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3月11日讯(记
者 张超 通讯员 张同
耀 ) 11日，开发区召开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暨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动员大会，就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和迎接国
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力争2020年成功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同时，
对安保维稳、安全生产、环
境保护和企业改制上市工
作一并进行安排部署。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杨广平在讲话中
指出，要认清形势、提高认
识，切实增强抓好“双城同
创”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和紧迫感。全国文明城市是
综合评价城市发展水平的
重要标尺，也是城市竞争中
最具价值的“金字招牌”，具
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

杨广平要求，要明确任
务，突出重点，迎接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积极争创全国
文明城市，全面提升创建水
平，确保三年创建成功；同
时，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和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持续
深入推进城市环境综合整
治，确保年年有提升，三年
大变样。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细
化任务责任，以人民为中
心，全面广泛动员，以宣传

为手段，营造浓厚氛围。同
时，健全机制，压实责任，
切实强化对“双城同创”工
作 的 组 织 领 导 和 责 任 落
实。各相关单位“一把手”
作为“第一责任人”，要按
照“谁主管谁负责，谁丢分
谁担责”的原则，严格落实
工作责任制。创城办、复审
办作为牵头协调机构，要
加强工作的调度指导和统
筹协调，形成强大的工作
合力。各专项工作组要切
实发挥作用，牵头组织开

展好相关工作，高标准完
成各项任务。开发区纪检
监察部门和创城办、复审
办、大督查办要把督查摆
在更重要的位置，专项跟
踪督查，限时整改落实。

杨广平强调，全区各级
各有关部门单位要站在战
略和全局的高度，从发展大
局出发，充分认识双创同
创工作的重要性，切实提
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
当，把这两项工作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

任务，力争如期实现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的目标，全
力打赢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迎检攻坚战。

会上宣读了《关于成立
开发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暨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
推进领导小组的通知》及片
区工作台账；并就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及城乡环卫一体
化工作、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工作以及安全生产、环保工
作作了具体部署，相关部门
和企业代表做表态发言。

开发区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暨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动员大会

以以更更高高标标准准推推进进““双双城城同同创创””

开发区召开动员大会，对创城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2018年，以巩固城乡环
卫一体化成果为重点，强化
督导考核，提升群众满意
度，实现城乡环卫一体化
巩固提升提升；2019年，以
示 环 卫 示 范 村 建 设 为 重
点，加大城乡环卫设施配
套力度，打造完成60%以上
示范村庄 (社区 )；2 0 2 0年，
以美化亮化为重点，在巩
固示范村建设成果的基础

上，进一步增加示范村建
设力度，督促各乡镇加快
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争取
示范村总数达到90%以上，
实现亮化、绿化、美化全面
提升。

具体工作中，要加强科
学规范管理，严格落实“五
化”标准，即管理规范化、运
作市场化、队伍专业化、作
业精细化、机制长效化，确

保实现城乡环境同步改善
的目标。突出抓好农村环
境整治，实行村干部包巷
制，每个胡同指定一名环
境卫生负责人，负责本胡
同的环境卫生工作，胡同
间相互监督、互相促进。强
化督导管理，每季度定期
观摩评比，聘请第三方定
期进行督导检查，以全覆
盖的督导问责推进工作落

实。从本月开始，领导小组
办公室要聘请第三方对城
乡环卫一体化实施每月一
暗访检查，检查结果和每
季度观摩成绩要与奖补资
金挂钩。物流园区、各乡镇
(街道 )也要参照区里的作
法，增加环卫工作考核比
重，加大检查力度，促进工
作落实。

本报记者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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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3月11日讯(记者
邹俊美) 自市委、市政府召

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暨迎接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动员大会
后，聊城市城市管理局积极行
动，明确任务，落实责任人，制
定工作方案。城市管理局执法
支队以“创城”、“迎检”为契
机，对聊城现存的占压道路、
阻塞交通等问题，想出实际办
法。其中在育新街设置栏杆，
柳泉花园门口设置便民服务
亭，切实解决占道经营，且能
满足人民群众购买需求，得到
市民和商贩一致好评。

