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谢伯康 通讯员
邓律）“一二三，抬！”5月10日上午，
十一墩社区肖湾3巷路一小树林里，3
名环卫工人弯着腰，共同将一袋几乎
齐人高、浸透雨水的废弃布料搬运至
清杂车上。

在他们周围，工业废料堆成小山，
非常惹眼。20 余名环卫工人三两结
对，齐心协力地将这些工业废料向林
外的车上搬运。

死角垃圾“藏”在村内小树林中，
树林入口隐蔽，周围居住人员极少，不
易被发现，且道路未硬化，车辆进出极
为不便，给清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环卫工人利用数辆清杂车、小型三轮
车，多次向外转运至大道。环卫工人
将工业废料卸下后，停放在大道上的
挖掘机则将所有废料装至大型压缩车
后运走。

“最近主要针对村居死角、积存垃
圾开展全面排查、全面清理，对已摸排
出的按计划清理，对现场发现的突击
整治。”洁达公司20片片长陈群介绍，
前期，环卫工人已对村居卫生环境进
行全面检查，并对主次干道开展了大
清扫。

近日，结合公司“社区庭院环卫”
集中整治工作安排，片区在保障清扫
保洁的同时，按照就近原则快速组织

环卫工人，开展死角垃圾清理整治行
动。

利用一天半的时间，肖湾村小
树 林 内 积 存 的 工 业 废 料 、房 前 屋
后的杂物和白色垃圾全部清理干
净。与此同时，洁达公司 27 个片
区结合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加班
加 点 同 步 推 进 村 居 死 角 垃 圾 整

治。
洁达公司城区专班经理张浩表

示：“此次整治要求是扫盲区、清积存，
做到村居死角清理全覆盖，让村居环

境卫生再升级，
以最好的环境卫
生面貌迎接全国
卫生城市复查。”

洁达公司清除社区积存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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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谢伯康）
5月14日20时许，健鼎（湖北）
电子有限公司迎来上下班高
峰，该厂东门前的南湖路上人
流不断，路边三四个小摊点前
围满该厂职工，人群中3名身着
蓝色制服的城管队员正在劝离
占道经营的小摊贩、疏导交通。

健鼎电子是我市重点企
业。因其职工较多，吸引了不
少小摊贩聚集在厂门周边，占
用机动车位违规经营，导致交
通拥堵。

“小摊点主要在该厂上下班
高峰时占道经营，最多的时候有
30多个。”市城管执法局第四大
队副大队长马超介绍，四大队一
直将企业周边环境整治作为常
态化工作之一，每天对辖区各企
业周边加强巡查力度，但小摊贩

与执法员“打游击”，屡禁不止。
今年，在四大队日常巡查

中，健鼎电子后勤负责人向四
大队反映了此情况，希望城管
执法员能够加大管理力度，改
善企业周边环境。为此，四大
队组织了城管系统内的10名退
役老兵，组成“护航队”，每日在
健鼎电子上下班高峰期定时定
人值守，劝离占道经营小摊贩，
规范共享单车停放，疏导交通。

“现在好多了，我们提的建
议和意见他们很当回事。”健鼎
电子后勤负责人说，非常感谢四
大队退役“老兵”的热情值守。

听企声，解企忧。今年，四
大队将企业诉求与平时管理相
结合，加大企业周边巡查频次，
解决企业反映问题，为企业正
常生产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城管退役“老兵”热情值守
为企业周边环境保驾护航

本报讯 （记者 谢伯康）
5 月 13 日，市城管执法局开展

“看电影，学党史”活动，全体党
员观看了爱国主义主题电影

《攀登者》。 活动旨在大力弘
扬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传承
红色基因，引导城管系统干部
职工“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

《攀登者》讲述了中国登山
队于 1960 年和 1975 年先后两
次向珠峰发起挑战，在极其恶
劣的自然条件下，凭着坚定的
信念，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舍
生忘死、奋勇向前，胜利完成了

人类首次北坡登顶和珠峰高度
测量等一系列壮举，创造了世
界登山史上的中国奇迹。

观影结束后，城管系统党
员干部开展交流讨论。“不同时
代有着不同的‘攀登者’，但相
同的是都在传递着永不止步、
永攀高峰的中国精神。”市城管
执法局第四大队副大队长徐军
表示，作为新时代的“攀登者”，
他们将会把“攀登精神”融入到
日常工作，充分发挥主动性和
创造性，敢于战胜前进道路上
的艰难险阻，弘扬永不止步的
攀登精神，为城市管理事业再
攀高峰贡献力量。

