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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扈玲 陈杰超

“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县级数

字化城管系统建设、整治黑臭水体、提

升县级城市管理水平三年行动计划及

百城提质”，日前，我市就当前城管四项

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这是记者

从市政府获得的消息。

全力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
为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

进城市管理工作，市委、市政府于9月
19日印发了《南阳市深入推进城市执法
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实施方

案》，明确了我市县区改革的总体目标

和要求，以及时间表和路线图。这是全

市下步城市执法体制改革的总纲领。

目前，市城市综合执法局已于7月
17日正式挂牌成立，与市城市管理局实
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各县区对城市

执法体制改革工作都高度重视，多数县

区成立了改革工作领导机构。桐柏、内

乡、南召三县先后挂牌成立了城市综合

执法局，取得了良好成效。

从现在起，全市改革工作要进入加

速攻坚期。各县区要严格按照省定时

间节点要求，进一步完善改革机构，抓

紧出台改革实施方案，积极稳妥推进职

能划转，切实加大工作力度，推进改革

步伐，确保年底完成任务。

全面完善县级数字化城市
管理系统建设

我市市级数字化城管系统于2014

年4月启动建设，把5大类121小类城
市管理部件、6大类83小类城市管理
事 件 和 中 心 城 区 四 区 政 府 （管 委

会），规划、住建、公安、城管等 20
个市直单位，以及移动、电信、水务

等 15个专业部门纳入了数字化城管
范畴。2016年 2月建成运行一年零 9
个月以来，共采集、立案城市管理问

题488968件,结案428938件,发挥了良
好的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逐步树立
了高位监督工作权威,使城市管理实
现了智能化、数字化、常态化、长

效化。

我市县级数字化城管系统平台

2016年启动建设以来,多数县取得了
良好的工作成效。其中，西峡、淅川

两县数字化城管系统率先全面建成

并投入试运行，镇平、桐柏、社旗、南

召、新野、内乡 6县进展较快,已基本
完成建设任务；西峡县为数字化城管

系统建设专门投资1043万元，内乡县
每年列支 276万元专项经费，为数字
化城管系统有效运行提供了有力保

障。

各县要高度重视,加压鼓劲,聚焦突
破,补齐短板,按照国家住建部和数字化
城管建设方案要求，及早建立完善

12319城市管理服务热线，为市民提供
高效优质服务；市数字化城管中心要及

早谋划,拿出扎实有效的方案,做好市、
县对接,实现互联互通,实现远程监督考
评县级数字化城管系统运行,为实现全
省、全国数字化城管系统互联互通奠定

基础。

致力开展城市水体治理

按照国家、省、市河长制，百城提质

工程及河流清洁行动的要求，今年年底

前，各县级城市建成区要基本完成黑臭

水体的截污纳管和垃圾清理、清淤等整

治工作。按照市政府与省政府签订的

目标责任书，今年的黑臭水体整治工作

目标是“各县建成区实现河面无大面积

漂浮物，河岸无垃圾，实现截污纳管，无

违法排污口”。

当前，中心城区温凉河、汉城河、护

城河治理工作已经初见成效，形成了河

道沿线的水道、风道、绿道和城市生态景

观廊道。梅溪河、三里河、十二里河、溧

河整治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各县城区的

45条河道，其中29条已经治理完工。
在下一步的黑臭水体治理和城市

内河整治工作中，要体现海绵城市建设

理念，严格控制污水入河，加强内源污

染治理，开展河道生态修复，加强城市

“蓝线”管控，推进水系沟通。要通过综

合施策，把城市内河变成润泽和保障城

市的水道、绿道、行洪通道、城市风道和

生态景观廊道，以此提升市民群众的生

产生活环境和人民幸福指数。

大力实施提升县级城市
管理水平三年行动计划

实施提升县级城市管理水平三年

行动计划,是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中央
新型城镇化方针的重大举措和必然要求。

当前，实施行动计划,必须抓住治脏

治乱这一重点，扎实做好环境卫生、市

容市貌、园林绿化、市政等方面工作。

在绿化城市家园方面，要以园林县城创

建为抓手，全面提升园林绿化工作；要

以迎接月季洲际大会为契机，打造特色

园林绿化景观；抓好《南阳市城市绿化

条例》的宣传贯彻；重视绿化的生态性

和科学性，更新城市绿化理念，提高城

市绿化品质。在净化城市环境方面，

2017年，垃圾处理工作被列入省十件民
生实事之一。省住建厅要求10县及鸭
河、官庄工区，建设生活垃圾中转站39
座，新建公厕63座，改造旱厕54座，主
次干道机械化清扫率达到80%以上，建
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30%。在美
化城市容貌方面，要“疏堵结合、便民利

