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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城管宜兴城管
用实际行动为祖国庆生用实际行动为祖国庆生
本报讯（见习记者万芳宁）中

秋遇上国庆，在这难得的八天假期
里，我市城管队员一如既往地坚守
岗位、值班备勤；一如既往地默默
奉献、守护市容。他们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向祖国母亲和人民群众献
上城市美丽、幸福吉祥的厚礼。

节前，市城管部门对集镇主
要区域和重点路段进行调查摸
底，了解节日期间市容管理趋势，
预估市容管理的问题，把握工作
动向、划分责任区域、明确责任人
员，提前调配人员力量，完善工作
预案。

节日期间，城管队员紧扣严
管严查严处的主基调，突出城市
管理“宜兴标准”实践运用，紧盯
主次干道、中心商务区、菜场周边
等节点区域，及时处置占道经营、
流动摊贩、违法停车、违规促销等
显见性市容问题，使文明有序成
为节日常态。

节日里，我市多个乡镇举办大
型灯会、节庆活动。城管部门抽调
精干力量驰援属地乡镇，规范摊点
设置、引导停车秩序、提供咨询服
务、实施应急救助，提前到岗、延后
撤岗，圆满完成了重大活动的执勤
保障任务，为宜兴市容美丽保驾护

航。在活动保障过程中，虽然遇到
一些突发情况，但队员们都及时化
解，为群众和游客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有群众在停车时，由于不熟
悉路况，不慎将车驶入水渠中，进

退两难，现场疏导停车秩序的城管
队员发现情况后，立即为其找来拖
车，帮助其顺利脱困。也有游客在
游玩过程中，不慎崴脚，行动不便，
在景区内巡查的队员在得到求助

消息后，第一时间将其搀扶至巡逻
车上，并将其送往就近医院治疗。
城管队员成为爱民模范生，向全社
会展示了宜兴城管的文明素质和
优良形象。

Yi Xing Cheng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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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双 力 见习记者
白 凡）10月1日至10月3日，首届
湖氵父·阳羡溪山中秋灯会在山镇湖
氵父璀璨亮灯，25组主题花灯将秀美
溪山照个透亮。在这场灯火盛宴现
场，除了有华灯璀璨，还留下了参与
保障灯会平安顺利举办的城管队员
们矫健的身影。

历经三年精心打造，阳羡溪山
小镇新近揭开盖头，加上国庆期间
有大型灯会举办，更激发四面八方
旅客前来观灯赏景的兴趣。属地政
府初步预估，灯会举办期间，将有5
万余人到此一游，附近固定停车位
只有260余个，远远满足不了旅客
停车需求。接到开辟临时停车位的
任务，城管湖氵父中队负责人多次踏
勘现场，利用工地空旷处，增划临时

车位2600余个，并与相关单位协
商，开辟短驳点4个，安排专人值
守，维护交通秩序，确保车好停、人

安全。
灯会的举办带动当地夜间经

济发展，许多种养专业户肩挑手提

自产自销农副产品前来赶集，沿路
叫卖容易造成交通堵塞、存在安全
隐患。获悉现场管理力量不足、调
配紧张的信息后，市城管局抽调
70余名执法队员前来驰援，他们
和属地中队40余名队员一起，在
重要路段定点值守。友情劝离游
商路贩入场经营，开辟临时疏导点
4个，杜绝人为造成障碍，影响车
辆通行，维护好道路畅、交通便的
出游环境。

这场灯会内容精彩纷呈，游客
乐而忘返。观灯过程中，一名七旬
老人与家人不慎走失，城管队员主
动上前安抚老人，一方面积极帮助
老人寻找亲人，另一方面将求助信
息通报各值守点。经过1个多小时
的努力，老人终于回到了子女身
旁。还有一名观灯游客突发疾病，
情况相当紧急，患者被紧急抬上城
管执法车送医，城管人用行动讲述
惠民服务暖心故事。

