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黄河时报 本城·综合

2018 年 6 月 14 日 星期四
编辑：张雪 校对：员新勤

市城管局——
—

开展建筑渣土和道路扬尘治理督导检查
为全面提升城市洁净水平，让天更蓝、水更
渣土车扬尘治理方面，各县（市、区）都明确
清、树更绿，根据《三门峡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了建筑垃圾及渣土车管理机构，施工工地都安装
领导小组办公室 < 关于印发全市渣土车规范管 了冲洗台并对进出场路面进行了硬化，对出场车
理暨施工工地扬尘治理集中整治行动方案 > 的 辆进行冲洗，建立冲洗台账，严禁带泥上路污染
通知》的精神，6 月 5 日至 6 月 12 日，市城管局 路面，严格落实“三不出场”规定。
渣土办组织人员对我市各县（市、区）渣土车规范
督查中发现存在的问题有：义马市对渣土车
管理及渣土车扬尘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督 规范管理暨渣土车扬尘治理工作重视程度不够，
导检查。
至今未成立渣土运输公司，也没有新型的渣土运
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查看，发现各 输车辆，所有市区产生的建筑垃圾都由环卫车辆
县（市、区）基本能按照行动方案推动渣土车规范 运输。 其他县（市、区)不同程度存在部门之间联
管理暨渣土车扬尘治理工作，但还存在各项工作 动少、各自为战等问题，治理效果不够明显，查处
黑渣土车”及落实一车违法多方惩处力度不够，
进展不平衡，机制制度不完善，重点工作推进缓 “
开展建筑渣土核准工作进展缓慢。
慢等问题亟待整改。
渣土车管理方面，渑池县、灵宝市、卢氏县、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要求各县（市、区）城
陕州区、产业集聚区均成立渣土运输公司，都能 管（住建）部门要强化工作措施，切实抓好工作落
够严格按照“三项准入”“四统一”的标准进行验 实，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工作目标，加大
收、备案、建档，录入监管平台实施 24 小时监管， 工作力度，推进渣土车规范管理暨渣土车扬尘治
对不按规定时间、路线、地点行驶的渣土车都做 理的工作，确保高标准完成工作任务。 （郭欣）
到了严管重罚。

市城管局——
—

市交通运输局——
—

落实深度保洁工作 让城市更清爽

扎实做好国道 209 线市区段
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干净整洁的城区环境， 是一座
城市靓丽的名片。 目前，我市中心城
区环卫作业机械化率达到 100%，机
械化清扫全面覆盖，通过实施洒水、
冲洗、洗扫、喷雾、降尘、快速保洁
“六步工作法”， 城区主次干道更加
清爽、 干净， 路面垃圾停留时间更
短。 与此同时，环卫部门对城区主次

干道以外的非机
动车道、 人行道
以及城市公用设
施同步实施精细
化保洁作业，力
求实现环卫作业
全覆盖、精细化。
为使环境更
加干净清爽，保
洁作业实施每日
两普扫、六洒水、
两冲洗， 采取多
种措施提高城市道路洁净度。
一是利用夜间 11 时至凌晨 3
时车少、人少有利高压冲洗作业，对
市区主次干道全面高压冲洗， 提高
路面洁净度； 二是各环卫所凌晨 4
时至上午 9 时，13 时至 16 时用小
型冲洗车对人行道适时冲洗， 不但
提高人行道洁净度和工作效率，还

避免工人用扫帚普扫扬尘， 污染环
境； 三是夜间主次干道全面高压冲
洗后， 早晨 5 时 7 台洗扫车对市区
主次干道洗扫加洒水喷雾作业，6 台
洒水车早上 8 时 30 分至 18 时适时
洒水作业； 四是环卫工人从凌晨 3
时开始至 20 时，分段、分组、定员普
扫保洁。
除两普扫、两清洗、六洒水外，
保洁员在普扫结束后， 还将在保洁
责任区域内进行巡回保洁， 快速保
洁车在指定路段实行全天候巡回拾
捡保洁， 确保普扫清洗后的效果持
续有效。
在保障城区道路干净整洁的同
时， 市环卫处还安排保洁人员利用
小型冲洗车对路段的垃圾转运站、
垃圾容器等环卫公用设施进行每日
冲洗， 力求实现精细化环卫作业覆
（郭欣）
盖城区每一处角落。

