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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靠什么”？当前的社会大背景赋予了城市管理新的内涵，那就是通过 70% 的服务、20% 的管
理、10% 的执法，实现城市管理目标。

近年来，济阳县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始终坚持

“为人民管理城市”的指导思
想，以“构建人民满意的城管
品牌”为目标，以维护整洁有
序的市容环境为己任，默默
守望着这座城市，扎实履行
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职
责，在探索中前进，在创新中
发展，使城市面貌发生了根
本性的变化，走出了一条既
适合城市发展，又符合群众
诉求的城市管理新路子。

济阳县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多次获得“济南市依法
行政工作基层先进单位”“济
南市文明单位”“济南市模范
职工之家”“济南市三八红旗
集体”“全市档案工作先进单
位”“城镇建设工作先进单
位”等荣誉称号。

抓班子，带队伍，增强为民服
务能力。县城管执法局党组牢固
树立“民生为先、守土有责”的理
念，坚持“服务、管理、执法”三位
一体，将服务贯穿于执法全过程，
以执法促管理，以服务促和谐。坚
持民主集中制，对重大问题集体
研究、集体决策，坚持班子成员包
执法中队、包片区工作制度，重大
活动亲自参与、靠前指挥。推行

“一线工作法”，领导在一线垂范、
干部在一线锻炼、工作在一线落
实、问题在一线解决、形象在一线
树立、业绩在一线体现，形成团结
进取、求真务实的工作氛围。实行
岗位双向选择，激发工作热情。全
面开展“政风行风建设”活动，解
放思想，提升境界，塑造执法队伍
良好形象。

抓网格，重精细，积极探索城
市管理新模式。大力推进精细化管
理，将城区道路划分为严管类、控
管类、监管类和疏导类四个层次，
明确各层次的管理标准。以执法中
队为单位，把管理范围分成三个片
区，购置部分电动巡逻车充实市容
中队，执法人员配备对讲机、数码
鹰、执法车辆安装 GPS 定位、行车
记录仪等，及时调度和指挥执法人
员开展工作。在管理过程中推行片
区负责制、“街长”制，坚持定人员、
定岗位、定路段、定区域、定职责的

“五定”管理模式，执法人员各司其
职，相互配合，严格落实执法责任，
做到“点、线、面”有机结合，确保目
标明确、内容详实、落实到位。聘请
17 名社会监督员全程参与城市管
理工作的考核与监督工作，开通
QQ 群，畅通与市民沟通交流的渠
道，促进了市容市貌工作的有效管
理。

抓落实，重长效，以制度建设
促进各项工作的落实。制定完善
了学习教育、文明执法、巡查执
勤、办案规范、绩效考核、投诉举
报受理、重大事件应急机制等七
个方面的规范化管理制度，进一
步强化了“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
知制度”“AB 角制度”等各项制度
的落实力度，形成了执法有责任、
巡查有制度、办案有程序、处罚有
标准、考核有奖惩、过错有追究的
执法制度体系，做到了案件办理
规范化、文明执法制度化、依法执
法纪律化、严格执法责任化、人性
执法日常化，提高了城管执法工
作规范化建设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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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素质提能力

为人民管理好城市
民生为先，寓管理于服务

设立便民市场，实现游商
规范经营与便民购物的双赢。
占道经营的治理历来是城市管
理的“顽疾”，不仅占用的执法
精力时间多，还易反复。县城管
执法局针对全县城市建设速度
快、城市居住人口急速增加、基
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居民的生活
需求的现状，从服务民生的角
度出发，在多方实地查看走访
的基础上，在汇鑫路南段、纬
四路种子公司以南、纬三路中
段、花园小区北门口、中医院
门口等 7 个位置设置临时便
民市场或便民早餐点，使 370
余个流动摊点实现了固定地
点规范经营。同时，延伸“地图
思维”模式，推出“西瓜销售地
图”、“便民摊点地图”等，既满
足了市民生活需求，又维护了
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

引导汽车销售、汽车出

租集中经营，实现店外经营
治理与规模效应的双赢。针
对城区汽车销售点店外经
营现象，执法人员主动上门
做汽车销售商的工作，分析
利弊并帮着联系选址，引导
他们到孵化园区域周边规
模经营。针对出租车乱停乱
放难题，县城管执法局与交
警部门联合开展出租车市
场整治活动，将城区各路段
近百辆乱停乱放的出租车
规范至安康街东首集中经
营，并强化巡查监管，规范
出租车停放秩序。同时，开
展城区货运、工程车辆乱停
乱放整治，全面清理占用城
市道路及公共场地乱停放
或从事经营活动的货运、工
程车辆，保障城市道路安全
畅通，营造整洁有序的市容
环境。