市城管执法局

组织党员观看
爱国主义主题电影《攀登者》

本报讯 （记者 谢伯康
通讯员 龚波） 近日，市城管
执法局接到市民投诉，福星城
南广场有人私设路障，严重影
响车辆和行人通行，存在安全
隐患。

接到投诉后，市城管执法
局直属大队迅速组织执法人员
到现场调查，发现30余个路障
一字排开，将福星城南广场分

为两半。对此，该大队组织 8
名执法人员、施工人员，使用氧
焊机、钢钎等工具对路障拆除。

“私设路障不仅影响城市美
观，还存在安全隐患。”市城管执
法局直属大队副大队长高继东
表示，对于人行道区域私设路障
行为，市城管执法局将发现一
起，拆除一起，全力保障道路畅
通，让市民放心安全出行。

市城管执法局

拆除市民私设路障

近期，我市将迎来国家卫生城市
复审工作。市城管执法局结合夏季工
作特点，出台多项措施，营造良好的城
市环境。

5 月 15 日上午 9 时，在大新路商
城段，洁达公司城东线14片环卫工人
黄转云手拿着火钳，一伸一缩，一个塑
料袋就被她捡到了垃圾袋里。在何李
路零距离段，15片环卫工人熊海堂清
捡垃圾的同时，还要细心地擦洗路边
的果皮箱。

工作时间，黄转云、熊海堂白色垃
圾清捡工作没办法停歇。每日凌晨4
时30分，城区各路段的环卫工人会对
主次干道进行一次大清扫、大冲洗，保
证一天整洁的开始。此后一直到 21
时30分，洁达公司采取“停人不停岗”
模式，加强机扫作业力度，加大白色垃
圾清捡工作，时刻保证城区主次干道
整洁。

这段时间，洁达公司还组织环卫
工人对背街小巷积存垃圾进行了清
理，河道保洁员对城区内河及护坡保
洁。同时，市城管执法局联合“三办”
综合执法中心，加大城区巡查执法力
度，对占道经营、出店经营等“十乱”现
象管理，多措并举营造良好的城市环
境。

中午 11 时，在尹台垃圾中转站，
一辆清运压缩车满载生活垃圾驶出。
随后，中转站消杀设备喷洒出除臭杀
菌药水。

尹台垃圾中转站是我市最为繁忙
的垃圾中转站之一，周边锦华苑、星城
国际、尹台公馆等小区众多。工作人
员介绍，每天在该中转站运来的垃圾
达 200 车次，进行压缩的垃圾量达到
80吨以上。

尽管车次很多，但中转站外的空
地上整洁有序。转运过程中，少量垃

圾掉落在地，中转站工作人员就会立
即拿起扫帚清理干净。随后，背起消
毒箱将地面、墙面、机器外围全面消
杀。

去年底，市环卫局引进“杀菌吸
臭”新设备，在垃圾装料斗和站内周边
区域安装喷雾系统，喷洒微生物除臭
液，降解臭气和降低扬尘，消毒杀菌。
并安装气流搅拌式内循环吊装、壁挂
设备，经过循环系统后，净化氧化和分
解站内外废气臭气，城区垃圾中转站
的卫生状况和异味都有了极大的改
善。

“进入夏季，只有勤于消杀，中转
站异味才能得到控制。”城区垃圾中转
站负责人胡利红介绍，中转站严格实
行垃圾不落地工程，做到垃圾入箱、入
桶、入站，保障环境卫生整洁有序。

擦洗手台、刷小便池，先湿拖，再
干拖……晚上 21 时，在笆篓湾公厕，

环卫工李环娇正在做晚间大清扫——
也是一天最后一次保洁。过道里，放
眼望去，公厕墙面、地面、洗手台等区
域都十分干净，厕内闻不到任何异味。

“进入夏季了，公厕里的卫生得勤
做，才没有异味。”李环娇说，公厕卫生
事情虽小，却折射着城市卫生水平，她
有责任和义务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

每天早上5时30分，她就赶到了
公厕，开门，7时半便开始了一天的保
洁。为了做好公厕的保洁，李环娇的
保洁工具，就有10多种：抹布、干湿拖
把、钢丝球、消毒液、蚊香……8 个蹲
位、2个小便池、2个洗手台、4个洗手
盆以及整个公厕内的地面、墙面清洁
和公厕消毒，保洁一遍，她得花去近2
个小时。公厕内人来人往，卫生却保
持着清洁。

和李环娇一样，城区 135 座在用
公厕的环卫工人都加大了保洁力度。
同时，市环卫局正对公厕安装防蚊、防
蝇门帘，确保夏季公厕卫生干净。

多措并举，美化城市环境
——市城管执法局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小记

□仙桃日报全媒记者 谢伯康

市容环境：增加清扫频次

中转站：封闭转运勤消杀

公厕：装纱窗，防蚊虫

本报讯（通讯员 李祥） 为使我市
主城区集贸市场环境卫生和食品安全
达到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标准，确保高分
通过复审迎检。近段时间以来，市市场
监管局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聚
焦聚力补短板，对标对表抓重点，以“拼
抢严实”的工作作风，全力以赴打好国
家卫生城市复审攻坚战。

