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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小朱

在金清镇晚上9点半前，镇区道
路还是井井有条，但在10点以后，行
政执法人员下班，少数街路面的画
风就开始转变了：集聚的夜排档摊
点霸占了城市道路，带来大量噪音
污染，产生大量餐余垃圾和油污，影
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蹲点值守只能治标，但始终不
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为彻底解决这
一问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金清中
队中队长朱骞决定，召集这些流动
摊点“深夜食堂”厨师长开个座谈
会。6月28日晚，值班结束后的他打
开智慧城管 APP，利用天网探头观
察平时点位设摊情况。等到晚上11
时，看“厨师长”们出动的差不多了 ，
于是他开着执法车，逐家通知，共计
通知了9家烧烤摊和2家高音喇叭
经营的商户。

第二天9时30分，“厨师长”们
如约而至，会议准时开始。朱骞首

先向大家介绍此次会议的目的，由
中队专职法制员向各商贩讲解了有
关占用城市道路设摊经营等方面的
法律法规及处罚标准。在交流环
节，流动摊主们纷纷表示，这么重的
处罚标准，不划算；有的表示要找店
铺开店，有的表示以后不干这个
了。而开店铺的关心的最多的是，
油烟净化器买什么样的好，室内烧
烤房间该如何装修才安全。

最后，朱骞对与会人员重新强
调，占用城市道路设摊的摊点，将严
格执法，建议入店正规合法经营；有
店面的商户，要严格遵守相关法规，
不占道作业、经营；排烟装置不符合
要求的，要抓紧整改，该抬高的抬
高，该安装净化装置的，要安装净化
装置。会后，参会商贩都签订了承
诺书，承诺按照要求整改。

下一步，金清中队将通过持续
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和入店服务，多
措并举，积极做好“深夜食堂”管理
工作，维护辖区良好的镇容环境。

!全媒体记者 郑 虹 通讯员 齐 韵

7月10日一大早，区园林绿化养护事务中
心就着手安排了100余名养护工作人员、12辆
作业运输车，开始忙碌在城区街头各绿地，守
好台风前最后一波防御工作。

气象部门发布“玛丽亚”预报后，绿化养
护单位随即组织工人们对城区主次干道上的部
分行道树进行修剪和加固，加强对文化路、公
园路、北环线、路泽太、公园内的高大乔木支
撑进行加固，尤其是抗风能力较差或新近补种
的树木，采用四脚固定支撑方式进行加固，杜
绝安全隐患。已累计更换、加固高大乔木支撑
1800余处。

每次台风来临前后，园林工人就显得特
别得忙，7月8日前后几天，在路桥城区的各
大主干道上，随处可见修剪树枝的园林工
人。每到台风来临前夕，区园林绿化养护事
务中心都会对城区行道树和公园内树木进行
预防性巡查修剪工作，对发现的危、枯树及
时处理，对架空电力线路和树木之间安全距
离不足的树木进行修剪。目前已累计清理枯
死枝10车。

针对台风期间可能出现的树木倒伏影响交
通和因为交通堵塞而导致园林抢险车辆无法及
时到达现场的情况，园林中心与区交警大队建
立了不同层级的信息联络渠道，解决在抢险救
灾期间的信息畅通和交通保障问题；派出人员

专门对接电力公司，对发现涉及电力的险情及
时处理，保证用电安全。

同时，为防止城区花箱被台风刮倒对过往
车辆及行人造成安全隐患，及时对城区80余
组花箱进行拆除或迁移至安全位置。

对中央山公园内的廊、亭以及娱乐、水电
等公共设施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发生破损及
时予以修复或拆除，或落实临时性防护措施并
标注明显的警示标志，以避免人身伤害事故的
发生。

区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养护事务中心负责
人刘浩介绍，把防御“玛丽亚”台风工作作为
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来抓，以最坏的打
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本报讯（通讯员 王琼苡）为进
一步规范城市执法管理，提升执法
工作法治能力，提高城管执法人员
执法业务水平，区综合行政执法系
统组织开展为期两天的全员培训，
为全体执法人员“充电”。

