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托四项抓手 完善工作机制

□ 杨国华

一条条整洁的城市街道，一
座座美丽的主题公园，一曲曲曼
妙的广场舞蹈，一个个和谐的居民
小区，一幕幕友爱的生活场景……
四季飘香的中国柠檬之都，处处呈
现出一片文明和谐的景象。

城市园林绿化率达35%，人
均公共绿地面积约为8.5平方米；
城市日保洁面积约为242万平方
米，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94%；城市道路完好率达95%以
上，亮灯率达95%以上……2016
年，安岳坚持以人为本，狠抓城市
管理，提升城市形象，百姓幸福指
数节节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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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下“硬骨头”，收拾“烂摊子”，是城市管理工作的真实
写照。城区柠西巷本为连接县城建设街至小西街的人行通
道，长期摆满各种摊点，杂货摊、小吃摊占道摆摊支棚，各种
车辆随意停放，地上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周边居民怨声
载道。为彻底改善该巷道的城市乱象，2016 年 10 月以来，
该县由城管部门牵头，统筹市政、园林、环卫、城管联合执法
等部门力量，会同岳阳镇社区干部，采取基础设施改造、人
力强化管控等措施，对县城建设街至小西街通道实施了集
中整治。期间，累计完成通道人行道板改造及铺装 800余平
方米，增设木质花坛 28 组，出动城管执法人员 194 人次，印
发宣传资料 200 余份，取缔占道经营摊点 8 处，清理占道堆
物 50 余平方米，拆除乱搭雨棚 150 平方米。如今的柠西巷
地面干净整洁，两旁鲜花绽放，过往行人穿梭其间，成为一
道独特风景，偶尔会有些爱美一族驻足自拍。

“我们希望将柠西巷打造成‘标志性人行道’，通过示范
引领作用，向小西街等周围逐步渗透延伸，也让这种理念逐
步推广到广大群众中去，让更多的人理解、接受、支持，最终
实现市容环境共享共管。”县城管部门负责人介绍说。

柠西巷的蜕变获得了群众的频频点赞。一斑窥豹，该
县城管系统不断完善管理、执法和服务“三位一体”的城管
执法体系，与各部门通力协作，凝心聚力，采取“疏堵结合、
突出重点、分段推进”的原则，以“整治一片、巩固一片、示范
带动一片”的方式，不断推动县城区市容秩序持续改善。

“这几年，城市管理部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县
城的秩序和面貌越来越好，脏、乱、差现象得到改善，我们感
到生活越来越幸福。希望所有市民都理解、支持、参与城市
管理工作，齐心协力让我们的生存环境变得更优更美。”市
民吴先生发自肺腑地说。

安岳县严格按照“整合资源、先易后难”的原
则，在农村有社区的 23个乡镇招聘了 23名专职网格
员，将采购的 1000部手持终端机全部发放到了各乡
镇，分批次组织了业务技能培训，实现了“网格信息
化城乡全覆盖”的工作目标。

全县 1180 名专兼职网格员积极配合相关部门
做好了“协助管控流动人口、定期走访服务特殊人
群、各项事件和隐患的快速上报等”三项重点工
作。截至 2016年 12月底，全县专兼职网格员共走访
特殊人群 49490 人次，收集社情民意 4714 条，发送

“三项重点工作”信息 22597条，签收处理 20789条。
对已录入系统平台的六大类信息，特别是流动

人口、特殊人群、帮扶对象等重点信息，安排网格员
及时复核、校对，适时动态更新，准确率达到 98%，为
县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自工作开展以来，全县收集录入基础信息 320
万余条，其中，人口信息 170万余条，房屋信息 80余
万条，安全、消防、治安等重点场所信息 3万余条；受
理各类网格事件 5.5万余件，5. 2万余件网格事件得
到了及时有效处理，办结率达 92.3%。

管好城市惠民生
——2016年安岳县城市管理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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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长江 本报记者 孙正良

村（社区）是一个地区的细胞，村（社区）管理是基层治理
的基础，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现了党委政府的民本观念和办事
效率，可以推动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融洽和服务型政府的加
快形成。近年来，安岳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高标推进、高效运
行，以网格化服务管理保基层稳定、促和谐发展，赢得了群众
的点赞和社会的好评。

安岳县在开展网格化服务管理的
具体工作中，以组织为保障、以宣传为
引领、以督查为手段、以培训为依托，
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

以组织为保障。安岳县各级各部
门加强了对网格化工作的领导，将网
格化工作同其它工作同安排、同部署、
同落实。69个乡镇分中心实现了网格
化工作有场地、有标识、有设备、有人
员、有制度“五有”。1016 个网格工作
站（社区、独立居民小组、农村行政村）
也以乡镇分中心为标准，落实好专兼
职人员，切实发挥了网格化信息系统
平台的作用。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信
息系统的 40个部门（单位）坚持每天定
时登录，签收信息，处理事件，确保了
全县各层级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
的正常运转。

以宣传为引领。丰富了宣传载体，
努力提高群众对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
的知晓率、参与度。依托县电视台、柠
都之声电台、资阳日报、四川长安网等
媒体和城乡 LED显示屏，播放专题片，
刊载专题报道，面向广大群众宣传网格
化工作。同时，网格员利用“一日双巡”
和“入户走访”等时机，发放宣传资料
6600 份、宣传卡片 1 万余份，使网格化
工作基本做到了家喻户晓。

