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谢伯康 通讯员
倪钰萍）“麻烦将出店经营物品收入
店内经营。”11 月 19 日上午 10 时，在

汪洲河路一商铺前，执法员对店主出
店经营行为进行劝导。

11月初，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各街

道办事处，启动市容秩序百日整治活
动，念好整治“三字经”，进一步加强市
容环境秩序管理，提升城市形象。

念好“宣”字经，潜移默化引导
文明经营。该局制定《市容秩序百
日整治工作细则》，细化 7 个方面、4
大项目，100 天的重点工作项目清
单，每周组织 140 余人 ，各类执法车
辆24台次，以“占道经营、出店经营、
流动叫卖 ”专项整治为突破口，强
化政策宣传力度，采取上门入户、室
外 LED 显示屏滚动播放、制作宣传
单、发放资料等形式，对出店经营商
户进行宣传教育，要求商户依法依
规经营。

念好“巡”字经，全面巡查执法不
留死角。该局成立整治专班，全面开
展立面环境整治，严格落实日巡查工
作机制，坚持“早发现、早处理”原则，
重点对袁市桥头、干河路、钱沟桥头等
路段集中整治，劝离流动摊贩 550 余
家。规范出店经营、占道经营 210 余
家，清除广告标语 50 余条，清理乱贴
乱画小广告 60 余处，收缴台秤 20 余
个，移动广告牌10余个。

念好“常”字经，常态常效落实精
细管理。该局通过健全长效管理组
织、协调、督办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
推动城市管理由“粗放型”向“精细型”
转变，形成城市环境秩序管理定期集
中整治工作模式，推动各办园协同作
战、同向发力，确保整治工作常态化、
长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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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晚，窗外寒风阵阵，室
内暖意浓浓。市城管执法局集中学习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研讨会正在
进行。

会议以“学习全会精神，冲刺四季
度奋战目标”为主题，详细学习了《中
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并结
合工作实际，开展研学讨论，畅谈学习
体会。

“通过研读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
我感到收获颇丰，觉得今后工作目标
和方向更加明确。”市城管执法局纪检
监察室主任刘艮红表示，将立足岗位，
用行动去赢得市民的信赖和认可。作
为该局纪检部门工作人员，充分发挥
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做到关口
前移，为城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强的纪律、组织和政治保障，以铁的纪
律、铁的手腕，常抓不懈，确保年度工

作圆满收官，为新年度的工作奠定好
的基础。

“全会精神振奋人心，让人们对未
来发展更自信。”市城管执法局政工科
科长黄珍说，必须坚持把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引
导推动局系统党员干部与党中央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
作为一名组织人事工作者，更要坚定

“全心全意为城管服务”的信念，在新
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在工作中勇
于创新，攻坚克难，立足本职，营造氛
围汇聚力量，为城市管理高质量发展
而努力奋斗。

该局党组就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提出四点要求，研学解析全会精神，
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
求，扎实有效推进学习、宣传、贯彻各
项工作，引导党员干部从政治高度深

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梳理盘点全年
工作，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
脑，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以高
度的党性觉悟和担当精神思考应当
加强和改进的工作，把全会精神不折
不扣落实到城市管理工作的方方面
面；对标对表加压奋进，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对照市委提出的

“挺进五十强，创成文明城”的目标要
求和城市管理“严管理、强服务、立标
杆、创文明”的发展目标抓好落实；结
账开局勇毅前行，坚持用制度强化管
理，做到硬考硬核，硬账硬结，树立一
切用实绩说话的导向，精心绘制好城
市管理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确保

“结好账”和“开好局”有机结合，无缝
衔接，全力推进城市管理工作高质量
发展。

市城管执法局宣传科工作人员龚

波认为，身为一名城市管理工作者，要
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激
扬豪情、接续奋斗，致力于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致力于我市“挺
进五十强、创成文明城”工作目标，围
绕“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冲刺四
季度奋战目标”，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从历史经验中汲取精神力量，在盛世
伟业中激扬人生风采。

“我同时作为一名宣传工作人员，
更要把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好、
贯彻好、落实好。”龚波说，要以全会精
神武装头脑，深入挖掘在传达学习落
实全会精神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
充分发挥榜样作用，让系统广大干部
职工在学习榜样过程中激发前行动
力，为城市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凝聚
精神力量。