培训开始前，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局长官利兵作动员讲话,他强调，
在当前形势下，综合行政执法的任
务还很艰巨，需要执法队员不断提
高自身能力，接受挑战，坚定信心，
迎难而上。希望每位队员珍惜此次
培训机会，学以致用，在以后的执法
过程中严格履职、文明执法，切实为
老百姓办实事、解难事，自觉接受社
会监督，更好地体现新时期城管人
的精气神，塑造和展现队伍新的气
质和面貌。7月2日上午，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党委副书记叶荣杰对为期
两天的培训重点强调了组织纪律
性，要求全体参训人员端正学习态
度，遵守课堂纪律，在思想上高度重
视本次培训。

本次培训，为切实提高行政执

法服务水平，使城市管理工作提高
到新阶段新水平，课程内容从执法
办案实务到行政处罚与投诉举报处
理中的疑难问题，再到互联网形势
与对策，课程紧凑，内容丰富。此
外，全体学员一起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意识
层面提高认识。

整齐的队伍、规范的着装、认真
的态度，在此次培训中全体参训人
员都展现出了城管人的精气神。本
次培训旨在大力推进城管领域综合
执法，全面提升执法队伍能力素质，
塑造城管执法队伍形象，进而不断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营造美丽、整
洁、和谐、宜居的城市环境。培训可
不单单是上上课，记记笔记，区综合
行政执法系统的执法队员们还分组
开展了主题讨论会，围绕城市管理
主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见解。

培训结束后，学员们纷纷表示，
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武装自
己的头脑，不断创新执法的工作方
法，为建设美丽路桥做出更多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廖国斌）6月29
日中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袭击
了我区。城区河道水位暴涨，部分
低洼地段出现内涝。

14时30分，市政公用事业服务
中心接到区防汛防台应急指挥部通
知，在内环路小稠村段下穿辅道内
涝严重。险情就是命令，市政中心
立即启动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召集
突击队员 8人、施工抢修人员 15
人，赶赴现场。经现场勘察发现，
该段下穿辅道原本配备的提升泵因
为线路遭受雷击损毁而无法启动，
从而造成严重积水。积水水道长约
百米，宽6米，最深处达2米，而
且由于该处地势低洼，山洪持续下
泄，险情还在不断加重。随着突击
抢险队员们驾驶着一辆1500m3/h排
量的移动式排涝抢险车和多台移动
式排水泵来到现场，排涝抢险正式
开始。突击抢险队员们按照各自职
责分工协作，一边警示提醒附近人
员绕道通行，一边组织抢修人员抽

排积水。
但意想不到的问题又接踵而

至，由于排涝车高度过高，无法进入
下穿辅道，情急之下，大家只能先拆
除辅道的限高设置，才勉强进入辅
道。随后，大家又发现车上水泵的
水龙带太短，无法将积水排到安全
区域。

一方有难，八方相助。椒江区
市政中心在得知情况后，立即将装
备送至抢险现场，提供援助。南汽
畅通公司听闻抢险情况也积极组织
技术人员火速赶到路桥，提供排涝
车使用技术指导。20时，当一盒盒
快餐送到抢险队员手中时，尽管大
家都是已经饿得肚皮贴脊梁，却也
不敢掉以轻心，有序分批进行用餐，
确保随时有人紧盯现场。

6月30日凌晨1时，经过近10个
小时的鏖战后，在突击队员全力抢
险和其他多方协助下，辅道内积水
终于彻底排干，内涝险情被成功排
除，整个抢险行动圆满完成。

!全媒体记者 卢 凯 通讯员 陈群杰

城市的安全发展，市政公用行业首当其冲，
今年以来，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在供水保
障、污水处理保障、市政道路及桥梁养护、燃气
的安全管理等多个方面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切
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精准布局 整治隐患

城市道路、排水设施、桥梁隧道等是城市发
展、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市政公共设施，却事关
市民的生命安全，针对此类市政设施安全隐患，
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坚持“规范化管理、精
细化作业”要求，采取“排查先行、防微杜渐、先
急后缓、全面整治”的工作模式，将其彻底消除
在萌芽阶段。

“灵山街上保村附近有积水点；新安西街
384号处落水栅被压”……於青军所在的专项
巡查小队共有3名成员，他们每日对城区市政
道路进行巡查，记录道路及市政附属设施破损
情况并及时汇报，同时联动智慧城管系统，及时
接收全区受监管的市政设施破损信息。

同时，该中心还采取划区分片落实施工队
伍及人员方式，要求施工队伍制定施工方案
明确施工工期，中心巡查人员每日到点位进
行巡查，按照 《市政设施养护管理考核标
准》督促施工人员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施
工任务。