华灯下华灯下，，留下城管队员矫健身影留下城管队员矫健身影

本报讯（记者双 力 见习记者
白 凡）2020 宜兴第五届张渚梁
祝爱情文化节日前举办，宜南
山镇张渚上演爱情“大戏”。城
管张渚中队备勤围绕热点走，
抽调骨干队员服务到一线，助
力追爱人士品尝丰盛的文化旅
游“大餐”。

本届爱情节，主体活动包括
爱情节晚会、爱情街市、集体婚礼
以及宜兴市第三届“陶都十佳模
范金婚夫妇”评选等，其中，爱情
街市设在张渚闹市区，活动举办
方规划 108 个铺位，让追爱商家
美丽搭台，力争取得“爱情搭台、
经济唱戏、造福百姓”的效果，办
节前夕，该中队组织8名城管队员
走访沿街商户，宣传举办梁祝爱

情文化节意义，营造人人关注爱
情节、个个代表张渚形象的浓厚
氛围。

在近400米长的街区搭建临
时商铺不是一个小工程，该中队
在规划地两端拉起警戒线，指派

专人值守，引导工程车辆和行人
有序通行。施工人员搭建门楼、
商铺时，涉及用电和装载机械，
为确保安全施工，队员们定点
值守，检查督促施工人员注意
安全作业，并要求其对拉设的电
线电缆做好保护措施，确保安全
无事故。

9月29日，爱情街市试营业，
吸引大批追爱人士到场领略爱情
文化的韵味，中队全体城管队员
悉数投入保障行动，值守爱情街
市、主要路口和停车场，维护现场
秩序卫生。爱情街市开市，几乎
天天人头攒动，参加集体婚礼的
20对新人到场走秀体验生活，将
爱情街市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中
队组织力量增援，哪里有情况、哪
里有需要，城管队员就出现在哪
里，像“流动哨所”一样，全力维护
现场秩序，为爱情街市筑起严密
的安全屏障。

爱情节爱情节，，城管队员守护爱情街市城管队员守护爱情街市

本报讯（记者双 力）9 月 22
日，一曲美妙的丰收乐章在徐舍镇
美栖村的玫瑰花田奏响，以“庆丰
收、迎小康、新征程”为主题的

“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无锡·宜
兴主会场”活动精彩启幕。徐舍镇
城管队员全员出动，值守现场维护
秩序，保障盛会顺利举办。

据悉，在美栖村玫瑰花田中举
办的这场丰收节，是江苏省庆祝中
国农民丰收节五个重点活动之
一。面对玫瑰花田中办盛会的新
情况，该中队克服执法人员人手紧
缺的困难，优化配置保障力量，开
展系列整治行动，其中，整治废旧
回收点、车辆修理铺等，仅清理有
碍观瞻的乱堆放废旧轮胎数量就

有2000余只；发起“僵尸车”清除专
项行动，移除长期霸占道路报废

车、拖挂车近10辆，还道于民。
在丰收节上，承办单位摆开丰收

集市，全市各地种养专业户送展近百
种特色农产品，使这场盛会更有人
气。开幕式当天，吸引各方嘉宾和周
边群众4000余人到场，现场生产的
生活垃圾和污水如何处置一时成为
难题。环卫部门设置14只移动厕
所、52只垃圾箱后，中队安排专人负
责收集处置，确保会场环境干净整
洁。为避免人流拥挤发生安全事故，
城管队员分段值守，指引车辆通行，
疏导拥堵路段，汗流浃背不言累。

在国庆长假期间，徐舍镇利用
丰收节已建设施，举办“玫瑰花田
丰收季”活动，以承接丰收节后续
效应。为此，中队保障工作力度不
减，队员每天提前赶到花田，保洁
保安工作同步进行，到丰收季落
幕，仅冲洗场地的用水量就有7000
吨。花田美丽与环境整洁同框，吸
引一批又一批游客前来观景购物，
丰收节主会场成为网红打卡地。

