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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速递

搞好城市绿化 共建美好家园
中心城区园林绿化成果展示 南阳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协办

本报记者 陈杰超 通讯员 张航

“全省绿色建筑行动先进单位”、

“全市小城镇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和农村

危房改造工作先进单位”、“全市燃气

行业管理先进单位”……2016年，西
峡县住建局收获颇丰，先后获得省市县

级荣誉28项。
去年，该局紧紧围绕“显山露水、大

气疏朗、绿洁畅美、流光溢彩”的西峡

城市形象定位，以巩固国家园林县

城、国家卫生县城成果和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为抓手，广大干部职工凝心聚

力，务实重干，攻坚克难，砥砺进

取，有力地促进了城乡建设与社会经

济健康协调发展。

全力实施“四大工程”，城市建设不

断加强。全年实施县定重点工程10余
项、路网工程6项，改造提升道路18
条8.28公里，实施绿化工程3项，改

造提升绿地18万平方米，实施公用设
施配套工程 3项，配套供水、供气、
污水管网53公里。

着力推进“四项管理”，县城管理稳

步提升。全面整治施工扬尘污染，全年

排查建设工地21个、商混企业5家，施
工环境管理实现法治化；持续抓好花砖

修补、人行道改造、下水道整修、杂物清

理和斜坡清除等市政设施动态维护，市

政设施管理实现常态化；推行分片总承

包和个人岗位承包相结合的管理办法，

在苗木补栽、设施修缮、景观打造、常态

维护上下工夫，城区绿化管理实现规范

化；结合“双创”工作，对广场、公园进行

全方位维护和提升，公园广场管理实现

精细化。

合力开展“四项服务”，民生保障有

力提高。开展用水普查，完成了水价调

整，发展新用户约1800户，城市供水能
力实现新提升；严格落实燃气安全动态

巡查和上门服务制度，全年检查气站

200余站次，查处企业安全隐患56个，
燃气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全年处理污

水940.3万吨、COD削减量1492.81吨、
氨氮削减量233.72吨，产生并安全处置
污泥4891.6吨，污水排放达标率100%，
污水处理再上新台阶；全年受理“双清

欠”问题27起，完成清欠800余万元，
“双清欠”工作取得新成效。

协力推进“四项监管”，建筑市场平

稳发展。坚持将监管重心前移到工程

设计、图纸审查、招投标、工程预算、施

工许可等前置环节，工程建设前置环节

监管得到强化；建立“五项工作机制”，

坚持“日巡周检月查”制度，确保“五落

实”，全年质量安全受监建筑面积超过

100万平方米，质量安全管理得到提
升；深入开展综合执法监察工作，严厉

打击“四种违法违规行为”，全年查处

违规工地37处，城建执法监察得到加

强；采取“四种措施”，狠抓“四项重点

工作”，实现“三个100%”，废物利用1.3
万吨，节煤5万吨，节地50亩，建筑节能
工作效果明显。

聚力做好“四项指导”，城乡建设协

调发展。太平镇成功创建全国特色小

镇，二郎坪镇和太平镇东坪村成功创建

国家级美丽宜居村镇，米坪镇创建省级

美丽宜居镇上报待批，“四镇”建设逐步

实施；全年各乡镇累计投入集镇建设资

金 6000余万元，改造通道立面 30公
里，硬化道路20公里，新建游园8个，
安装路灯200余盏，改造公厕48个，城
镇建设成效显著；不等不靠，克服困

难，强化协调督导，1108户危房改造
任务圆满完成；顺利完成乡镇两场

（厂）移交，完成20.9公里污水二级分
支管网建设，启动了垃圾处理厂和垃

圾中转站在线监测等相关基础设施建

设，两场（厂）进入稳定运行阶段。

撸袖加油干 山城更宜居
——西峡县住建局民生工程惠民生

本报讯 （记者陈杰超 特约记者

袁永强 通讯员曹正）春节过后，行走

在宛城区农村公路上，道路管护人员

正在检查处理路面病害，刷白的树木

如同哨兵一样笔直地站立在道路两

旁。这是该区农村道路养护高潮的一

个缩影。

宛城区委书记刘中青告诉记者，

近年来，宛城区紧紧抓住国家加快农

村公路建设机遇，以建好、管好、维护

好、运营好为标准，着力提升农村公路

工程质量和管护水平，真正使公路方

便百姓、惠及民生。

据悉，宛城区交通运输局先后两

次被国家交通运输部授予全国农村公

路管理养护先进单位和全国农村公路

工程质量先进单位称号，区政府连续

第七年被市政府授予“通达杯”劳动竞

赛金杯单位称号。2016年，宛城区代
表市政府创建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

县区，目前已通过省交通运输厅初步

验收。

多措并举，全力建好农村公路。

该区强化责任，区政府与各乡镇及有

关部门签订农村公路“三年行动计划”

