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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民生
完善城市功能

市城管执法委以服务和保障民
生为重点，扎实推进民生实事项目
建设，进一步丰富完善城市服务功
能，更好满足群众生活需要。

推进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全
面实施了分类垃圾桶全市域投放、
分类收集全行业推行、分类运输全
过程监管，2 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
4 个社区、18 个行政村、86 个机关事
业单位作为试点和示范单位，率先
推行垃圾分类工作。37 个乡镇垃圾
压缩中转站建成并投入使用，配置
垃圾转运车近 400辆、垃圾分类收集
点 1185个、垃圾分类容器 19.4万组，
垃圾分类扎实推进。全面推进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项目建设，市垃圾
焚烧发电厂建成并投入运营，日处
理垃圾 700 余吨，年发电量 1.1286 亿
度。全市 57个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全
面整改销号，37 个乡镇简易垃圾填
埋场全部实施封场，广水市垃圾焚
烧发电厂、随县垃圾填埋场二期工
程、乡镇垃圾收集转运工程等项目

相继建成运行，城市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达到 100%，农村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达 90%以上，在全省率
先实现了生活垃圾“零填埋”和无害
化焚烧处理城乡一体、全域覆盖。

推进生态绿城建设。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
念，因地制宜推进公园绿地、道路绿
地、滨河绿地、小区绿地建设，重点
实施了白云湖水环境园林景观提升
工程，“滨水八景”建成开放，“一湖
两岸”景观全面提档升级，得到了社
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近
三年来，相继建成了一批公园、游
园、广场和街头绿地，城市新增绿地
面积 136 万平方米，城市绿化覆盖
率、绿地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
别达到 42.63%、38.95%和 11.45 平方
米。

推进市政道路改造建设。结合
“城市双修”，每年利用政府一般债
券资金 1000 万元，对老城区道路人
行道进行改造，相继完成了舜井大

道南段、解放路东段、沿河大道南
段、烈山大道北段、擂鼓墩大道南
段、明珠路、清河路等路段的人行道
改造任务。今年，已将解放路西段、
交通大道、迎宾大道等道路人行道
纳入改造计划，改造工程正在加紧
推进，维修破损沥青路面 1万多平方
米，修补人行道砖 2000多平方米，市
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推进停车设施建设。将停车设
施建设列入城市重点工程建设项
目，按照年度目标任务，今年城区计
划新增停车泊位 2000 个。截至目
前，已新增停车泊位 2262个，超额完
成任务。近三年，全市新建停车场
10 个，新增停车泊位 5 万余个，极大
地纾解了停车乱、停车难的矛盾。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任务艰巨。下一步，市城
管执法委将接续努力，再加力度，再
强措施，扩大成果，为随州成功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贡献城管力量。

“道路更畅了，秩序更好了，环境更优了，随州越
来越美了！”生活在随州城区的人，近年来都有一种
感受——这座城市越来越干净整洁了，城市面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离不开城市品
质提升的先锋——随州市城管执法委。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是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途
径，是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载体，是打造“汉襄肱骨、
神韵随州”的重要抓手。随州市城管执法委紧扣创
建国家卫生城市这一主线，让城市更干净、更有序、
更美丽，让市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与变化。

病媒生物防制是创建卫生城市的一项重要任务和考
核指标。市城管执法委以我市迎接卫生城市复审验收为
契机，率先行动，主动作为，紧紧围绕省级卫生城市标准，
精心部署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推进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持续
深入开展，有效控制了“四害”密度，净化了城市环境。

强化组织领导，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为加强对病媒生
物防制工作的组织领导，城管执法委成立了病媒生物防制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协调城管领域病媒生物防制工
作，城管领域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有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抽调机关科室精干力量成立了督导组，把督导检查作为推
动工作落地的重要手段，贯穿整个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始
终。采取集中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督导检
查，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限期整
改，确保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顺利落实。通过落实督导检
查制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城管系统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在短期内得到了快速提升，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加强宣传引导，营造防制氛围。为推动工作开展，城
管执法委组织召开了动员部署会，加强宣传发动。有的放
矢召开工作推进会，进行工作督促，强调病媒生物防制工
作的重要性，极大地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认识。广泛开展除

“四害”宣传工作，采用发放除“四害”知识宣传册、制作宣
传橱窗板报等形式，加强宣传攻势，强化宣传效果，让除

“四害”工作家喻户晓、入脑入心，自觉做到知行统一。通
过组织检查评比，对工作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及时通报表
扬，充分激发各单位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形成单位重视、
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