本报讯 （记者 谢伯康）
干净整洁的分类亭，区分有别
的垃圾箱。近日，记者在城区
看见，各处垃圾堆放处的垃圾
箱不见了，重新“上岗”的是一
个个垃圾亭，亭中四个投放口
上“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
余垃圾”“其他垃圾”的标识清
晰醒目，脚踏式开关十分便捷。

10月起，市垃圾分类办公
室实施“撤桶并点”、生活垃圾
集中投放工作，对16条示范达
标路及其周边沿线背街小巷的
分散垃圾桶进行升级改造，全
部更换为“四分类垃圾分类集
中投放亭”，进一步规范建设和

改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环境。
“撤桶并点、集中投放既

规范了城区垃圾桶的摆放，也
是推动城区垃圾分类工作全
面铺开的重要一步。”市环卫
局工会主席翁成波介绍，此次
是升级改造第一期，主要在中
心城区的重点社区布设，根据
每条路段的垃圾量、路况等因
地制宜安装，方便居民就近投
放垃圾。

截至11月16日，已升级改
造210余组。市垃圾分类办公
室计划在年底完成300组分类
亭的安装，为下阶段的垃圾分
类宣传、培训打好基础。

旧“桶”换新“亭”

我市升级改造300处
垃圾分类投放点

本报讯 （记者 谢伯康
通讯员 龚波） 11月17日，市
城管执法局纪检监察室、宣传教
育科组成专项督查组，对该局属
各科室、各执法大队执法人员着
装规范、仪容举止、执法语言规
范、上下班纪律以及执法车辆车
容车貌开展督导检查。

市城管执法局明确要求该
局各科室、各单位严格按照《仙
桃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着装管理
规定》等相关规定，坚持做到在
执行公务时统一制式服装，佩
戴标志标识，携带执法记录仪，
保持仪容端庄、姿态端正、仪表
整洁、礼貌待人，保持车容整
洁、文明行车、车身标志标识规
范、停车值守不得影响交通。

常态化检查是该局作风
提升行动的动作之一，通过以
检促优，提升队伍形象，规范
执法行为。检查遵循不打招
呼、不走过场、实事求是的原
则，对发现的问题严格督促整
改到位，通过加强督导检查，
执法人员规范着装、文明执
法、热情服务、廉洁自律的意
识明显增强。

近年来，市城管执法局持
续推行“721”工作法，70%的问
题用服务手段解决、20%的问
题用管理手段解决、10%的问
题用执法手段解决，从“刻板”
管理转为有“温度”的服务，努
力打造了一支让人民满意的新
时代城市管理执法队伍。

市城管执法局

开展队容风纪专项检查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疫情防控测温仪专项检查。图为长埫口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对辖区重点
场所测温仪进行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 邓翀） 近
年来，仙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强
化药品风险防控，牢固树立“风险
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认真履行
药品安全监管职责，努力让监管
工作始终“跑”在风险前头。

规范日常监督检查。抓紧抓
牢日常监管这个关键，制定《药品
日常监督检查工作办法》，实施

“规范化、格式化、痕迹化”监管，
将全市 2148 家药械化经营主体
日常监管责任落实到人、包保到
户。按照疫苗每季度检查不少于

1次，药品零售企业、医疗机构每
半年不少于1次对市内药品经营
使用单位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共
检查涉药单位4800多家次，发现
整改风险隐患 315 处，通过强化
日常监管进一步规范了全市药品
市场秩序。

提升监督抽检效能。分别制
定药品、医疗器械、划转品监督抽
检计划，完成药品抽检321批次、
医疗器械抽检23批次、化妆品抽
检38批次抽检任务，对5批次不合
格品种来源、去向认真调查核实、

跟踪立案查处，拓展有效案5件。
发挥技术监测优势。今年以来共
收集评价药品不良反应/事件监测
报告1007份，提前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其中新的和严重的报告174
份，占同期报告总数的35.2％，严
重的报告66份，占同期报告总数
的6.6％；监测上报医疗器械不良
事件230份，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
74份，3家药物滥用监测单位均上
报了药物滥用监测报告，累计53
例，确保药品安全平稳向好态势。