民”，增加市场容纳率。要加大城市乱

象治理力度。要落实管理责任制，实现

长效化管理。要加强占道经营、流动摊

点、店外经营、占道作业等城市乱象的

治理，坚决杜绝城市主次干道违规经营

现象；对城区乱象丛生的重点难点区

域，要集中力量，重拳出击，强力整治，

保持高压态势，坚决遏制乱象反弹。

在完善城市功能方面，要按照城市道

路设施管理规范和桥梁检测规范，加

强道路、桥梁、排水、照明等基础设施

的日常管理和监测工作，确保排水、桥

梁、路灯等重点设施的安全运行。对

城市道路停车要作出合理研判，编制

好城市停车场建设规划，科学施划停

车泊位，遏制道路停车乱象。要提升

城市夜景亮化效果，打造具有各县特

色的城市亮化夜景。⑨8

搞好城市管理 打造宜居南阳

我市部署城管四项重点工作

□郭家富

今年十一长假，朋友们都在提前

谋划出行目的地，有的计划去南方，

到三亚的天涯海角，去感受大海之浩

瀚、椰林之伟岸；有的计划去西部，

到西藏的布达拉宫，去体会佛教之精

髓，疆域之壮阔。而我则趁着淅淅沥

沥的小雨，义无反顾地回到故乡，把

早已潮湿的心，交给故乡的山，交给

故乡的水。

故乡的山，名曰黄山。虽是同

名，可不像安徽黄山那么名震四海，

那么挺拔险峻，它甚至连南阳周边的

九架孤山 （遮山、羊山、磨山、塔子

山、紫山、独山、蒲山、丰山、隐

山） 都不是，它只是南阳城北十余

里，高出地面不足30米的一个大土丘！

但就是这么一个看似不太像山的

大土丘，却是地地道道距今六七千年

新石器时期的黄山仰韶文化遗址！在

山的顶部，东西长600米，南北宽500

米，土层厚1-3米的范围内，蕴藏着

无数令人惊叹的秘密！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一个个谜

底被相继揭开。从出土的12类陶器、

57件骨器、67件石器中，专家推断，

这里或是一个制玉的大部落，是中国

史前玉文化中心！出土的石器中，有5

件经专家鉴定为独山玉，这一发现把

独山玉开采的历史一下子提前500年，

填补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期制玉用玉

的历史空白，其中的一件“独山玉

铲”被专家学者命名为“中华第一

铲”！

小时候，我没少在黄山顶上割

草、拾柴、玩耍，一脚踢出个陶片瓦

当或石斧残片什么的是常事；村里人

种地，一耙子刨出个陶罐，也不稀

罕，随手就扔了；更有村民把成车的

石斧、石铲拉去垫路。谁知道这东西

后来竟成了宝贝，成了文物，成了专

家学者研究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

我国新石器时期南北文化交融的有力

佐证！

黄山遗址因其保存完好，文化价

值巨大，2013年被正式列入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而且省市已经决定，

在此要建设黄山遗址公园，集绿化、

文化于一体，打造南阳的后花园。真

心希望黄山遗址公园能够尽快启动，

早日建成！

故乡的河，名曰黄渠河。发源于

紫山脚下的龙王沟水库，曲曲弯弯，

潺潺 ，从我家的门前流过，在零号

橡胶坝处，与白河交汇。我几乎就是

在河边长大，这条河融入我太多童年

的记忆，以至于我夜晚做梦，还经常

梦到这条小河。

故乡的小河是一条充满欢乐的

河。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在水中玩游

戏、捉鱼虾、摸扇贝，也就是在那个

时候，我学会了游泳，学会了帮家人

分担责任。

一年四季，女人们总在河边洗衣

服。那“咚咚咚”的捶衣声，和着女

人们银铃般的笑声，给当时贫穷的故

乡带来不少乐趣。

夏日的夜晚，则是男人们的天

下。劳累了一天的大人们，丢下饭碗

就下河洗澡。水是温水，底是沙底，

洗起澡来，舒服极了。我那时没少跟

大人们一起洗澡，一边在水中扑腾，

一边听大人们诉说丰收的喜悦、持家

的不易，还有那一个个至今仍依稀记

得的有趣故事……

童年的时光是美好的，那时的小

河是温馨的。河面不宽，但水量不

小。水质清澈，清澈得可以照见人

影，看得见水中的鱼虾；两岸长满柳

树、杨树、白蜡条、紫穗槐，给故乡

的小河增添些许神秘；河边青草萋

萋，蜂飞蝶舞，偶尔有羊群经过，放

牧人一声响鞭，打破了小河的宁静。

好一幅漂亮的小河牧羊图！

时光如梭，光阴荏苒，转眼几十

年过去了。当我从记忆中回过神来，

站在故乡小河边的我，被眼前的一切