注重日常管理，确保落地见效。结合城管领域实际情
况，明确责任，落实措施，上下联动，群防联制，不留死角，
全力落实好防制工作。一是加强培训学习，提高工作效
率，多次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除“四害”专业技能培训，采取
集中讲课、观摩示范、现场指导等方式，强化培训，使工作
人员进一步掌握防制消杀知识，熟练业务操作技能。二是
开展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清理“四害”孳生场所，大力
清理“四害”孳生场所，在城管系统掀起除“四害”活动的高
潮。对城区公厕、垃圾中转站、垃圾箱（桶）等环卫设施进
行了彻底的清洗打扫，做到日产日清，定期安排抑尘车对
城区道路及公共场所进行喷雾消毒。对公园 600多万平方
米的公共场地和绿化带进行维护，开展绿化美化，全面清
理杂草树枝及垃圾，清除河道两侧沟洼。对城市公共设施
认真清洗，疏通排水沟，消除积水坑洼，清理城市小广告。
通过上述活动的开展，优化了城市环境，铲除了“四害”孳
生源。三是增加投入，加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设施设备建
设。对 160多个城区公厕及公园内公厕安装了 200余幅防
蝇帘、500 余幅纱窗，更换补充各场所配备的垃圾桶 200 多
个，在 5个公园、100多处绿地、160多个公厕、5个垃圾中转
站及办公地等场所周围安装毒饵站共计 800 多个，投放消
杀药物 600多公斤。通过上述措施，大力完善防制设施，有
效降低了“四害”密度。

防制病媒
净化城市环境

为给广大人民群众营造良好的
生态居住环境，城管执法委不断加
大执法力度，破解管理顽疾，全面提
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城区市容
环境面貌明显改善。

提升环境卫生质量。大力推行
“空气抑尘，洒水压尘、机械洗扫、人
工保洁”四位一体的环卫作业模式，
采取延长清扫作业工作时间、增加
清运作业频次、提高洒水压尘频率
等措施，城市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90%
以上，日处理生活垃圾 500 吨，环卫
保洁质量明显提高。特别是在疫情
期间，对公共区域实行全面消杀，对
垃圾清运设备、垃圾转运站点、垃圾
处理场进行重点消杀，清运并处置
有害垃圾 480吨，确保了公共场所的
卫生安全。

整治规范市容秩序。近年来，
相继开展了城市市容秩序专项整
治、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对城乡

环境、市容秩序、绿化管护、户外广
告、市政设施、油烟噪声污染等实施
了综合整治，取缔马路市场、查处流
动叫卖、清理不规范广告，整治占道
经营、油烟污染、建筑噪声污染，及
时维护市政设施，定时冲洗园林设
施，城乡环境面貌明显提升。

全程管控渣土漏撒。建立了建
筑渣土运输智慧化管理平台，健全
了前端适量装载、中端密闭运输、末
端规范处理的全闭环监管体系，更
换了新型环保渣土车辆，配套了车
载 GPS，将城区在建工地、建筑垃圾
处理厂和渣土车辆信息录入平台，
对渣土运输实行全天候、全过程监
管，清除建筑垃圾 700 余吨。同时，
严管在建工地，严查运输车辆，严处
违法行为，“走一路、撒一路、灰尘扬
一路”的现象得到根本遏制，渣土运
输全面规范。

从严查处违法建设。始终保持

对违法建设的高压态势，坚持逢建
必查、逢违必拆，加大巡查强度和监
管力度，对重点项目、重大工程、重
要地段实施全天候监管，对违法建
设发现一起、拆除一起、震慑一批。
近三年来，查处并拆除违法建设 6.5
万平方米，节约了大量的土地和房
屋征用成本，为重点项目、重大工程
的顺利推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 力 整 治 停 车 乱 象 。 开 展 了
“还路于民、还位于车”专项执法行
动，清理拆除违规停车设施 8200套，
腾出公共停车泊位 1300 个。同时，
严查企事业单位和商户擅自设置路
障圈地、擅自实施停车收费等违法
行为，确保了公共停车泊位的顺利
施划和正常使用。严肃查处车辆违
停，建立了违停处罚系统，处理违停
贴单 2.7 万起，车辆乱停乱靠现象明
显减少。

真抓严管
改善城市面貌

▲ 防疫消杀

▲ 拆除户外广告▲ 渣土管理

▲ 随州市垃圾焚烧发电厂 ▲ 城南垃圾填埋场生态修复

▲ 垃圾分类知识宣传

▲ 浇水护绿

▲ 绿化修剪

▲ 清扫落叶

▲ 喷雾抑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