为烧烤区使用。
执法人员立即联系墙上的电话，对方表
示，在租下这里的时候，这个占地约 11 平方米
的建筑物就已经存在了。随后根据知情人提供
的信息，执法人员了解到，上述违建物的所有
人为沈某，启东人，为了扩大温莎堡的经营范
围，在未取得相关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情况
下，在温莎堡门口私自搭建了上述建筑物。
通过电话联系，当事人沈某承认此处违建
物为自己搭建，并且愿意配合执法人员进行调

查。但是在随后的几天里，沈某不仅没有出面
配合调查，也没有授权委托他人前来沟通。
4 月 17 日，城管执法人员通过旁证笔录，
证实沈某身份后，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于 4 月
20 日上午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张贴于违法建
筑上。
在张贴通知书后，执法人员电话联系沈
某，告知其法律责任，要求立刻整改，但沈某声
称人在外地，并且态度恶劣拒不配合。随后，执
法人员依法送达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决定
书和立刻实施代履行决定书。
4 月 20 日下午 2 点半，拆除工作正式开
始，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十多名城管队员和
数十名协管人员对现场进行封锁拆除，经过三
个多小时的拆除，这处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违
章建筑终于倒下，
周边群众拍手叫好。
（李雪）

现场办公解难事

拆除温莎堡门口违建

真心为民树形象

——记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现场组工作人员朱锦涛

5 月 10 日上午，城市管理监督指挥
中心现场组工作人员朱锦涛约了市城投
公司、北城区街道办两家单位来到克明

花园东侧，查看建筑垃圾堆，确定
职责归属。
“前两天已经跟汇
龙镇政府沟通过了，虽
然现在该地块不属于
他 们 管 辖 ，但 他 们
还是表示愿意处
理这些建筑垃
圾 ，今 天 请 另
外两家相关单
位来现场，是
为了进一步
确 认 。”像 这
样到现场判断
职 能 划 分 ，是
朱锦涛最主要
的工作。
当天上午，处理
完克明花园外围的建
筑垃圾，朱锦涛又接到通
知，赶往一处窨井盖缺失的现
场，仔细查看后发现里面有负责人留
下的名片（如图），
“像这样留下联系方式
的好办些，如果联系卡片缺失，那就需要
联系三大通讯公司一一确认。”听起来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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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卫处卫生薄弱环节常抓不懈
5 月 12 日上午，
长龙街汽车站前，
一群
“红马甲”
格外
醒目，
30 多名环卫工人在道路两侧的绿化带里捡拾各种
垃圾，
由车队调配车辆进行集中外运。
大家用长铁夹或弯
下腰伸手把垃圾一个个掏出来，
着实费时费力。
与此同时，路面油污清理组也在奋力作业。在和平
路开来华府大门南侧，一组环卫工人正在冲刷油污路
面。洒烧碱、用长炳刷刷除油污、冲洗，重复三五遍后才
能真正去除油污，
路见本色。
前期，
环卫处专门开展过春季
“洁净绿化带”
专项行
动，
针对路面油污问题也为各站所配备了专人专车每天
定时清洗。
但是由于部分市民随手扔垃圾的习惯以及一
些店家随意倾倒餐厨垃圾，
导致人流较多的路段绿化带
内的卫生状况不尽如人意，
在城区饭店集中的地段，
路面
油污现象相对较多，
成为创文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为切实消除卫生死角，提高环卫保洁质量，5 月份
以来，市环卫处对城区所辖区域开展“卫生提标”专项
行动。各站所、车队管理人员都加入一线保洁队伍，加
班加点对环卫保洁中的薄弱环节进行突击整改。截至
目前，共出动环卫工人 800 多人次，清运绿化带内各类
垃圾 10 余吨，冲刷路面油污 80 多处。
（茅姚飞）

宝应县数字城管来启考察交流

营造“整洁、有序、精致、细腻”的城市环境

清理私设缘石坡

·城管动态·

琐的工作，从朱锦涛的口中说出，却显得
自然平常。
朱锦涛每天接到需要现场确认的工
单，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由全市 25 个
信息员对市区 26 平方公里范围内巡逻
发现的问题反馈，二是 12345 工单反映
的问题职责所属不明，这些都需要人工
去现场辨认判断。这样的问题每天都会
产生，解决这种问题的现场组工作人员
共有 3 名，朱锦涛是主力，所以每天到各
个问题点现场办公的工作模式，朱锦涛
已习以为常，
“ 碰到职责很模糊，甚至有
责任单位互相推脱的情况，只要多跑几
次现场，多打电话多沟通，问题总会解决
的。”朱锦涛就是靠着一定能解决问题的
自信，不怕事、不怕累，铆足干劲跑现场，
一个个棘手的职责不清的“历史遗留问
题”都被一一划责。
今年年初，市民反映南苑小学西南
角的一根电线杆断了，但是没倒下，存在
安全隐患，希望及时处理。经查，该电线
杆年代久远，上面的电线是废弃电线，根
本无法知道是属于联通、移动、电信还是
供电公司，朱锦涛约了几个单位同时前

