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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元根）科技创
造生活，科普成就未来。 5 月 19
日，我市科技活动周“科普进校园”
启动仪式在三贤九义学举行。

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在启动
仪式上说，青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
族的希望，青少年儿童科学素质的
高低，直接影响祖国未来的建设和
发展。为了让青少年儿童一起来
感受科技活动展示的无穷奥秘，今
天我们开启的“科普进校园活动”，
就是把科技知识送进校园，让同学
们近距离观看、亲手操作，学习科
技知识，感受科技魅力，激发同学
们学科学、爱科学。

随后，市科技局还向三贤九义
校捐赠了近万元的科普书籍。活
动现场，发射了学生制作的水火
箭。市青少年科普协会的科学老
师给学生进行茶水变色、神奇的螺
母、拉不开的书、马德保半球实
验、吹不动的球、无人机航模精彩
的科学秀。现场掌声、喝彩声不断
响起。

启动仪式结束后，同学们纷
纷进行科普器材的体验。市青少
年科普协会的科学老师给三、四
年级的学生送上了一堂生动的科
学实验课。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
种子，让我们去体会科学的乐趣。”
三贤九义校廖馨月同学满脸笑容
地说，今天的活动，激发了同学们
的科学意识，今后将学科学，爱科
学，用科学，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祖
国贡献力量。

明确了市建设监察支队的职责和近
年来取得的工作成绩以及短板后，参会的
房地产企业、建筑企业、物管企业代表和
部分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纷纷发言。

市人大代表朱雪梅在座谈时说：“过
去只知道违章搭建、占用消防通道要找城
监支队。今天才晓得，原来房屋征收认定
归他们管，燃气安全、工地内扬尘污染、建
筑假材料、项目内维稳信访、招标投标、建
筑市场、预售资金、企业资质、物管等都归
他们管。在人员本来就紧张的情况下，工
作压力和难度可想而知。”她建议，把城监
执法的工作职责范围印刷成宣传资料，把
投诉电话的宣传深入到小区，让市民对违
建的认识更清晰，对房屋征收工作更加理
解和支持。

佳家房地产企业代表在座谈时说：
“新电梯公寓的高层，不需要做防护窗，但
是资阳人的习惯就是要装。”高层建筑装
防护窗，不仅不能防盗，而且安全隐患
大。他希望物管公司在业主进行装修时，
要把装修时的注意事项与业主沟通到位，

尽量避免违规装修带来的各方损失。
市建筑勘察设计院代表针对违规装

修现象提出建议：将装饰装修活动的禁止
行为一一罗列，让业主在装修前就清楚哪
些行为不能进行。并向业主公开咨询电
话，勘察设计院的技术人员可以对业主进
行技术层面的解释，并对违规装修的后果
进行评估。

在听取了与会人员的建议意见后，市
住建局负责人表示，要把大家的意见建议
梳理登记在册，把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
把有效的建议一个一个运用在实际工作
中。该负责人指出，住建工作涉及群众的
人生大事“住”，其理解和支持是推进工作
的根本。执法人员要严肃执法，也要注重
沟通交流，在有底线有防线的前提下，更
要务实效，以此努力提高执法工作的质
量。希望参会人员当好住建工作的宣传
员，让群众了解住建执法工作，能够预见
违法违规行为带来的恶果，最终形成能主
动制止违法违规行为的社会氛围，让大家
居住在安全、怡然的环境中。

□ 本报记者 蒲敏

“市建设监察支队的职
能职责应该对外更明确一
些。”“我们应该把建设监察
支队的投诉电话宣传到社
区。”“高层建筑的窗户不能
安装防盗窗、承重墙不能
拆，这些宣传应该普及到每
一个老百姓心里。”……

5月 12日，为了贯彻市
政府“转作风、提效能、重执
行、守规矩”的相关文件精
神，落实市住建局《关于市
住建系统“转作风、提效能、
重执行、守规矩”活动实施
方案》的相关安排，市建设
监察支队举行了部分执法
对象企业座谈会，听取企业
对支队执法工作的意见，以
全面查找执法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努力提高执法工作
质量和水平。

市建设监察支队

重沟通务实效
努力提高执法工作质量

会议对市建设监察支队的基
本情况作了简要介绍。据了解，
我市城市建设监察支队组建于
2006 年，主要担任建设行政执法
的重要职能。2015 年，因市城管
机构调整，将支队原有 42名编制
人员中的32名划分给市城市行政
执法局。人员结构变动后，支队
快速行动，理清职责，将机构精简
为：房地产执法大队、建筑执法大
队、公共事业大队三个队室和办
公室一个科室。支队的基本职责
明确为：依法对市规划区内的公
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违反有关建
筑勘察设计、建筑工程质量安全、
检测、房屋装饰装修、房地产开发
经营、物业管理、工程招标投标、
工程造价、城建档案、燃气管理等
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对各
县（区）的城市建设监察工作予以
指导；配合市本级房屋征收有关
工作，负责对市规划区范围内未
经登记的房屋进行合法性认定。

