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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石：

出“狠招”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张伟

企石出“狠招”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干部严肃追责问责。近日，

东莞市企石镇召开 2019 年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会议，通报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分析存在问

题，对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推进全镇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不断提升。

在 2019 年企石镇城市精细化管理工

作会议上，企石镇镇长姚灿光介绍，近年

来，东莞市委、市政府把加强城市精细化

管理摆在突出位置，2018 年起， 东莞正式

对镇街实施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问责，考

核得分低于 80 分的镇（街、园区）将通过

主要负责人在新闻媒体反思、市领导约谈

等方式进行问责。 今年 3 月份，东莞市城

管委办开始每月组织对各园区、 镇（街）

“洁净城市”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测评。

评出全市环境卫生五个最差，即最脏乱差

社区、道路、集贸市场、厕所、垃圾转运站，

并将有关情况直接在媒体上曝光。根据测

评结果，企石镇 3 月份在全市“洁净东莞

指数测评”排名全市倒数第三名。

据介绍，测评成绩不理想，体现了企

石镇在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中仍然有诸

多短板。例如镇村两级环卫统筹机制缺乏

持续创新，特别是监管机制不健全，环卫

保洁工作没有落实到位，农贸市场、小街

小巷的“脏乱差”问题屡屡发生。又例如园

林绿化管养工作不到位，占道经营、乱停

乱放、泥头车超载超限、流动摊贩等综合

执法工作仍没有保持常态化。

通过深入剖析，造成上述问题主要原

因有五个方面，首先是对城市精细化管理

抓得不够严。其次是农村环卫承包费相对

偏低，与周边镇街有一定的差距，承包商

偷工减料，人员配备严重不足，没有配备

相应的设施,保洁工作流于形式。

此外， 城市管理涉及全镇环卫、 绿

化、 路灯、 市政、 燃气、 “六乱” 整治、

违建、 垃圾场管理等多方面的工作， 而

且绿化、 市政、 垃圾吊运和部分路段环

卫及牛皮癣并没有实行市场化，工作量庞

大，单靠城管人员单打独斗，效果不佳；村

（社区）主抓主管力度不够，没有落实好辖

区范围的监督管理主体责任，甚至有些村

出现以包代管的现象。 同时，部分单位各

自为政， 未履行好精细化管理工作职责，

导致部分涉及跨部门的城市管理问题难

以得到有效解决。

直面问题，寻找差距

“城市‘三分靠建，七分靠管’。优化城市

管理水平，加强精细化管理，是提升城市品

质内涵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

重要举措，更是我们党委、政府不可推卸的

重要职责。”企石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

上述存在的问题，各村（社区）、部门单位一

定要在思想上重视起来，深刻认清企石在城

市精细化管理中严峻形势，切实把加强城市

精细化管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动真

格、下苦功、出实招，上下一心共同推动城市

精细化管理工作取得突破性提升。

企石接下来将强力推进城市“六乱”整

治，营造文明、整洁、优美的市容环境，重点

整治乱摆乱卖、乱张乱贴、乱堆乱放、乱停乱

放等行为；加强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公共

场所及周边的巡查清理，确保实现环卫全覆

盖；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规范垃圾

收集处理， 督促落实属地管理和网格化管

理，切实提高环卫清扫保洁水平。

同时将严格对照《企石镇整治“两违”建

筑实施方案》，依法有序地推进“两违”建筑

的整治；进一步加大“两违”建筑的管控力

度，对新出现的违法用地、违法建筑，发现一

宗，拆除一宗；加强建筑工地封闭管理，注意

做好在建民房、截污次支管网等建设工程围

蔽工作，规范施工材料的堆放，做到场地围

栏整齐，周围环境整洁。

企石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城市精细化

管理考核内容涵盖了市容管理、 环卫保洁、

市政设施管理、户外广告等内容，如果仅靠

城管部门单打独斗，很难取得整体效果。 接

下来，各职能部门、各村（社区）要充分发挥

大城管协调作用， 合力推进城市精细化管

理，对失分项目进行分析，找出管理盲点、卫

生死角以及反复出现问题的区域和环节，集

中力量抓整改、促提升；将不定期开展城市

管理联合专项整治，如针对泥头车污染路面

问题，参照市级开展道路扬尘和泥头车专项

整治的方式，由城管、交通、交警开展联合执

法行动；针对城市“牛皮癣”问题，不定开展

专项整治，规范张贴地点等等，确保形成齐

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聚焦短板，立行立改

据介绍，企石接下来计划以

精细化管理标准要求，把全镇垃

圾清扫保洁、“牛皮癣” 清理、垃

圾清运、中转站公厕维护、果皮

箱垃圾箱购置管理等全部纳入

环卫市场化项目， 把全镇分成5

个片区进行发包，目前中心区已

发包，其他片区正在推进中。

此外， 企石计划将全镇绿

化工作分片推向市场化， 公园

广场、 主干道路等人流多的地

段归为一级养护范围， 人流少

的地段归为二级养护范围， 增

强绿化作业应急处理能力， 提

高绿化管理水平。 待企石市政

工程协议供应商入户后， 计划

将市政工程以季度或半年为单

位以派单形式发包。 切实提高

市政工作效率， 减少因维修不

及时造成的扣分事项。

特别是将落实村级责任，

建立奖惩制度。 企石政府相关

负责人表示， 城市精细化考核

以村为单位进行考核， 各村

（社区） 要按要求制定自己村的

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方案， 建

立村两委干部分片区包干制度，

定人定岗落实责任， 制定问题

跟踪处理机制。 在城市精细化

管理工作中做得较差的3条村要

罚款1万元， 所罚金额用于奖励

给在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中做

得较好的3条村， 同时政府再另

行奖励1万元。

此外， 聘请第三方对各村

（社区） 进行考核。 按照 《企石

镇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方案》

每月对各村 （社区） 精细化工

作进行评分考核并排名， 排名

将在媒体上公布 ， 成绩将列

《企石镇年度村级工作量化考核

评分表》 中进行量化考核。 对

于每月考评中排名倒数前三名

的村 （社区）， 由镇领导约谈该

村 （居） 党工委书记； 对于连

续两个月考评排名倒数前三名

的， 相关村 （居） 党工委书记

要在全镇范围作出检讨； 对于

全年考评有3个月或以上排名倒

数前三的， 在年度村级工作量

化考核评分中取消评优资格，

并报送给镇城管委和镇纪委，

由镇纪委对党工委书记启动问

责机制， 报送组织部门处理。

同时， 对于不协调落实好

城市精细管理工作的， 或没有

履行好职责导致同一问题屡次

被市扣分的单位负责人， 移交

纪委部门进行追责。

企石镇委书记袁丽群在会

上特别强调， 要进一步振奋干

事创业的精气神 ， 认真落实

“执行力建设年” 的部署， 不折

不扣落实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要

求， 以闻鸡起舞、 日夜兼程、

风雨无阻的姿态， 将城市精细

化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要坚持

问题导向， 开展更精准更深入

的调查研究， 切实找准摸透制

约城市管理水平提升的问题梗

阻， 分类施策、 精准施策， 切

实把绣花功夫更好体现在城市

精细化管理上， 把精细化的要

求贯彻到城市管理工作的方方

面面， 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要坚持

标准化执法和标准化管理， 保

证严格执法， 重点加强城市

“六乱” 执法和户外广告治理，

严控违法建设， 努力实现“新

增违建零增长、 历史违建负增

长” 的工作目标。

落实责任，建立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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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石 计 划 将 垃

圾清扫保洁等全部纳

入环卫市场化项目。

企石将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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