来查看，大家都认为不是自己公司的，朱
锦涛和几家公司一一沟通，大家态度都
很好，但由于时间隔得实在太长，也确实
记不起来到底是不是自家的，最后，移动
公司挺身而出，表示愿意处理这根电线
杆，并于当天晚上 7 点，派人把电线杆拖
走了，
附近的市民围观点赞。
处理的问题多了，朱锦涛积累了丰
富的工作经验。根据反馈到数字城管的
文字和图片，对于职责所属，朱锦涛心里
基本都有数，但他坚持认为去现场才是
最能准确解决问题的工作方式。华夏医
院东侧有一处空地经常有居民乱倒垃
圾，大部分是建筑垃圾和汽车垃圾，朱锦
涛联系了城北村村委会和北街道物业到
现场，由于该区域归属地划分确实很不
清楚，两家单位也都一直没有明确表态，
直到最近，经过朱锦涛的多次沟通，北街
道物业表示愿意管理此事。这些年代久
远的问题，从一开始的毫无头绪到最后
确定职能单位，其中庞大的工作量，也许
只有像朱锦涛那样亲身经历了，才能体
会得到。
（张以 崔译文）

4 月 25 日上午，宝应县城管局副局长谈凤杰、数字
城管指挥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一行 5 人，来到我市数字化
城管监督指挥中心学习考察。
市城管局副局长吴玲介绍了我市数字城管的特
点，一是高度重视，我市要求推进平台形成“用数据说
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智慧城市
管理新模式，为市委市政府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二是
有高效运行的协调机制，依托城管委的实体化运作，多
次召开各部门协调会，开展各项专项整治活动，取得明
显实效；三是有严格的督查考核机制。数字城管的考核
纳入市效能考核内容。在纪委效能办的督办下，各相关
部门对难点问题的处置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宝应县数字城管领导对我市数字城管为智慧城市
建设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就数字城管的机构
设置、管理运行、内部考核及职能部门考评等方面的相
关问题及经验做法进行了交流学习。
（郁婷婷）

友情告知单
尊敬的沿街商户（单位）业主，您好：
感谢您对启东市城市管理和创文工作的理解、
支持和参与，我们都是城市环境的培育者，更是城
市环境的受益者，通过我们的精心呵护，城市才会
天蓝、地绿、街靓、路畅、水清、城美。
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和城市的不断发展，广大
市民对城市市容和环境的期望越来越高，城市管理
也容不得丝毫松懈。目前，我市中心城区占道经营、
出店经营、乱摆乱卖、乱泼乱倒、乱堆乱放等不良现
象还比较严重，直接影响了广大市民的生产生活。
提升城市品位，打造城市名片，必须加强城市建设
与管理。人民城市人民管，管好城市为人民。城市管
理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创建整洁、优美、文明、和谐
的城市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和义务。为此，我
们真诚希望广大市民和各经营业主自觉、共同遵守
下列有关规定:
一、临街门店必须履行市容环卫责任区责任，
确保门店周边无暴露垃圾、污物、污迹，无乱堆乱放
杂物，无污水横流现象，保持环境整洁；任何人不得
随地吐痰、便溺、乱泼乱倒、乱扔废弃物；单位和个
人应按规定的地点和方式倾倒生活垃圾，不得将店
内垃圾扫到人行道上；不得在护栏、树木、电杆、绿
篱等设施上晾晒、吊挂物品；门店和行人的非机动
车应整齐停放，不得乱停乱靠；雨雪天过后要快速
清理门前的泥沙和积雪积水。
二、
临街门店必须在店内经营，
不得出店摆摊设
点;不得在店外堆放和摆放商品、
物料及其他设施。
三、临街门店不得在店门及橱窗上(含玻璃橱
窗内)乱张贴、乱涂写，影响市容观瞻。
四、临街门店牌匾设置必须符合规定，实行“一
店一牌”；禁止擅自设立店招店牌及户外广告设施，
经批准设立的店招店牌及户外广告应进行日常维
护，确保其安全、整洁、完好;霓虹灯门头及标识要
保持字体完整。
五、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地，禁止在门前行道
树及绿篱上设置灯饰、吊挂物品等及其它毁坏城市
绿化和设施的行为。
六、在商业活动中不得使用高音喇叭或采用其
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影响周围单位工作
或居民休息。
七、禁止擅自搭建舞台或沿街发放、张贴、悬挂
宣传品，从事商业宣传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在树木、地面、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刻
画、涂写、张贴。
八、在进行各类室外庆典活动时，悬挂横幅及
布幔、施放气球、铺设地毯、张贴海报等庆典设施设
置的时间、地点、方式应符合审批要求，活动结束后
及时清理庆典设施，保持环境整洁;禁止粘贴地面
广告。
九、沿街门店禁止擅自装修外立面;经过审批
进行装修的，要按规定进行围挡，所产生的废弃物
必须及时清理。
十、城市道路两侧的施工工地，围墙设置必须
符合规定，出入口道路要硬化，外立面不得污损不
洁;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必须实施覆盖处理;施工
期间废水、泥浆不得污染路面。
十一、
禁止擅自占用城市道路、
广场、
人行天桥和
商业步行街摆摊设点，
或者进行以自行车、
机动车、
行
人为载体的商业巡游宣传、
促销、
咨询、
募捐等活动。
营造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是我们共同的期
盼。我们相信，有您的支持、参与和配合，我们的城
市一定会变得更美丽、更文明、更宜居。让我们携起
手来，努力让更多的市民享受到城市的便捷、舒适
与美好。
衷心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万事如意!
启东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二〇一八年五月

联系电话：总编办 83128890、事业部 83128870、快报部 68263873、管理部 83128810、采集部 68263322、编发部 83128820、广告部 8312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