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城市整洁 酸甜苦辣坚守

本报记者 米京涛

� �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是，烧烤和干净整洁的市容可以兼得。 清洁的空气，整洁的市容，有城管的
一份力。

城管的工作有时不被市民理解，但是，为了这个城市的整洁，他们仍在坚守。 近日，本报记者走访
邢台市城管局城管支队，听听他们在整治夏季路边烧烤过程中遇到的酸甜苦辣。

�规范烧烤秩序 满足市民需要
� � 市民喜欢烧烤，又讨厌烧烤。 喜欢的是在夏季，吹着凉风，和亲朋欢聚，烧烤的
价位从几十元到数百元都有，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 讨厌烧烤是因为有的烧烤
会堵塞交通，会冒烟污染空气，人声嘈杂影响附近市民休息，甚至还有乱扔垃
圾、当街小便等不文明行为。

为了趋利避害，既满足市民需求，又减少烧烤负面影响，我们采取了
“堵”和“疏”结合的政策。 对于市区主街道，我们进行严格控制，禁止烧
烤，这关系到主干道的交通和城市的形象。 对于一些次干道，在规定
的区域内，允许摊位烧烤，但必须做到不堵路，不冒烟，不扰民。

我们的管辖范围是市管 32 条街道及两侧，其他区域由环保
局或者辖区政府管辖。针对市区露天
烧烤摊点， 我们集中划定了 4 个
夜市区，分别为桥东车站南路
市场、桥西葛庄市场、七里河
新区湖心岛夜市、开发区信
都路。这样，集中规范烧烤
秩序， 满足市民需要，制
止不文明烧烤行为。

对于烧烤的治理，我
们从 3 月份就开始了，将
一直持续到 9月底。 我们
还把专项治理和综合治理
相结合，联合环保局、公安
局等部门联合执法。 这些措
施，效果很明显，现在主干道几
乎没有投诉电话， 而一些次
干道投诉电话也在减少。 市城管局城管支队

副支队长 王新力

城市面貌
越来越整洁
� � 大家都去过农村的集市，摊位
占到了马路中间， 车辆根本无法通
行， 如果城市中没有城管的工作，道
路的拥堵也会变成那样。

在城市综合管理的过程中， 我们
也努力做到文明执法， 有着严格的程
序。 对于违法摊点的烧烤，我们首先会
口头通知其自行离开， 然后是书面通知
离开， 如果再不离开就会暂扣烧烤器具。
我们口头通知或书面通知时，市民往往不
会关注，当暂扣器具时，就会引起围观，往
往会片面认为我们粗暴。 尽管有个别
市民不理解，但是，我们决不允
许个别商贩破坏城市的秩
序。

在规范摊位经营
上，我们要求这些摊位
必须使用清洁能源，
比如液化石油气、天
然气、电等，如果使
用炭火，必须加装油
烟净化设施，实施无
烟烧烤。在摊位上，必
须加设防潮、隔油垫，
桌椅摆放整齐，配备泔
水桶， 垃圾收集容器，做
到摊撤地面净。

近几年， 经过我们的治
理， 违规的摊贩见到城管队
员，基本上都能自觉离开，城
市面貌越来越整洁， 市民对
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理解。

城管支队业务科

副科长 王正

市容秩序好 虽苦心里甜
� � 东门里市场的管理，已有了很大的成绩。 每天六点，我们都有 4 名队员和这里的商贩一起
上班，在他们摆摊时规范市场的秩序，如果哪天我们上班晚了，摊点已摆出来，有了既成事实，
工作难度就会大大增加。

上午八点，我们中队的 17名队员都会上班，巡查管辖区域，直到中午十二点下班。 下
午，有的队员三点半上班，有的队员四点上班，为了规范夜市烧烤的行为，有的队员下班
要到十点以后。