换位思考，疏堵结合显成效
将露天烧烤规范到一条

街，实现市民消费有去处、业主
挣钱有场所、城市环境有提升
的共赢效果。针对露天烧烤市
民有需求却污染环境的现实，
县城管执法局积极寻找平衡
点。在取缔开发区及纬二路露
天烧烤摊点的同时，经过多方
实地考察，将纬三路中段两侧
的沿街房改建为烧烤一条街。
从 2011 年 3 月开始，县城管执
法局提前入手，出动宣传车、发
放明白纸，积极与烧烤业户沟
通，帮助其联系经营场所。经过
长期的引导、规范，纬三路烧烤
市场已经成为拥有 70 余个固
定业户、经营规范、名声在外的
特色烧烤一条街。

规范门头牌匾，实现店主
满意与美化城市的双赢。执法

人员主动换位思考，科学谋
划，使每一条街的牌匾尺寸、
色泽、材质等既能彰显城市特
色又能提高门头牌匾招牌作
用。一方面严格落实户外广告
审批制度，按照减量、规范、美
观、整齐、高档的要求，以新建
小区门头房、单位标识、商业
门头牌匾、更换牌匾的沿街商
铺为重点，严把审批关，提前
介入，及早规划，在新设户外
广告的审批、制作、安装过程
中，做到全程跟踪，上门指导。
同时加强巡查监管，拆除破损
陈旧、有碍市容观瞻、违规设
置的门头牌匾。今年共规范门
头牌匾 378 块，清拆破损、陈
旧广告牌匾 134 块，改造大型
广告牌 4 处，有效提升了城市
品位。

执法人员拆除废弃电线杆。

执法人员清理占道经营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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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加强城市规划执法，促进
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协调
发展。县城管执法局保持查违
控违的高压态势，专门成立了
规划执法中队。工作中，规划
中队与市容中队紧密衔接，做
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市容
中队以辖区网格为单位，以道

路两侧、家属院、企业、列入政
府改造计划的冻结区等违法
建设多发、易发区域为重点，
全面深入开展排查工作，并详
细登记造册。规划中队以在建
工程为重点，建立跟踪检查台
账，实施全过程监控。同时，加
大巡查监管力度，把违法建设

严格执法，维护城市良好秩序

及乱搭乱建现象消灭在萌芽
状态。今年以来，排查建设项
目 167 处、建筑面积 112 万平
方米，下达法律文书 205 份、

《调查(询问)通知书》220 余
份、《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117 份、《责令停止施工通知
书》117 份，查处违法建设 39
处，拆除乱搭乱建 25 处，查处
违法建筑面积 12700 平方米，
有效打击和遏制了违法建设行
为。同时，将城区 36 处在建建
筑工地纳入重点管理范畴，严
格查处存在出入口未硬化、扬
尘污染、建筑垃圾乱拉乱倒、未
实行围挡作业、噪音扰民等现
象的建筑工地，实现了施工单
位的自觉自律。

加大市容执法力度，维
护城市良好的市容环境。按
照主要道路严禁、次要道路
严控、支路街巷规范的要求，
着力查处占道经营、店外经
营行为。取缔主要道路及场
所占道经营的流动商贩，严

禁沿街堆放建材、建筑垃圾，
切实解决摆放无序、乱摆摊
担等问题。今年以来，共清理
占道经营摊点 1 5 4 8 0 余个
次，清理店外经营 2260 余个
次，清理无主建筑渣土 970
余方，规范道路施工挖掘 60
余处。清理主次道路两侧、重
要场所周边建(构)筑物和设
施 外 立 面 的 非 法 小 广 告
18850 余处。严肃查处未经
审批，擅自悬挂商业宣传、节
庆标语以及公益性宣传横幅
的行为，清理主次道路两侧
影响市容的各类晾晒、乱扯
乱挂 1120 余处。对超市、医
院、居民小区门口等窗口部
位以及城区主要路段的车辆
乱停乱放进行全面治理，发
放《关于禁止机动车乱停乱
放的通知》470 余份，劝离乱
停乱放车辆 130 余辆，规范
建筑渣土车 270 余辆，有效
维护了城区整洁有序的市容
秩序。


	E3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