市交通运输局——
—

严格落实责任
强力推进“双违”治理工作
近日，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 黄河大桥管理处、 河兴公司要强化 单位要强化担当意识，深化“效能革
局长李隽瑜深入国道 209 线市区段 责任担当，高标准、高起点制定完善 命”，改进工作作风，以强烈的责任
城市“双违” 治理工作一线现场办 “双违” 治理改造提升工作方案，按 意识、 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整治
公，详细了解黄河大桥管理处、河兴 照规划设计要求， 第一时间组织人 “双违”治理专项行动中，确保全面
公司等单位城市“双违”治理工作推 员强力实施； 同时， 要加大工作力 完成工作任务， 树立交通运输行业
进情况，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并对加 度， 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拆除违章建 良好形象。
快实施“双违”治理工作提出明确要 筑。 要严格落实安全责任，重点做好
在下一步工作中， 该局将严格
求。 该局领导任江源、尚柏仁，市交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坚决杜绝各类 按照市城市“双违”治理攻坚小组工
战办主任朱春玲等陪同检查。
安全事件发生。 三要严格工作奖惩。 作要求，持续加大工作力度，认真做
李隽瑜强调， 一要严格落实责 该局党委将加大“双违”治理工作考 好违章建筑拆除、形象提升工程，着
任。 要严格按照市城市“双违”治理 核问责力度，对在治理中不作为、慢 力净化、美化责任区城市环境，确保
攻坚小组工作要求，强化与城建、规 作为、乱作为造成严重后果的，综合 圆满完成市委、 市政府下达的各项
划等部门沟通衔接，倒排节点计划， 运用纪律处分、诫勉谈话、组织处理 目标任务， 为全市文明城市创建暨
层层压实责任，保质保量、按期完成 等措施严肃追究责任。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作出交通运输行
各项工作任务。 二要细化工作方案。
最后，李隽瑜强调，各相关责任 业应有的贡献。
（袁少辉）

日前，市委、市政府环境问题集体约谈会议召开
后，市交通运输局党委迅速行动，深入查摆工作中存
在的不足，进一步明确任务，压实责任，主动作为，全
力以赴做好国道 209 线市区段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坚
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一是统一思想认识。 5 月 30 日下午，市委、市政
府环境问题集体约谈会结束后，该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隽瑜立即主持召开专题工作会议，迅速传达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环境问题集体约谈会和市委书记
刘南昌、市长安伟的讲话精神，深刻分析当前工作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黄河大桥管理处全体干部职工
要充分认清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
进一步提高站位，不断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严格工作标准，细化工作措施，全力以赴做好公路路
面、边沟、绿化带清扫保洁和洒水除尘工作，确保国道
209 线市区段道路干净、整洁、畅通。
二是细化工作措施。 成立了以该局分管领导为组
长，黄河大桥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为副组长的环境污染
防治攻坚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明确职责任
务，细化责任分工；黄河大桥管理处干部职工成立了
保洁洒水、绿化保洁等专项工作组，采取机械加人工
的方式，对辖区路段进行全覆盖、循环式清扫，确保路
面干净；每天出动 20 人、三轮电瓶车 4 台，对国道
209 线市区段涧河桥、超限站、天鹅湖观景台及公交
港湾站、 各平交道口车辆机械设备无法覆盖的区域，
实行人工清扫保洁。每天定时洒水 10 次，全面清洗公
路路面、交通护栏、绿化隔离带等处的积尘、浮尘，彻
底清除护栏下和道牙周边泥土；每天利用洒水车对绿
化带植被喷洒、冲洗 2 次，出动外协专业绿化人员 4
人，对两侧绿化植被进行立体绿化修剪、浇水、补栽，
清理绿化带内渣土、垃圾，坚决遏制扬尘发生。
三是严格督导检查。 该局党委书记、局长李隽瑜
采用
“四不两直”的方式，多次对国道 209 线市区段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督导检查；该局督导组和分管领
导坚持
“
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的原
则，采取明察暗访等形式，对国道 209 线市区段道路
保洁工作进行实地督导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建立工
作台账，责令相关责任班组和责任人立即整改，并对
因工作标准不严格、措施不具体、推诿扯皮造成环境
恶化的，严格按照相关规定，逐级追究相关责任人责
任，确保国道 209 线市区段道路干净、整洁、畅通。
（袁少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