规范的装备和操作是“保养师”们施工安全
的有力保障，该中心严格遵守《城市道路养护维
修作业安全技术规程》要求，免费向施工人员提
供反光背心、按照规程标准设置警示标志和“水
马”围栏在各处施工点位等，已成为我区各个施
工点位的“标配”。

未雨绸缪 防患未然

供水、燃气事故往往来的让人“猝不及防”，
为有效遏制事故，降低损失，今年年初该中心专
门制定了《路桥区城市供水、燃气突发事故应急
预案》，形成区政府统一领导，各相关部门、供水
和燃气企业、咨询机构职责明确的完整程序，确
保有效地处置突发事件。

光说不练假把式，自“安全宣传月”活动开展
以来，中心先后组织各相关单位开展“实战演

练”。其中，北控水务集团和台州市路桥中成科
污水净化有限公司联合开展“构筑安全体系，加
强安全实操”为主题的培训活动，在向工作人员
展示安全生产事故警示教育照片、影像等资料
外，还开展逃生自救演练、事故处置演练等活动，
并对企业自身各个生产环节进行安全大排查，消
除安全隐患。

7月9日上午，台州华润燃气工作人员像往
常一样，来到碧水豪庭小区，对中压燃气管道、
用户用气场所进行安全巡查。

今年以来，各燃气站积极落实“安全宣传”
“反恐防暴”“查危除患”工作，多次开展燃气
安全主题培训活动，对企业工作人员、工商业
燃气用户、通气小区物业管理人员等相关群体
进行安全知识培训，并开展了反恐、消防实战
演练，同时每日安排巡线工作人员2人，入户
安检人员3人，抢险应急人员10余人，做到每
日走完全线、每日记录情况，今年以来，已巡
查管线超过3万公里，共监护道路施工顶管工
程20起，维修阀门井9个、清理阀门井3个、
加高阀门井3个，排查居民用户5000余户、工
商业用户260户，发现隐患52处，并全部整改
完成。

为城市添一道“防护墙”

守好台风前最后一波防御

深夜鏖战排内涝 市政铁军解民忧

金清中队开了个
“深夜食堂”厨师长座谈会

城管执法人员集中“充电”

!全媒体记者 卢 凯

中央山公园自开园以来，人流量日益增长，
逐渐成为我区市民休闲、运动、游憩、交流的休
闲场所，因此保障市民的游园安全，扎实做好公
园各项工作，保质保量，给游园市民提供一个良
好的游园环境显得尤为重要。

公园内安装的各类设施都会定期进行检查
维护，物业对损坏、松动等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
及时进行维修，保持完好、安全、有效，如无法修

复的进行拆除或更换。定期检查消防器材，并做
好检查记录，确保消防工具的可用性、有效性。

在公园内危险的地段（如：临水、高压电箱
等）增设警示牌，标明注意事项，提醒广大游客
注意安全。公园入口处设禁止车辆入内的标
牌，杜绝电动车、自行车进入公园，避免对小孩、
老人造成碰撞、刮带等安全危害。

安保人员每天实行三班制、24小时在岗，
不间断对园内进行巡查，确保及时发现安全问
题，及时进行解决处理，做到防患于未然。物业

定期组织安保人员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及应
急演练，加强安保队伍的临场素质，提升安保人
员应急能力，为应对突发事件积累实战经验，确
保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

园林中心还结合实际制定了《中央山公园
安全管理制度》《中央山公园安全督查机制》《中
央山公园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来维护管理公园，每月还对物业管理进行
2次以上检查考核，并督促物业及时整改反馈，
将游客安全落实到位。

中央山公园安全再加码

日前，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在南官河卖芝桥段组织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演练。演练集结了23名应急抢险人员，迅速赶至预定抢险地点
卖芝桥，抢险队员各司其职，抢险工作紧张有序开展，依序操作1500m3/h排水量的排涝抢险车和13台180m3/h排水量、扬程25m的移动式排水
泵，对模拟涝灾区域进行抽排水作业。在抢险队员齐心协力下，伴随着水泵的轰鸣声，险情很快得到排除。图为抢险队员正操作固定水龙带
将抽出积水排入指定地点。 本报通讯员 陈群杰 摄

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演练

市政

园林

提升执法工作法治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