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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唐海明 张金干）

“这次政府动真格，把屋前屋
后的违章建筑都拆了，消防
通道畅通了，我们出行方便
了，更重要的是住得更安心
了！”5 月 12 日上午，居住在
洞口县雪峰广场附近的居民
李女士笑着感叹。

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
道”，消防通道的宽度就是生
命的宽度。但近年来由于部
分群众消防安全意识不强、
有关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不到
位，占用、堵塞、封闭消防通道
和消防车道成为消防部门实
施紧急救援、保护人民生命
财产的“绊脚石”。仅2019年，
洞口县消防救援部门就受理
消防通道不畅的投诉举报36
起，现场查处小区占用、堵塞
消防通道的违法行为45起。

4 月底，洞口县强力启
动了为期 8 个月的打通“生
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为确

保行动取得实效，该县成立
了以县长为指挥长的指挥
部，并组织城管、住建、消防、
公安等部门成立了强有力的
工作专班实施该项工作。

自 4 月 20 日起，该县组
织城管、住建、消防、公安等
部门动用铲车、挖掘机等设
备，集中开展打通“生命通
道”联合执法行动，铁腕整治
占用、堵塞消防车道等顽疾。

截至目前，该县共依法
强制拆除影响消防通道和消
防车道的违法建筑320处,拆
除存在安全隐患的广告脾、
简易棚架 212 个，清理建筑
垃圾 1000 多立方米，打通

“生命通道”3800米。
洞口县政府有关负责人

介绍，该县还将组织对全县
范围内的消防通道整治工作
进行督查暗访，对于不作为
或慢作为的将进行通报批
评，对造成严重后果或影响
的将进行追责。

洞口县整治消防通道堵塞“顽疾”初见成效

打通“生命通道”
拓展“生命宽度”

5月18日，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透露，在我市迎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的关
键之年，市城管系统将聚力打造智慧城管、
服务城管、绿色城管、靓丽城管“四张名
片”，全面提升我市城市管理的质量和水
平，进一步美化城市面貌、提高城市品位，
建设美丽幸福新邵阳。

智慧城管：高效指挥 快速反应

以市数字城管指挥中心为核心，我市城
市管理工作建立了“纵短横长”的反应体系，
实现短时间发现问题、扁平化分派任务、快
速整改到位。今年，市城管执法局将充分发
挥数字城管平台的考核、监督和指挥功能，
及时发现、解决各类城市管理问题。以市数
字城管指挥中心为基础，我市将加强市级平
台与县（市、区）平台的融合，建成高效指挥、
快速反应的动态体系；探索推动“数字城管”
向“智慧城管”升级，争取早日实现市容环
卫、市政管护、园林绿化、供气供水等一体化
在线监控、信息采集的目标。

当前，全国不少地方都在积极倡导通
过垃圾分类减少环境污染，让垃圾变废为
宝，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市城管执法局表
示，今年计划启动市城区生活垃圾分类试
点工作，初步试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
集、转运和处置，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经
济价值。

在目前城区环卫作业机械化率达82%
的基础上，市城管执法局将进一步加大环
卫机械化作业力度，不断提升环卫作业精
细化水平。同时，继续推动“门前三包”责任
落实，重点开展小街小巷、城乡接合部市容
环境卫生提升行动。

服务城管：水安路畅 便民惠民

为全力保障水气供应安全优质，市城
管系统将加强水质监测，确保水质达标率
达 100%，争取在 2020 年底将漏损率控制
在10%以内，并启动二次供水建设与管理
的调研；继续拓展城市燃气市场，计划新增
燃气居民用户 1.5 万户、非居民用户 120
户，并配套新建燃气中、低压主干管30公
里，为市民提供物美价廉的安全清洁能源。

市政设施维护方面，市城管系统将启动
青龙桥加固工程，完成戴家路、五一北路、城
北路、新华北路及人大路等已达到使用临界
年限道路的大中修，全力配合推进“两院四
路”管线改造工程。在日常市政设施管理、维
护工作中，市城管系统将逐步形成长效、有
序、规范的城市道路及附属市政设施的维护
管理机制，为市民创造更优的出行环境。

目前，市城区共建有12座城管综合执
法服务岗亭，岗亭内配齐便民惠民设施设
备，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今年，市城管执
法局将充分发挥城管综合执法服务站和燃
气、供水行业志愿者服务的品牌优势，围绕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等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
志愿服务活动。

绿色城管：全面保卫 蓝天碧水

近年来，市城管系统全面打响蓝天、碧
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为市城区生态环境持
续向好贡献力量。数据显示，2019年，我市市
区空气质量优良率达85.5%，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4.17，排名全省第7，连续3年实现进位。

蓝天保卫战中，市城管系统将持续开
展“洗城运动”，提升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

量和机械化作业率；推动建筑工地落实“六
个100%”，加大对渣土消纳处置的监管力
度，推动县市区加快渣土消纳场建设步伐；
开展餐饮油烟、秸秆焚烧、烟花爆竹燃放等
面源污染治理。