惊呆了！这哪是我魂牵梦绕故乡的小

河呀，污浊不堪，垃圾遍地，臭气难

闻，一片狼藉！一位邻家大叔告诉

我，近年来有不少村民在河边建养殖

场，牲畜的粪便都直接排到了河里，

弄脏了河水，污染了水源，现在家家

户户都安有净水器哩。

家乡的小河原是一条活水河，不

知从什么时候起，却变成了一条季节

河。平时断流，只有汛期涨水时，河

里的脏物才被冲走，一直冲进白河，

进而污染白河的水质，影响湿地公园

景观，影响更多人的健康，这是多么

可怕的事啊！

值得庆幸的是，黄渠河的污染状

况，已经引起有关部门和当地党委、

政府的重视，正在编制治理规划，拟

定治理方案，相信要不了多久，家乡

的小河又会变得充满生机、绿意盎然

了。

故乡的山不大，但却蕴涵着丰厚

的文化，见证六七千年的历史；故乡

的河无名，但却关乎城市环境，关乎

市民健康，关乎百姓福祉。

由此我联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倡

导的打造绿水青山，绝不是海市蜃

楼，绝不是遥不可及！她根植于广袤

的沃土，维系于一山一水，一草一

木；她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同呼

吸，共命运！

让我们都行动起来，在生态文明

建设的大背景下，着眼长远，立足当

前，绿色打底，生态优先，从治理一

山一水做起，着力构建天蓝、地绿、

水清、景美的城乡环境，为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铸造金山银山创造良好条

件。我想，这才是打造绿水青山的应

有之义。⑨6

故 乡 的 山 ，故乡的河

南阳无线电管理局

体育竞赛展风貌
本报讯（记者陈杰超 通讯员郭朝阳）日前，南阳无

线电管理局开展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单人跳绳等体育

竞赛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树立运动健康意识，增强

单位凝聚力。

竞赛活动开始后，无线电职工顽强拼搏，奋勇争先。

在集体项目篮球比赛中，场上运动员你争我夺，打得有板

有眼，比分交错上升，扣人心弦；在个人项目竞赛中，大家

各显身手，勇创佳绩，勇夺第一。各个项目竞争激烈，高

潮迭起。大家在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欢乐的同时,充分展
示了无线电管理队伍的良好精神风貌。⑨8

西峡县运管局

创新机制增实效
本报讯（记者张冬梅 通讯员王鑫）日前，西峡县运

管局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推行重点工作及交办事项督办

机制，切实提高工作效率，确保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监管落

到实处。

新机制要求，对公安部门发送给运管部门的违章车

辆信息抄告通知，每天下午以督办通知书的形式转送相

关股室，办理情况按时反馈，并由安全股负责跟踪督办，

对逾期未办理或办理不力的将视情节予以问责。督办过

程分为批示、抄告、办理、反馈、催办、问责等环节，环环相

扣，有力保证督办事项得到快速处理。同时，该局还将督

查督办工作纳入集体或个人年终考核，把督查考核的结

果作为衡量各部门工作成绩及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通

过树立标杆，激发、调动督查考核主体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⑨6

社旗县运管局

强化监管保安全
本报讯（记者张冬梅 通讯员高新海）社旗县运管局

多措并举，对县内客运企业加强监管，保障居民出行安全。

该局采取不定时抽查与定期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

客运驾驶“十不准”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要求驾驶员不

能疲劳驾驶。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不超过8小时，连
续驾驶时间不超过4小时，夜间连续驾驶时间不得超过2
小时。通过动态监控系统对凌晨2时至5时不行车落实
情况进行检查。专门组织工作人员对超员、超速、酒后驾