科普活动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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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职责适应新环境

2015 年 ，在 城 管 机 构 调 整
后，市建设监察支队迅速调整工
作机制，用最快的速度适应了人
员少、工作杂、难度大的新环境。
2016 年，共办理房地产市场类、
建筑市场类、招投标类各种案件
共 37件，结案 34件。

由于人少，建筑执法大队及
时与建管科、质安站等科（室）单
位搞好对接、沟通，不定期开展建
筑业执法检查，形成联合执法常
态化格局。2016 年，共办理行政
处罚案件 11件，罚没金额 30余万
元，有效规范了建设秩序；房地产
执法大队全年组织房地产销预
售、预售资金监管、房地产开发企
业资质等专项检查 3 次，会同房
管、规划、征收等有关部门进行

《房地产预售许可证》前期会审联
合检查 20次，受理房屋违规装饰
装修举报 56 件，发出《停工通知
书》《限期整改通知书》等法律文
书 27 份。公共事业大队在 2016
年中，共查处违规装饰装修 52
处；摸排渣土场 31个，其中，由住
建局负责整改的渣土场隐患督促
整改 3处，对全市 6家大型燃气经
营单位开展了执法监察，督促办
理燃气经营许可证。

转换思维 高效工作

2016年，支队按照《全市在建工程建
筑材料专项检查方案》组织开展了建筑
材料专项检查，有效制止了使用假冒伪
劣建筑材料、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
告等违法违规行为。完成了为期两年的
工程质量治理行动。及时锁定未按规定
设置的移动搅拌站 7处。根据《2016年资
阳城区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
案的通知》精神，对城区 20余个在建工地
逐一发放扬尘治理告知书。全年共参与
检查 43 次，参与市住建局职能科室联合
检查 19 次，参与市经开区管委会联合检
查 4次，共检查房产开发及建筑施工企业
69 个，发出《责令停止施工决定书》6 份、

《扬尘治理告知书》20份。清理行政处罚

责任清单 300 多项，及时将规划、环境综
合整治等处罚事项划转给市城市行政执
法局。

该支队围绕市委市、政府和建设局
党委的工作重心开展工作。在 2016 年
中，全力保障了北门莲花办事处，西门铁
路立交桥，雁江镇小堰村、响水村、松涛
镇宰山村，宝台镇白沙村等 10 多个重点
项目的推进，全年共作出未经登记建筑
物合法性认定 2000 余户。参与化解、平
衡东福小区等较为集中的各方矛盾，积
极办理各类信访、上访及各类交办、转办
案件。处理电话、信件来访 464 件次，办
结率、回复率 100%，有力地维护了建筑领
域内的社会稳定。

在我市城管体制机构调整改革后，
支队行政处罚责任清单仍有 300 多项。
人少、事多的局面，导致部分执法巡查案
件出现办理滞后的问题。面对困难，城
监支队积极探索新方式，目前正拟通过补
招人员的办法来缓解。另一方面，是房屋
征收认定工作压力大，该项工作对每一户
的认定都相当于办理一件执法案件的流
程：从摸底、勘查到采集资料，每一个数据
都需要迅速查询，准确核实，工作周期长，
任务重。目前，支队正在通过学习周边城
市的先进方式，逐步探索一条适宜本地房
屋征收认定的道路。

要正视短板，也要在开展工作的时

候，有底线有防线。今年，支队结合“两
学一做”“三严三实”及“中央省委巡视组
反馈意见”深入开展大讨论、大学习，切
实转变作风，强化执法队伍建设。切实
抓好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大力开展
收受红包礼金专项治理整顿工作。党员
干部作出廉政承诺，重点抓好房地产、建
筑业、公共事业类项目违法违规案件的
监督检查。严格单位“三公经费”开支，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条规定”和省、市

“十项规定”，杜绝贪污、浪费、大吃大喝
现象。尤其在执法和房屋征收认定工作
中，要求队员做到执法公开、公平、公正，
坚决做到清廉执法、文明执法。

市建设监察支队投诉电话

12319（24小时值守）
18086967095（24小时值守）
26639138（办公室电话）

查找问题 重沟通务实效

狠抓质量 勇在一线

正视短板 工作有底线有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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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全市政府系统学习会精神

转作风 提效能 重执行 守规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