保持严惩重处态势。按照

“四个最严”要求，联合公安、检察
院、法院等部门建立行刑衔接机
制，相继开展非织造布、中药饮
片、第二类精神药品、药品网络销
售违法违规、无菌和植入性医疗
器械等专项整治行动12次，查处
假冒伪劣药品类案件67件，罚没
265 万元；侦办药品领域刑事案
件 2 起，刑拘 2 人，形成了打假治
劣、整顿规范的高压态势。筑牢
疫情防控防线。对全市346家药
店进行严格管控，落实“测温、戴
口罩、健康码行程码疫苗接种三

码联查”防疫措施，995名药店从
业人员实现“疫苗应接尽接、核
酸应检尽检”；督促药店及时更
新张贴中高风险地区来仙人员
管理一览表，发现省外非中高风
险地区来仙返仙人员，查验48小
时内核酸检测证明，严防输入风
险。与 341 家药店签订《疫情防
控工作承诺书》，对抗病毒、抗菌
素、退热、感冒止咳等“四类”药
品进行实名登记销售，收集购药
人员信息11万条，为流调研判提
供有力支撑。

市市场监管局

强化风险防控 织密药品安全“监督网”
干河办事处

召开市场主体增量
提质攻坚动员会

本报讯（通讯员 范秀敏） 2021年11月
16日上午，干河办事处专题召开了“干河市场
主体增量提质攻坚动员大会”。干河市场监
管所工作人员及辖区41个社区（村、居）负责
人、网格员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市委、市政府对市场主体增
量提质工作要求，成立了市场主体增量提质
工作专班，会上，干河市场监管所相关负责人
就登记所需提供的资料及注意事项在作了讲
解。

会议强调，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要把市场主体增量工作职责和目标任务细化、
量化，要进一步加强协调联动；同时，对相关工
作和时间节点做了部署和安排。会议要求，要
做好入户走访宣传工作，了解辖区正在从事经
营活动的人员情况；对所有正在从事经营活动
且没有办理过营业执照的个人，包括在家做手
工活、打零工、织补、从事网络销售等经营行为
的，都要做好宣传，为其办理营业执照，取得合
法经营的资格，做到应办尽办。

会后，干河市场监管所负责人表示，要
及时传达攻坚动员会的精神，进一步增强培
育壮大市场主体，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的认识，迅速落实措施，在市场主体增量
提质攻坚战中走在前列，当好“排头兵”。要
全方位宣传。走村串乡，逐户逐巷，宣传准
入优惠政策，提升经营者合法经营意识；要
全覆盖摸排。深入街道、乡村、社区、市场开
展排查工作，对没有取得合法经营资格的一
律按规定办理营业执照，取缔无照经营行
为；要全身心投入。动员干部职工以饱满的
精神状态、热情的工作态度、优质的服务举
措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维 护 市 场 秩
序 ，提 升 服 务 效
能，为市场主体发
展排忧解难，尽心
尽力完成既定的
工作目标和任务。

本报讯 （通讯员 韩晓姣）
为进一步落实商事制度改革举
措，纵深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促进辖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龙
华山市场监管所采取“四个到
位”，全力推进市场主体提质增
量。目前，新发展企业112户，个
体456户。

思想重视，认识到位。该所
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充分认识市
场主体提质增量工作，既是全面
落实商事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
同时也是促进辖区经济发展、服
务群众的具体行动，要作为一项
政治任务来完成，以积极的心态
参与。

及时沟通，协调到位。该所
积极向地方政府领导汇报市场主
体增量工作，共同制定市场主体
增量工作实施方案，并召开村
（居）社区负责人会议，进行专题

安排部署，明确任务目标及相关
要求，全力完成好市场主体提质
增量工作。

全员上阵，宣传到位。该所
由分管副所长带队组成四个工
作专班，走村串巷，深入辖区 22
个村（居）社区，全面宣传商事制
度改革服务举措和国家的一系
列优惠政策，同时对无照经营行
为全面排查，提高人民群众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和经营者诚信合
法经营意识，做到家喻户晓，人
人皆知。

提高效率，服务到位。该所
全面落实“多证合一”、“210”、“店
小二”、“三减”等服务举措，指定
专人受理、帮办，真心、诚心、热心
服务办事群众，全面提高工作效
率，促进市场主体增量快速发展，
树好市场监管部门全心全意服务
人民的良好形象。

龙华山市场监管所

“四个到位”推进市场主体提质增量

为了城市的美好持续奋斗
——市城管执法局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侧记

□仙桃日报全媒记者 谢伯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