目标责任书，把年度建设目标列入绩

效考评，并明确各乡镇目标任务和具

体要求。由区交通运输局牵头指导各

乡镇开展农村公路建设工作，实行“五

包责任制”（即包施工组织、包资金筹

措、包工程质量、包工程进度、包做好

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同时多方筹

资，加大投入，2016年共争取上级补助
建设资金4523.6万元，2016年该区财
政预算列支1200万元作为农村公路改
造配套资金，并拨付专项资金1300万
元用于“四好农村路”创建和对创建

考核成绩显著的乡镇奖励。2016年全
区农村公路建设计划完成总投资5859
万元。建设县乡路10条32.4公里、桥
梁 12座 455延米、通村道路 59条
100.3公里，建设进度位居全市前列。

因地制宜，全面护好农村公路。

宛城区紧紧围绕省“好路杯”、市

“通达杯”竞赛，以创建省、市“文

明示范路”为引领，以日常养护和路

政巡查工作为重点，通过分级管理、分

片包干、明确责任、落实任务、奖优罚

劣等措施，不断提升全区农村公路管

理养护水平。由区交通运输局牵头对

项目建设进行监管。全区已建成34个
村级养护保洁室，并新建红泥湾道班

式养护站，严格落实养护标准和各项

管理、巡查、考核制度。精心规划，加

大投入，在巩固已创建的64.8公里省
级文明示范路的基础上，新打造茶庵、

高庙、红泥湾示范圈40公里。
强化管理，确保农村公路安全畅

通。加强农村公路路政管理，按照

“政府负责、部门执法、群众参与、

综合治理”的监管体系，切实加大路

面巡查力度，进一步扩大农村公路路

政管理覆盖面。坚持“堵疏结合，依

法治超，科学治超”的方针，切实加

大治超力度，在农村公路重要路口和

连接干线公路入口处设置限行标志，

同时在必要的乡道和村道设置限高、

限宽设施11处，禁止超限车辆行驶；
申报4个治超点，采取固定和流动检
测方式对超限车辆进行治理，遏制超

限超载车辆在农村公路上行驶。加强

安全生产监管，把安全生产责任贯穿

于各项工作之中。

健全体系，完善城乡交通网络。

该区大力优化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发

展新格局，积极探索“互联网+便捷
交通”新模式，开通手机APP“巴士
管家”客运车辆查询功能，极大地便

利了人民群众出行。目前全区现有客

运车辆173辆，总线路71条，总座位
4710个，其中跨省经营1辆，跨市经
营8辆，跨县经营63辆，区内农村客
车101辆，区内农村公路客运线路35
条，日发250班次。初步构建了“外
联省市，内通城区，辐射各乡镇，覆

盖行政村”的城际、城市、城乡、乡

（镇）村四级城乡道路客运网络。

宛城区

建好“民心路”搭起“致富桥”

2月15日，梅溪河综合整治工程七一路至红庙路段施
工现场机声隆隆，河道截污工程正在强力推进

本报记者 张冬梅 摄

近日，桐柏县农村公路管理所组织人员到该县吴城镇

罗畈村开展农村道路养护义务劳动。图为参加义务劳动的

工作人员在村道上整修路肩 通讯员 谢晓峰 摄

市交通运输执法局

重拳整治

出租车乱象
本报讯 （通讯员侯辛）日前，市

交通运输执法局开展出租车市场“打

非治违”专项行动，重拳整治出租车

拒载、绕行、宰客和“黑出租”非法

营运等行业乱象，确保中心城区出租

车营运市场秩序良好。

该局组织执法人员，实施“分片

执法、网格到队、责任到人”制度，

并聘请执法监督员，增强执法人员履

职尽责意识，提升“打非治违”效

果。采取固定与流动相结合的方

式，加强对中心城区六横七纵重点

道路的路巡路查，对车站、机场等

重点部位实行驻点执法检查，建立

起覆盖整个中心城区的出租车网格

化执法体系。对专项行动期间查处

的违规车辆全部顶格处理，严格落

实“查处分离”、“罚缴分离”制

度，杜绝随意降低处罚标准等违规

违 纪 行 为 。 重 视 投 诉 受 理 ， 对

“12328”热线等多渠道收集的群众
投诉、举报，做到及时处理、及时

反馈。加强与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协

调对接，建立联合执法、联合惩戒

机制，实现联动治理。截至目前，

共检查出租汽车1069台次，查处违
规车22台，因车容车貌不整当场纠
正出租汽车184台次。

梅城公园
城管部门立足服务民生，持续实施公园精细化管理,不断提

升梅城公园景观效果，完善园内便民设施，使梅城公园魅力升

级，成为白河景观带上的一颗明珠。

提升园内景观：丰富公园植物品种。近期，城管部门在梅

城公园内新增植优良品种梅花300株左右,并以楝椿榆槐为主，
连片丛状种植130余棵乡土树种，进一步丰富梅城公园内梅花品
种及植物多样性，增强观赏效果，让居民共享发展成果。