驶、客货混装、在高速公路违法停车上下乘客等现象进行

整治。要求客运企业杜绝逾期未年审、年检或年审、年检

不合格的车辆上路行驶。严禁报废车、营转非客车营

运。定期检查车内安全带、安全锤、灭火器、故障车警告

标志的配备是否齐全有效，安全出口通道是否畅通，应急

门、应急顶窗开启装置是否有效，开启顺畅，有效提高了

县内客运行业安全生产水平。⑨6

内乡县城管局

净化环境重落实
本报讯（记者陈杰超 通讯员王晓）内乡县城管局立

足岗位职责，多措抑尘降霾、严防大气污染，有效净化了

城区环境，改善了空气质量。

增加环卫车辆。为使机械化清扫率达到规定标准，

逐步实现城区道路深度清扫保洁全覆盖，实施每日五洒

两冲洗、清扫保洁“四部曲”（机械洗扫+人工清扫+机械冲
洗+人工保洁）等作业程序，该局投资185万元购置8吨洗
扫车1台、20吨高压冲洗车2台，最大限度地保持道路洁
净。严格执行渣土运输车辆包扎覆盖措施，并对渣土污

染道路及时洗扫，降低扬尘。

严控燃煤散烧。气温渐降，为预防早市、夜市及流动

餐饮摊点燃煤散烧抬头，城管大队绷紧“逆水行舟一篙不

可放缓、水滴石穿一滴不可弃滞”之弦，采取每日早晚巡

查、印发宣传彩页、逐户耐心解释、下发整改通知书、物品

证据保全、依法强制取缔等方法，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严

控燃煤散烧。

禁防焚烧树叶。进入深秋，落叶加速，环卫作业处未

雨绸缪，在落叶行道树集中路段张挂宣传横幅，发挥提

示、警示作用；逐区、逐段、逐人宣传，并与卫生五区签订

《禁止焚烧垃圾树叶责任书》；严格落实连带责任，清扫工

如有违反，将对区长、管理员、清扫工分别予以处罚；要求

城管执法、卫生管理人员，按照网格责任划分，对辖区焚

烧树叶垃圾的居民、商户及时提醒、制止、扑救，杜绝焚烧

行为，严防大气污染。

近期，共冲洗渣土污染道路4.1万平方米，发放预防
大气污染宣传彩页650份，下发整改通知书8份，物品证
据保全6件，张挂宣传横幅22条。⑨8

唐河县城管局

进行城市大清洁
本报讯（记者张冬梅 通讯员黄向永 张帅）连日来，

唐河县城区阴雨连绵，该县城管局抢抓降雨时机，积极行

动，借雨作业，开展城市大清洁行动，对道路、设施深度清

洗保洁。

环卫作业车辆按照“先主路后道牙”的洗刷顺序，采

取“先冲洗、再清扫、后吸污”作业模式，先由高压冲洗车

把道路上的灰尘冲至道牙附近，再由洗扫车借助雨水的

“冲力”清洗路边泥浆灰尘，将泥水、细渣吸附带走。环卫

工人在旁边配合清扫，彻底清理附着于路面的尘土。

此次清扫行动共出动清扫人员130余人次、清扫机械
车辆50余台次，清洗主次道路60余条，节约作业用水800
余吨。⑨6

日前，市交通运输执法局扎实开展打非治违活动，加

强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中心城区重点区域、重点路段

巡查频次，切实保障居民出行安全⑨8 通讯员 侯辛 摄

金秋时节，市中心城区天高云淡，生机盎然，彰显宜居之城魅力。

图①眺宛苑美景 通讯员 谷雨 摄

图②邕河秋色 本报记者 陈杰超 摄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