3月9日上午，执法支队光
岳大队的执法人员们来到聊
城育新街，由于该街人流量
大、街道狭窄，这里是光岳大
队的执法重点和难点。“以前
这个街堵得走不动路，很多商
贩在街上卖东西，劝走了，不
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根本没
法从根本上解决占道经营问

题，后来我们在街上设置了栏
杆，有了栏杆的遮挡，商贩们
没法在非机动车道上卖东西
了，这一做法从根本上解决了
这条路上占道经营问题。”一
位执法人员说，自从安装了栏
杆，育新街一改拥堵现状，整
齐的蓝色栏杆，既美观，还能
解决占道经营问题，可谓是一
举两得。

柳泉花园小区是聊城较
大的小区，居民较多，门口小
商小贩不断，考虑到市民的购
买需求和小商小贩养家糊口
的需要，执法支队东昌大队引
进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的20
个便民服务亭，让小商小贩在
便民服务亭内卖东西。绿白相
间的便民服务亭在小区门口
依次排开，既美观又实用。在
小区门口卖了十多年杂粮煎
饼的老王说，以前得推着车子
东奔西跑，风吹日晒，现在在
便民服务亭里既能遮风挡雨，

还不比以前少挣钱，他乐开了
花。“一个月3 0 0多块钱的租
金，俺一天就能挣出来，这个
便民服务亭挺好的。”据了解，
现在聊城二中、摩天轮附近等
都引进了这种便民服务亭。

据了解，聊城市城市管理
局执法支队为全力做好“创
城”和“迎检”工作，还将对公
共场所人为损坏市政设施、花
草树木等不文明行为及时查
处，确保市政设施和花草树木
完好。对辖区内广场、公园无
违规乱停乱放行为。城市路沿
石以上公共空间无非机动车
违规占用现象。整治中小学校
周边环境常态化、效果实。校
园周边取缔非法占道经营活
动。开展户外广告专项治理活
动，拆除违章设置的广告设
施。开展非法小广告专项治理
活动，依法惩治非法小广告违
法行为，杜绝乱涂乱画乱贴现
象。开展非法搭建专项治理活

动，依法拆除辖区范围内未经
审批的各类乱搭、乱建、乱摆、
乱放的建筑物、构筑物。开展
出店占道经营专项整治活动，
重点对管辖区内各主次干道
商品出店、占道经营、市场外
溢、流动商贩等进行治理，合

理规划摊点群。取缔城区露天
烧烤。执法人员要使用文明用
语，礼貌待人，规范服务；有效
整治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等突出问题，无吃拿卡要、庸
懒散拖现象；建立高效的投诉
处理机制。

聊城市城市管理局全力做好“创城”、“迎检”工作

设设置置便便民民服服务务亭亭、、栏栏杆杆解解决决占占道道经经营营

市民在柳泉花园门口设置的便民服务亭购买早点。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据了解，2018年开发区将全面
推进“双体系”建设，重点抓好标杆
企业水平提升、企业对标达标和达
标企业“双体系”规范化运行三项工
作，严格风险管控，防止风险演变成
事故，力争在2018年底全区50%的生
产经营单位完成“双体系”达标创建
工作并有效运行。开展“双体系”建
设工作，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采
取强有力的措施督促企业积极、主
动、全面开展双体系建设。对于不主
动、不积极开展“两个体系”建设的
企业，要按照新修订的《山东省生产
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要求从严执法。

本报记者 张超

2018年将全面推进

“双体系”建设

各乡镇(街道)要加强环保所专
业人员力量，需要各基层环保所要
配备专业性强的技术力量从事环保
工作，要加大环保自动监控设施建
设的投入，要确保基层环境执法监
管网格的正常运行和经费保障。切
实加强环境信访案件的处置和回访
工作，每个乡镇(街道)都要设立环
保投诉电话，及时处置和化解环境
问题。同时，统筹兼顾农村环境整
治。在美丽乡村创建和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中，要充分考虑群众饮
用水安全、生活废水外排处理和生
活垃圾的有效处置，最大限度地降
低扬尘污染，将湿法保洁工作逐步
向农村发展。严格控制未办理合法
审批手续的企业违法建设、违法生
产，严格落实属地主体管理责任，确
保发现一处取缔一处。

本报记者 张超

每乡镇(街道)都要

设立环保投诉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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