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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佳鹭

自 5 月 12 日全市占道经营治理行动启
动以来，市城管局联合工商等多个部门成立
了占道经营专项整治组，分阶段对雁城西门
铁路桥以西多区域占道经营进行了集中治
理，有效解决了占道经营方面存在的顽疾，
城区马路边、市场外等地摆摊乱象正逐渐消
失，城市形象得到较好改善。

开展治理以来，劝导规范纠正各类流动
摊贩、跨门经营、乱搭四角棚等各类违法违
章行为 4000 余件（次），暂扣四角棚、桌椅、
秤等经营工具 100余件，现场处罚占道经营
50余件。

整治与管理无缝对接

记者连日来对资阳城区进行了走访，发
现龙汇超市外、三贤文化公园等多处的占道

经营现象已基本消失，原本脏乱的地方变得
干净通畅。

据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治理工作除了进行治理前的宣传，
争取得到治理对象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外，还
按照“严管重罚”原则，“专人负责、重点突
破、逐街推进，整治一片、巩固一片”的工作
思路，以白加黑、5加 2的工作模式，从市民
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入手，分区
域、分街道、分时段逐步推进，开展了城区铁
路桥以西主要干道、公园广场、大型商场超
市外、皇龙马路市场以及老城区等主干道违
规占道经营的治理。整治组成员每天提前
1小时到岗，晚上 11:30分左右下班，且重要
节点定人定点值守。同时，采取整治一片、
巩固一片、移交一片的方式，白天推进新的
整治任务，晚上联合片区管理大队对集中整
治后的路段区域进行巩固管理，确保集中整
治和常规管理无缝对接，整治成效不反弹。

上班经过龙汇超市，下班经过三贤文化
公园的张女士很有感触地说：“以前这些地方
都摆了好多卖烧烤、凉面的，现在几乎已看不
到，不仅环境整洁了，行走也方便多了。”

直面问题再添举措

历经两个多月的治理，虽然“占道经营”
现象逐渐消除，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据市城管执法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资阳城区市场严重不足,疏导地点较少，
众多摊点无法进入市场，摊点乱摆、棚子乱
搭、人车拥堵的市场周边街道秩序成为广大
市民反映突出的热点问题，有的问题目前不
能彻底解决，只能派整治组规范，确保道路
畅通。随着城市人口增多，城区早餐摊、小
吃摊、果蔬摊等便民摊点呈上升趋势，整治
后反弹快，部分市民不理解、不支持，导致治
理难度加大。

面对治理中的问题，市城管综合执法支
队将进一步深入调查摸底，细化工作方案，确
保整治工作的推进。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对
个别“钉子户”采取集中曝光形式予以警示教
育，对处置有力的事件进行正面宣传，为专项
治理行动营造了更加有利的氛围。

与此同时，对市政府片区、车苑小区片
区、皇龙片区以及老城区占道经营突出的区
域进行集中整治，根据街道的不同类别，逐
步建立分类管理标准，对经教育、书面整改
通知后仍然违反城管法规的，将按照行政处
罚一般程序逐步升格严处重罚；对各类便民
摊区摊点，分类别制定执法管理标准，逐步
做到经营业主明确，摆放场所相对固定，摆
放设施及物品相对规范；对各类流动经营，
尽力疏导至相对固定的场所规范有序经营，
对马路市场占道经营的摊点规范上人行道
有序经营，保持道路通畅。

道路更通畅

■ 本报记者 刘梦娜 实习生 范辉

近日，记者留意到，自我市开展环境
卫生专项治理以来，雁城街道、人行道、隔
离带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路面垃圾清理
及时，整个城市显得十分干净。

据悉，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治理至今，
市环卫所集中清理了沱江新城、S106 线、
沱二桥沿线、西门市场、文博园附近、四海
大道附近等处的暴露垃圾，共开展背街小
巷陈年垃圾集中清理 40余次，清除暴露垃
圾、建筑垃圾 6000余吨。

同时，有序推进重要节点、路段的环
境卫生治理，通过增加清扫保洁、清运人
员，加大机扫冲洗力度、延长作业时间等
方式，提升清扫、保洁效果。

整治中，市、区部门联动，齐抓共管。
市城管局约请雁江区政府、市国土局、市
住建局、市交通局、市水务局、市工商局专
题研究“市城区环境卫生专项治理行动”
推进工作，明确部门环境卫生责任，实行
工作周报制度。市交通局同步开展了公
路路面清扫，水沟清理；市商务局摸排了
牵头整治的市场环境卫生问题；市水务局
对九曲河全线水面垃圾、水葫芦进行了全
面打捞。

7月15日，城区“两镇四处”环卫所成立
后，全面开展了城区环境卫生问题排查摸
底，共排查出环境卫生问题 4764个，以镇、
办事处为单元建立了辖区环卫问题台账，并
组织社区干部对辖区管理的背街小巷进行
了登记确界。

市城管执法支队环卫大队长杜武告
诉记者，为配合十大专项治理行动，将加
大对城区冲洗的力度，并将洒水时间调整
至 12时-14时；23时之后。

环境
更干净

■ 本报记者 刘梦娜 实习生 范辉

“绿化不错，我们一家都喜欢在这里散
步。”日前记者采访时，家住江南半岛的范云
碧说，不久前还看到市园林绿化管理处的工
作人员在九曲河示范段进行补植，沿岸的风
景又恢复了以往的美丽。