责任链条落实到位。该局成立复
审迎检工作领导小组，局长一线靠前亲
自抓，8 名班子成员分片挂点全域抓。
将205名机关干部和直属机构执法人员
下沉到城区三办一园市场监管所，直接
投入创卫力量420人。按照“一包到底、
一抓到底、责任到底”工作机制，压实领
导班子督导责任、辖区所长第一责任、
责任段长直接责任、包保人员具体责

任，将复审迎检任务层层分解、层层细
化、层层落实。成立督察专班，坚持每
日督察通报，对问题整改不及时的约谈
责任人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处
理结果纳入干部履职尽责管理，倒逼责
任落实。

宣传动员部署到位。召开创卫复
审迎检工作动员大会，印发《巩固国家
卫生城市迎接复审工作方案》，对创卫
复审迎检进行全面安排部署。利用宣
传专栏、悬挂横幅标语、粘贴宣传画册、
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到店入户进行宣
传，营造浓厚氛围。在食品生产、流通、
餐饮3个环节向市场主体上门宣讲点位
创建标准，发放达标清单1.2万份；向食
品经营户发放复审迎检倡议书7000份、
禁烟标识2万份、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市

民知识手册5000本，以强而有力宣传声
势引导广大市场主体主动参与创卫复
审工作。

聚焦短板整改到位。采取“先易后
难、先表后里、分步实施、整体推进”工
作思路，对标对标指导城区 17 处集贸
市场和2000多家小餐饮补短板。按照

“一名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一名城管执
法人员、一名市场管理员”三个一配置
标准，每天在各集贸市场开展例行巡
查，督促市场落实食用农产品入市检
验公示、卫生保洁、清洁消毒和常态化
疫情防控制度，整治车辆乱停乱放和
占道经营。印制5000块食品安全信息
公示牌和3000块食品安全日常监管记
录公示牌，统一悬挂在各小餐饮店内
显眼处，确保许可证、健康证、食品安

全管理制度、监管员信息、食品安全管
理员信息、12315投诉举报电话等公示
到位，信息齐全有效。

突出问题治理到位。以学校、医
院、车站、集贸市场及商业中心、城乡
结合部为重点区域，开展小餐饮、小食
品店、小作坊集中整治，确保信息公
示、“三防”设施、消毒保洁设备、工衣
工帽和环境卫生等落实到位。出动执
法人员 6000 人次，下发责令整改通知
书 353 份，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190
份，督促健康体检 380 人次，关停无证
经营、整改不力的食品生产经营户 39
家。落实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
形式购置灭蝇灯、粘鼠板、垃圾桶5000
套，激励食品经营户打造创卫示范标
准店。

本报讯（通 讯 员 邓
翀） 5月11日上午，市市场
监管局召开国家卫生城市
复审迎检动员大会，动员全
系统上下将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上来，进一步明确工作目
标、紧盯重点难点、压实工
作责任，确保高质量完成创
卫复审工作任务。该局全
体领导班子、综合执法支
队、城区三办一园市场监管
所、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参加
会议。

会议宣读了《仙桃市市
场监督管理巩固国家卫生
城市迎接复审工作方案》，
城区各市场监管所主要负
责人分别作表态发言。

会议指出，国家卫生城
市复审时间紧、任务重、责
任大，全系统上下要认真落
实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
署，规范管理、全面整治，凝
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做
好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迎检
工作。

会议强调，要加快行动
补短板，对照问题抓整改，
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在农
贸市场卫生管理和食品安
全管理两个方面列出问题
整改清单，分类制定复审迎
检实施细则，明确整治标
准，逐户上门宣传、指导、整
改，改善经营面貌，确保整
治工作全覆盖，不留死角。

会议要求，要压实工作
责任。建立领导班子分片
包保责任制，实行辖区市场
监管所“所长”负责制。同
时安排所有机关干部下沉，
将每一个片区域、每一个街
道、每一个点位创建责任分
解到岗位、落实到人头，确
保每个责任环节都有人抓、
有人管。要全员上阵、全体
上阵，除在急业务工作外，
所有包保干部要沉下去集
中精力开展创卫工作。要
把握时间节点。发扬五加
二、白加黑精神，在复审迎
检来临之前，倒排时间表，
绘就路线图，将办公地点和
时间用在放在包保点位、包
保片区，确保事事有人抓、
件件有着落、项项见成效。
要严肃追责问责。遵循“谁
丢分谁负责”原则，不能按
时完成任务和现场考核得
分率低于 85%的单位和个
人严肃倒查责任。该局督
察专班要实行“一日一督
办、一日一通报”。对复审
迎检工作不力，敷衍塞责，
相互推诿的责任人要严肃
责任追究。

市市场监管局

召开创卫复审
迎检动员大会

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互联网+市场监管”专题培训会，邀请武汉专家前来授
课。

市市场监管局扎实开展“测量守护健康”专题活动，图为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在加
油站进行计量检测。

市市场监管局

“四个到位”打好国卫复审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