碧水保卫战中，市城管系统将完成洋
溪桥、江北、红旗渠3个污水处理厂的提标
改造与扩建工程，力争实现2020年生活污
水集中收集率比2018年提高9个百分点。
同时，开展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完成“两沟
两路”改造，确保市城区黑臭水体在 2020
年底前消除。

净土保卫战中，市城管系统将继续做
好固废治理工作，加快江北垃圾填埋场封
场治理进度，确保在8月底前完成封场施
工，10月底前完成环境影响评价验收和销
号。同时，按时间节点完成邵阳市生活垃圾
卫生填埋场外排管道改造，加快垃圾渗滤
液处理，实现整改销号。

靓丽城管：补绿增亮 为城添彩

今年，市城管系统将加强城区公园和
街道绿化的管理养护，按照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要求，开展市城区“补绿”行动，尽快完
成“补天窗”项目；配合开展加快城市步道、
绿道建设，补齐绿化短板。

按照“合理适度”的原则，市城区将调
整一批城区亮化景观照明灯具，加强现有
亮化景观照明设施的管理养护，确保市城
区路灯完好率、亮灯率达到国家卫生城市
复审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标准。同时，开展
市城区户外广告大清查、大整顿专项行动，
依法拆除各类违章广告，对公益广告进行
规范，切实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水平。

智慧城管 服务城管 绿色城管 靓丽城管

邵阳城管聚力打造“四张名片”
邵阳日报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刘伦署

5月19日，北塔区安委办、应急管理局联合北塔区消防大队在该区安顺烟花

爆竹批发公司枫林铺仓库进行烟花爆竹应急救援演练，切实增强烟花爆竹行业

经营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管理意识和应急救援能力，切实加强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

邵阳日报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唐云芳 唐雪倪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感谢你们的帮助，虽然我没有找
到妹妹，但没有遗憾了。”5月12日，
77 岁的株洲市民周干均握着邵阳
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的手激动
地说道。

周干均生活在株洲市，是一名
五保老人，膝下无子女，有一个亲
妹妹在20年前嫁到邵阳。此次，周
干均老人独自来邵阳找妹妹。然而
他只记得妹妹住在三眼井市场附
近，没有具体的联系方式，也找不
到任何相关线索。无奈之下，老人
向邵阳快警求助，民警将其送到了
市救助管理站。

市救助管理站严格按照疫情
防控相关规定，对周干均老人进行
了体温测量，并对其妥善安置、悉
心照顾。为了帮助老人实现与家人
团聚的愿望，该站组织工作人员来
到三眼井市场附近多方询问、查
找，并向公安部门求助，通过户籍

信息比对寻找下落，动员多方力量寻亲。然
而，最终因为身份、地址信息不详没有找到。

找不到妹妹，周干均老人想尽快返回株
洲。5月12日，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安排车
辆亲自护送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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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杨玉兰）
残疾人脱贫攻坚已进入攻坚
拔寨、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
5 月 14 日，市残联组织召开
全市残联系统扶贫工作业务
培训会，有的放矢再动员再
部署再发力。

对于尚未脱贫的建档
立卡残疾人、处于贫困边
缘的残疾人、存在返贫风
险的残疾人以及受重大灾
情、重大疾病等因素影响
的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
疾、一户多残、老残一体等
不具备自我发展能力和条
件 的 特 殊 困 难 残 疾 人 家
庭，今年要全部实现高质
量脱贫；对有致贫风险的
残疾人贫困边缘户要加强
监测，落实帮扶措施。

当前残疾人脱贫攻坚
重点工作，在家庭收入方
面，脱贫不单看家庭收入，
要综合考虑“两不愁三保
障”情况，要特别关注一户
多残、病残一体的家庭。着
力解决贫困重度残疾人“脱
贫不解困”问题，要特别关
注建档立卡智力、精神和重
度肢体残疾人因没有监护
人或者监护人缺乏监护能

力而面临的“有钱不会花、
有粮吃不上”等问题。在落
实各项残疾人保障措施的
同时，注意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残疾人兴业增收而带来
的脱贫难题，积极托底帮扶
残疾人就业，指导各扶贫基
地、残疾人种养大户抓好复
工复产和产品销售。

实现有需求的建档立卡
贫困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
盖率与基本辅助器具适配率
均达到100%，建档立卡重度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全覆
盖，是残疾人脱贫攻坚的两
个硬核措施。为此，我市要求
对集中照护服务、基本康复
服务、辅具适配等进一步摸
清需求底数，及时录入需求
信息，规范使用康复资金，积
极推进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并根据残疾人的现实、
直接需求来推进无障碍设施
改造，做好改造对象的公示
工作、改造的验收及资金的
使用管理。为确保惠残政策
应享尽享，我市正全面开展
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疑似残
疾人的便民评残办证工作。

精准发力坚决打赢残疾人脱贫攻坚战

紧盯风险点 啃下“硬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