记者了解到，自开展“美化亮化”专项治
理行动以来，市园林处组织实施完成了“五
一”、“七一”鲜花美化工程，在娇子大道沿
线、南骏大道、高速路收费站两侧绿地、三贤
公园、好莱坞广场、九曲河广场、海峡转盘、
西门铁路桥下绿化带等城区重要街道节点，

种植鲜花 43.8万盆，面积 7300 余平方米，美
化了城市，给市民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

及时补植让黄土变绿

针对城区各主次道路绿地“黄土露天”、
死缺株现象突出等问题，市园林处多措施推
进补植工作，确保补植后的绿化景观效果。
截至目前，市园林处已完成仁德西路、娇子
大道等 10余条道路和城区公园广场的绿化
补植工作，共补植地被植物 9000余平方米、
乔灌木 400余株；对娇子大道、九曲河示范段
等城区践踏、损毁严重的绿地增设临时护栏

约 1560 米；完成树木修枝造型 354 株，修剪
草坪、绿篱及色带累计约 13.4 万平方米；公
园广场维修木质地板约 220平方米、硬质铺
装约 50平方米、灯具 12盏、水管 30余次、塌
陷道路 2处、护栏 8米，检修线路 15处；城区
行道树紧急排危 110株。

“下一步，我们将开展绿化管理问题普
查，建立问题台账，提出整改建议方案。”市
园林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市园林处将
继续研究制定城区行道树修枝造形方案，维
修九曲河示范段、人文段、宜居段、九曲河广
场、三贤文化公园等地的设施设备。同时，
加强城区鲜花管护，美化城市环境。

排查完善保障亮化

据市市政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介绍，在
城市亮化改善方面，目前已完成城区娇子
大道北一巷老化灯头，上西街、松涛路老
化电缆的更换，开展城区配电设施安全排
查，对城区 56 台照明设施配电箱、柜进行
安全排危检查，同时，对依附于城市道路
的 杆 、管 、线 、箱 、牌 进 行 全 面 的 摸 底 调
查。截至目前，共排查存在问题的杆、管、
线、箱、牌 112 处，确保有序推进城区路灯
设施安全排查。

本报讯（记者 孙正良）7月 14日，有网友在
资阳网（www.zyrb.com.cn）“我有话对市委书
记、市 长 说 ”栏 目 发 帖 称 ，社保卡查询电话
26379096基本打不进去，经常占线，办证进度问
也问不到，是否可以考虑增加查询电话。记者
就此问题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息中心
进行了了解。

该 信 息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告 诉 记 者 ，由 于
26379096这个号码现在是接受全市社保卡相关
信息的查询号码，每天的话务量都比较大，上班
时间工作人员基本都是一直在接听电话，所以
很多时候咨询者打这个电话都是占线。针对此
问题，人社局已在着手解决。一是将开通 12333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咨询服务号码，已于
今年初选聘 3名话务员，目前正在进行业务培训
和号码开通前的准备工作，待场地问题解决后
即可开通 12333电话咨询服务。到时还可根据
话务量的大小调整话务人员，尽量满足参保人
员电话咨询的需要。该号码有人工服务、号码
转接和留言等功能，参保人员有问题可以直接
咨询工作人员,也可通过语音提示转接相关科
室,还可留言等待反馈，工作人员会根据留言及
时电话回复相关咨询。二是推进县（市、区）社
保卡综合服务窗口及乡镇、街道、社区基层服务
窗口建设。今年 6 月，人社局已安排各县（市、
区）尽快落实社保卡综合服务窗口，并对外公布
办公电话接受参保人员相关信息的咨询服务。
同时要加快街道、乡镇、社区等基层服务窗口建
设，方便参保人员就近办理社保卡相关业务，及
时解决参保人员在申领社保卡和使用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

社保卡查询电话很忙
人社局将新增12333咨询服务电话

本报讯（记者 孙正良）7 月 10 日，有网友在
资阳网（www.zyrb.com.cn）“我有话对市委书
记、市长说”栏目发帖称，近 10年来，资阳没有新
建一所公办幼儿园，希望教育部门在注重提升
质的同时也注意下公办幼儿园的数量，以更好
地解决上幼儿园难的问题。就网友反映的问
题，记者到雁江区教育局了解了相关情况。

据介绍，目前雁江区共有 26所公办幼儿园，
4所在城区，22所中心幼儿园分布在各个乡镇。
针对网友提出的公办幼儿园偏少的问题，区教
育局已在积极采取措施解决。由于已有的 4所
公办幼儿园主要集中在老城区，为了让幼儿园
分布更合理，有利于小朋友就近上学，区教育局
已计划在资阳车城大道三段（市人民医院旁）新
建一所刘家湾幼儿园（暂定名），在城东新区（新
区政府附近）新建一所城东幼儿园（暂定名）。
刘家湾幼儿园的相关方案已提交市规划局审
批，城东幼儿园的相关报告也已请示区政府。
两园计划分别开设 12个和 16个班，建成后可容
纳近 1000名小朋友，将有效缓解城区小朋友入
学难。为了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今年已分别在
保和、中和、老君、清水、南津 5 个乡镇新建 5 所
乡镇幼儿园，计划在未来 2 年内在全区新建 10
所乡镇幼儿园，让学校分布更合理，从而有效缓
解幼儿入园难。

城区幼儿园少入学难
计划城区新增2所公办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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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起来亮起来

晨风路治理后晨风路治理后。。

十大专项治理行动初见成效

晨风路治理前晨风路治理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