修复梅花寨南寨墙。昔日的南寨墙东起琉璃阁，西至大寨

门，全长970米，雄踞白河岸边，主要作用是拱卫主城。由于屡
遭破坏，后来南寨墙仅存一些残垣断壁和永庆门一座寨门。为

贯彻市委提出的“以文塑城”指导方针，市城管局决定参考同

时期南阳周边同类建筑对南寨墙进行复原。梅花寨南寨墙修复

工程于2016年4月18日完工。修复后的南寨墙长270米，城墙
宽4.8米，高5.4米，游人可从南寨墙东侧登上城墙游览远眺。
修复后的南寨墙不仅复原了老南阳梅花寨的局部，还成为南阳

崭新的文化名片。

完善便民设施：公园内设置便民衣架10个、景观石桌凳15
套，设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牌15个，对园内各种市政设
施进行编号登记，建立维护档案，以便于管理。对公园内公共

设施进行更新维护，粉饰修缮景观廊架、木质台地3500多平方
米、铁艺椅30个，办公区域整体修缮维护，设置公益提示牌99
个，增设27个果皮箱，更换破损老旧果皮箱38个，消除卫生死
角，扮靓了公共空间，保持了广场园内的公共卫生，体现出南

阳城管服务为民、贴心为民的宗旨。

图① 梅城公园一角

图② 梅城公园俯瞰

通讯员 韩自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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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淅川县

强化水上综合执法
本报讯（记者张冬梅）2月13日，丹江口库区淅川辖区

水上综合执法大队在宋岗码头正式挂牌成立。

水上综合执法大队人员组成以淅川县地方海事局为

依托，从县湿地保护处、县水利局、县环保局、县公安

局等职能部门抽调执法人员共计35名。由县政府牵头负
责定期对水上综合执法大队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业务考评

和指导。水上综合执法大队的成立标志着淅川水上执法

进入全新阶段，这将改变过去水上多头执法的乱象，有

利于提高水上综合管理效能和水平，将更加方便群众、

服务民生，并为国家南水北调“保水质、护运行”工作

作出新的贡献。

市邮政管理局

加强寄递安全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王璐）近日，市邮政管理局组织开展深

入学习《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活动，并对全市寄递渠道

安全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该局组织职工深入学习《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及

《禁寄物品指导目录》，同时要求各寄递企业落实培训教育，

加强内部学习，确保将相关要求传达至每个一线员工。加

强对外宣传，及时更新各营业场所的上墙资料。严格执行

收寄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三项制度，切实将禁寄物品

堵截在寄递渠道之外。坚决执行信息报告制度，发现可疑

物品，及时上报市邮政管理局。下一步，市邮政管理局将继

续加强与公安、国家安全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开展联合执法

检查，确保全市寄递渠道安全畅通。

方城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双训”塑造执法形象
本报讯（记者张冬梅）日前，方城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开展执法人员业务知识培训暨军事训练活动，以切实提升

执法队伍依法履行职责的能力和水平，推动交通运输执法

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再上新台阶。

该局邀请县政府法制办、县纪检部门、县人民法院等

相关人员对学员进行业务知识培训，授课内容主要包括交

通运输执法有关法律法规、制度，执法队伍廉政建设、执

法安全规范以及治超新政和案件分析；军事训练设置基础

队列动作、交通指挥手势、现场执法应急处置三个科目，

进行高强度集中训练。

内邓高速

“双星”评定日前揭晓
本报讯（通讯员梁田）2月14日，南阳内邓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在内邓高速运营管理中心举行星级收费站、星级

收费员授星仪式。内乡西站等5个先进收费站和158位先
进收费员获得表彰。

2016年以来，南阳内邓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在市交通运
输局、市内邓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南阳交通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下，继续发扬工程建设时期“务

实苦干、负重拼搏”的精神，完成剩余相关配套工程建

设；以“收费和服务、安全与畅通”为工作重心，结合实

际，力求跨越突破。高起点、严要求，建立规章制度，完

善相应工作机制，全面提高服务水平。

内邓高速运营管理中心在建设和运营并行的复杂局面

下，圆满完成内邓高速公路油面工程建设任务。开通运营

以来，紧紧围绕工作重心，各部门齐抓共管、综合防范，

确保机电设备平稳运行，路政管理秩序良好。争取高速交

警、执法局等单位的通力配合、齐抓共管，取得了安全生

产零事故的成绩，在确保运营秩序的同时实现收费额稳

步增长。同时运营中心高度重视队伍建设工作，建立

“双清单”工作机制，明确任务，落实责任。通过开展

“双星”评定激发干劲，鼓励先进，全面提升内邓高速的

整体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