城管的工作人人身上有担子，个个身上有压力，而且时
间很不固定，加班是家常便饭。 最忙碌的是邢台申报
国家园林城市时，我们一直全员上岗，每天五点出
门，晚上十点回家，走时孩子在睡觉，回来时孩
子又睡了。

从事城管职业，还要有很强的心理承
受力， 我已经从事这个职业 11 年，摊
贩辱骂或动手很常见。 最初，我心理
上不能接受，还有过辞职的念头，但
想到这样的工作总得有人来干，最终坚
持了下来。

经常有外地亲朋好友来邢台游
玩， 他们对邢台的评价是邢台市容秩
序好，干净。听到这样的评价，我由衷地
感到高兴，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份功劳，我
们的奉献很值得。

城管支队直属四大队一中队

中队长 刘计秋

城管支队直属三大队二中队

中队长 李鹏飞

城管支队直属二大队一中队中队长 张金

2015 年 7 月 18 日 星期六
T06

责任编辑/刘建国 制作：李慧明 校对：李纪英

Email:nchwb@126.com

� 跟摊蹲守
杜绝占道

� � 对于摊贩的管理，是一个持久战，不
管是区域内的摊点， 还是街头流动的摊
点，我们时刻都不能松懈。

大家都知道西街口，现在的夜市能摆
到凌晨四五点，为了防止摊贩占道，每天我
们都有 3 名队员“陪同”这些摊贩上班。 他
们从下午六点半就开始上班，一直工作到十
点以后。 如果有一天不在这里盯着，摊贩们
就会把摊位直接摆上了马路。

有的地方出现了摊点，就要及时的清理。
如果一个摊点在一个地点摆了两天，其他人就
觉得是合规的， 第三天就会有第二个摊点出
现，五天就会出现一群。 所以，我们的队员对于
重点区域， 一直
由队员长期
蹲守，对于
管 辖 内
的 街
道 ， 也
每天要
巡 查 ，
出现一
起 查 处
一起 ，不
能养痈遗
患。

城管有话说
� 我们需要
理解支持

� � 我是甘肃陇南人，2008 年因为汶川地
震， 我作为灾区大学生被分配到邢台市城管

支队。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城管的责任和酸甜
苦辣。

有一年，在医专门口有一个铁板鱿鱼烧烤摊，
多次通知后，他拒不离开，我们要暂扣他的液化气

罐时，他突然抢过液化气罐，打开了开关，气体呲呲
往外冒，他还拿着打火机。周围有很多人，情况相当危

险。我们让其他队员退后，稳定他的情绪，慢慢劝解，然
后把他的煤气罐夺过来，化解了这次危险。

还有一次， 队员在清理一个摊
贩时， 摊主忽然拿起辣椒酱，

直接泼到队员的身上，满身
红色像血一样，特别刺眼。

你看， 我胳膊上还有油烫
伤的痕迹， 这也是摊主泼

的。
实际上，很多市民是通

情达理的。一次，金华中学的
学生专门给支队领导写信，问

为什么要取缔学校周边的小吃
摊。 他觉得这些小吃摊方便了学

生。 我们专门找到这位同学谈话，
学校周边车辆众多， 很容易堵路，有

了摊贩会更“添堵”。 而且，流动摊贩食
品质量不易监督，可能会给学生造成伤害。

经过谈话以后，这位学生还是很理解我们的工
作。

声明
林超、黄会娜夫妇不

慎将女儿林可馨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 出生证号：
M130332232，声明作废。

声明
赵占伟、刘春枝不慎

将女儿赵子睿出生医学证
明 丢 失 ， 证 号 ：
M13032840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邢台青青涯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号：

130503000013837），成立日期：2011 年 1 月 12
日，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希望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或个
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前来协商办理。
如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即视为弃权，公司注销将按法定实施。

特此公告
邢台青青涯贸易有限公司

2015年 7月 18日

声明
孙峰、 王晓晨夫妇

不慎将其女 儿 孙 丽 琰
出 生 医学证明丢失 ，证
号为： 130822088，声明
作废。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