丰收节丰收节，，值守岗位搬进玫瑰花田值守岗位搬进玫瑰花田

本报讯（记者双 力）国庆前
夕，市城管局举行为期5天的新招
人员岗前培训，通过实地参观、入
职宣誓、专题辅导、模拟执法、队
列训练等，参训人员进一步了解
了城管工作的内容和成效，提升
了综合素质，增强了从事城市管
理工作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在开班动员时，市城管局党
委委员、副局长汤永军向新招人
员介绍了宜兴城管的发展历程，
分享了自身从事城管事业多年来
的心得和感受，要求新队员们珍
惜此次培训机会，热爱岗位、勤奋
工作，虚心学习、吃苦耐劳，乐于
奉献、发挥才干，将所学的知识充
分运用到今后工作中去。

市城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陈炯带领新招人员参观局史陈列
馆，进行了入职宣誓，了解城管历
史发展、熟悉城管职能职责、体会
城管铁军精神，增强了新队员的

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了“为
人民管好城市、管好城市为人民”
的信心。

此次培训由大队领导、相关
科室主要负责人从政治思想教
育、法律法规知识、执法技能学习、
队列训练等方面进行集中授课。
新入职人员纷纷表示，今后将忠于
职守、依法行政、乐于奉献、爱岗敬
业，提高业务工作能力，为宜兴市
容美丽作出应有贡献。

培训过程中，特设执法操作
实务考查，新招人员通过对“一条
路、一个菜场、一处广场”的现场模
拟执法，从执法流程、执法方式和
监管对象等不同角度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从而协助解决问题，使新
队员不仅对规范执法、文明执法、
依法执法和为民执法有了更深层
次的理解和掌握，并且加深了执法
业务知识的积累，进一步培养了
其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

城管萌新已就位
提升综合素养正当时

本报讯（记者双 力）近期，
市城管局综合协调科会同行政
审批局城管窗口等单位，围绕推
进“不见面”审批系统建设进行
沙盘推演，让城管政务“上云
端”，又让城管服务“接地气”。

以前，每当需要办理临时占
道、店招店牌等事项时，用户得
在城管和行政审批等部门间两
头跑，不仅劳神费力，而且效率
不高。在“互联网+”时代，如何
让数据多跑动、群众少走路？今

年，市城管局以推进“不见面”审
批为突破口，启动临时占道、店
招店牌等审批事项线上办实事
工程建设。为开发出真正实
用、基层爱用的网上审批系统，
城管部门提前征询业务科办详
细需求，并对每个审批事项办
理环节，提出了线上设计设想，
在论证推演的基础上，进行技
术路径完善，促使线上流转与
线下流转保持一致，同时提高
实际运转效能。

推演“不见面”审批

本报讯（记者双 力）近期，市
城管队员在巡查市容时发现，一
些店主擅自在自家店铺门上用红
漆喷涂文字，与周围的景观格格
不入，污染城市的脸庞，城管队员
根据喷涂信息与当事人取得联
系，要求其立即清理乱涂写内容，
恢复店铺卷帘门原貌。

国庆节前夕，城管城北中队
队员到阳羡西路开展市容例行
巡查，在某店铺卷帘门上有大面
积油漆喷涂，内容为店面搬迁信
息、联系人电话信息，喷涂面积
约 18 平方米。固定证据后，城
管队员向当事人发放责令改正
通知书，并依据《江苏省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相关条
款规定，对当事人实施罚款500
元的行政处罚，督促其自行清理
整改到位。

城管部门友情提醒，规范的
墙面喷绘，将为城市增添色彩，而
乱涂乱写对城市的市容市貌、环
境卫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请商
家店主严格遵守市容法律法规要

求，自觉保持责任区内建筑物立
面整洁，为深化文明城市建设添
砖加瓦。

[延伸阅读]《江苏省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树木、地
面、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上刻画、涂写、张贴。第五十条：
在树木、地面、建筑物、构筑物或
者其他设施上刻画、涂写、张贴
的，责令限期清除，处以一百元以
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清除
的，代为清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行
为人承担。

城管部门依法行政
向乱涂写行为说“不”

今天不休息今天不休息

巡查到一线巡查到一线

护航爱情节护航爱情节

值守在现场值守在现场

争当服务明星争当服务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