以督查为手段。为促进网格化服

务管理工作真正落实，该县着重在强化
督查考核上下功夫。对专职网格员和
部门（单位）开展不定期暗访和电话随
访，将督查结果及时在网格员以及职能
部门QQ群进行通报；将全县各乡镇的
信息录入情况、网格事项处理情况以文
件形式通报各乡镇，指出存在的问题，
提出改进的要求，点明努力的方向。围
绕“城乡全覆盖”的目标，设定完成任务
时限，把各项工作任务顺排工序、倒排
工期，细化到每月，责任落实到部门和
人头。同时，将各乡镇、部门的网格化
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年度目标考核进行
综合评价，奖优罚劣。

以培训为依托。通过以会代训、
业务骨干培训、分批分片轮训、分层次
培训、乡镇（社区）周例会、月例会等方
式，不断提高网格员的能力素质和业
务水平。定期开展网格员工作交流，
树立优秀典型，充分调动广大网格员
工作积极性。选拔出优秀网格员在全
县网格员大会上作经验交流。组织乡
镇、部门分管领导和经办人员以及基
层“两所一院”值机人员开展专项业务
培训，适时强化其对网格化服务管理
知识以及信息签收、系统登录和事件
办理培训，以增强对网格化工作重要
性的理解和操作方法的掌握，提升其
责任意识、效率意识。

锁定一个目标 抓实三项工作

2月 15日上午，一位到海慧路 86号再生资源回
收站卖废品的老人突然发病，网格员袁婷、谢小华、
郑小芳等及时伸出援手，找来医生急救并拨打 120，
网格员的及时处置，赢得了周围群众的赞扬。

2月底，解放村 1组曾家院子外的水井被堵塞的
排水沟污染了，无法饮用，网格员龙小利等经过近
20 天无数次的协调督促，找来工人疏通排水沟，甚
至自己带头冒雨协助清理，成功解决了困扰居民的
饮水难题。

4月初，贾岛村 19岁少年被查出患上急性白血
病，龙井社区网格员动员辖区居民、单位积极捐款
2000多元。

5 月 16 日，海慧路居民付良容老人 81 岁的生
日，子女长期不在身边，身为空巢老人的她已经很
多年没有过生日了，今年让她想不到的是有人惦记
着她。为了不忘记老人生日的这个时间，网格员张
莉半个月前就在网格站一周工作记录表上记录下
日期；当张莉与同事来到老人家里，给老人送去牛
奶及生日祝福时，老人无比激动地握着网格员的手
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关心！”网格员不是家

人，却胜似家人。
5月 17日，网格员集体巡格时，邀约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卓院长一行去看望患糖尿病的老人，并为老
人检查身体。

……
2016年里，这只是网格员立足本职工作为民解

忧、排难的缩影。
目前，全县 1016个网格工作站织成了一张工作

落实的责任网、为民办事的服务网、干群沟通的连
心网，广大群众信任网格员、支持网格化的浓厚氛
围已经形成。

“网格员定期对网格内的居民进行走访，随时
了解居民诉求，事件的处理没有中间环节，效率自
然就高了。”安岳北坝社区居民刘菊芬说。网格事
项高效处理的案例有很多，如有居民反映门口的风
景树影响采光和通风，网格员很快找人锯掉了多余
的树枝；社区里一处下水管道堵塞，网格员立即联系
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堵塞的下水管道一周内就得到
了更换……一件件平凡的小事、琐事，关乎着百姓的
安危冷暖，体现的是网格员为民服务的赤诚情怀。

情系百姓冷暖 赢得社会好评

2016 年，在全城上下齐心协力争创
第四届四川省文明城市的攻坚战中，安
岳县城市管理系统干部职工敢为排头
兵，争当先锋军，以“队伍形象提升年”为
主题，以持续深入开展“八大专项整治”
为抓手，奋力实现“一年一个样、两年上
台阶、三年大变样”工作目标。

实行市政设施科学精准管理，稳步
推进城市设施完善。强化城市道路、交
通设施的日常管理维护。新安装交通隔
离栏 835米，新增或维修人行道彩砖 1.4
万平方米、车行道 6100 平方米，施划标
线 2650 平方米，城市道路完好率达 95%
以上，新安装职教中心路灯 31 盏，亮灯
率、完好率达 98%。

园林绿化全面精心管护，稳步提升
城市美化水平。园林绿化修剪行道树
6500 余株、绿篱 8000 余平方米，喷施农
药 1300 公斤，种植摆放时令花卉 60 万
余盆，补植乔木 160 余株、灌木 2 万余
株、色块植物 5000 余平方米、草坪 8000
余平方米。

环境卫生高效精细治理，稳步提高
城市洁化标准。严格按照“四化”标准和

“六清、四无、两洁、一通”要求，采取“先
洒水冲洗，再机械洗扫，最后人工保洁”
的湿式清扫保洁机制和一岗双职全天候
清扫保洁模式，日清扫保洁面积达 290
余万平方米，日清运县城区生活垃圾
300 余吨，无害化处理近 290 吨，无害化
处理率达到 96%。

公园、步行街、广场等周边市容秩序
和人行道车辆乱停乱放整治，海慧路、南
门桥、小西街、东大街等城区主要路段夜
市、刨冰桌、烧烤摊的集中专项整治，外
南街改扩建等市政项目招投标工作的配
合实施……每一项工作的背后，都凝聚
着安岳城管人的智慧和心血。

一年来，全县城管系统累计开展各
类专项集中整治 12 次，出勤 75000 余人
次，出动车辆 3200 余台次，制作发放整
治通告、倡议书、温馨提示 15000 余份，
取缔城市占道堆物 18300 件次，规范出
店经营 9600户，清理流商夜贩 11420户。

专项整治 市容秩序有效改善

合力攻坚 群众态度怨而后赞

城管开放日活动。

清除广告牌。

打造样板人行道——柠西巷。

焕然一新的步行街。

工业园区新修的人行道。

网格员关心社区居民身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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