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忙整治“消失”一个月
最美城市管理执法队员黄丰的愧与责

本报记者 刘琦

从通惠大队到古南大队再到文龙

大队，自2011年加入城市管理队伍，8

年里，黄丰用脚步丈量了整个綦城，为

美丽綦江建设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自发形成的大石路马路市场，摊

贩占用车行道路经营，导致周边环境

脏、乱、差、堵，给周边居民日常生活造

成了严重影响，是綦江城区城市管理

的一大难题。2016年8月，在区整治办

和城管局的统筹下，整治前期工作交

到了时任文龙大队大队长黄丰的手

里。

“当时大石路市场有200多家摊

贩。”黄丰回忆，很多摊贩都在公路上

经营，两侧行人不时穿过，交通堵塞严

重，“人行道基本过不了人，全部被摊

贩占了，每天凌晨2点到4点，摊贩推

着铁轮车运货，造成很严重的噪音污

染，附近居民苦不堪言。”

由于长期缺乏治理，大石路马路

市场成为了当时綦城一大商品集散

地，摆摊的大都是农户或者缺乏就业

技能的贫困户，整治难度极大。

“那时只要我们穿着城管制服去

那条街道，就是骂声一片。摊贩都以

为我们只是想把他们赶走，不给他们

活路。”但黄丰并没有因此放弃，“城管

工作，不能怕脏、怕累，更不能怕遭白

眼。”于是，黄丰带着12名队员开始了

长达半个月的摸底劝导工作。

“摊贩白天要卖东西，不怎么会搭

理我们，我们就改变作息，他们凌晨4

点上班，我们就4点半去和他们谈，晚

上11点下班，我们就10点去继续和他

们谈。”经过长时间的努力，黄丰找到

了整治大石路市场的方法：寻找突破

口，挨个击破。

“我们将200多家摊贩按照商品销

售种类进行分类，再找出每一类中威

信最高的摊贩，做通他的工作，其余摊

贩也就慢慢信服了。”做通一家工作，

立马整改一家，常常深夜两三点，黄丰

和他的小分队还在拆亭棚、装垃圾。

渐渐地，黄丰和他的队员在大石

路市场“闯”出了名气，整治小分队从

刚开始到马路市场遇到的横眉冷对甚

至恶言相向，变成了“来坐哈，摆龙门

阵”、“黄队长，不要转了，我们守规矩

得很”。短短一个月时间，黄丰和他的

小分队累计拆除市场违规设置钢架棚

42个，拆除面积1000余平方米，店招广

告牌28块，清理转运现场堆放物品及

垃圾60余车，无一例矛盾纠纷发生。

2016年9月12日是集中整治的最

后一天，当时天空下着大雨，黄丰和队

友们在雨中做最后的收尾工作，街上

200多家摊贩都搬走了，13个蓝色的身

影在雨中忙碌，整条街异常敞亮。

今年33岁的黄丰，现任区城市管

理局综合科科长，也是两名孩子的父

亲。“我有两个儿子，小儿子15年才出

生。”黄丰讲起和小儿子之间的一件趣

事，“16年小儿子1岁，刚会喊人，我因

为当时工作忙，每天早上他没醒我就

走了，晚上我回来他就睡着了，时间长

了，他竟然不认识我是谁了，都不喊爸

爸了。”黄丰哈哈大笑，虽然对家庭多

有愧疚，但黄丰说这是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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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土壤 提升耕地质量

今年全区万亩土地实施酸化治理

本报讯（记者 刘琦）日

前，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

“3.15”专项市场检查行动。

是日上午，联合检查组先

后走进南州中学附近商铺、万

达广场永辉超市、万达孩子王

等进行检查。在南州中学附

近一商铺，执法人员重点对商

户面向学生销售的食品、学习

用 品 等 进 行 了 抽 样 登 记 检

查。在万达广场永辉超市，执

法人员详细询问了超市内各

种食品、水果、肉类等的进货

来源、台账以及保质期等，并

对商家经营许可证进行了查

验。在万达孩子王，则重点检

查了面向婴幼儿销售的奶粉、

玩具等。

据悉，本次专项检查是我

区“3.15”消费者权益保护系列

活动之一，检查将一直持续至

3 月底，重点检查食品、药品、

学生用品、儿童玩具、老年用

品、服装鞋帽、电子电器、装饰

装修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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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子

路）“有了技术人员对土壤

的调试，相信这片柑橘林

长势会很好。”近日，区农

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到永

城镇复兴村进行土壤酸化

治理试验，看着调试剂撒

进地里，业主张开超很是

期待。

“每个坑放入钙镁磷

肥一公斤，40 天后就能测

出土壤真实情况。”工作人

员介绍，该柑橘林地以前

是水稻田，原有土壤PH值

在5.5以下，有机肥缺失造

成土壤酸化严重，影响了

农作物的正常生长。为提

升耕地质量，减少化肥使

用量，工作人员在柑橘林

里划分出五块试验田，进

行调理剂筛选试验。

“下一步，我们还将对

全区酸化现象突出的11个

街镇共计 10000 亩土地实

施治理试验。”区农业服务

中心负责人介绍，其中蔬

菜 4880 亩，经果 3980 亩，

糯玉米等粮食作物 1140

亩，让土壤退化、酸化问题

得到有效缓解，稳定提升

耕地质量。

近日，扶欢镇插旗

村，村民正在育旱秧。

插旗村是我区贫困村，

今年该村由合作社牵

头，统一水稻品种，统一

种植标准，发展50亩优

质稻。合作社还与农户

签订协议，以高于市场

价百分之十的价格回收

大米统一销售，助农增

收脱贫。

记者 杨翼德 摄

本报讯（记者 杨子路）

“决不能出售‘三无产品’、过

期食品，一经发现从严处理！”

3 月 14 日，由区综治办、区教

委、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等部

门组成的治安综合治理组，走

进区职教中心校内食堂和陵

园小学附近餐馆、超市等，对

学校及周边治安、食品安全等

进行检查。

据悉，3 月 14 日至 15 日，

我区组织开展为期两天的春

季学期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

治理工作，重点整治校园周边

交通秩序、摊点经营，打击售

卖“三无产品”、非法出版物等

行为。

该治理组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我区将以联合执

法为保障、常态管控为抓手，

运用网格化联动智能管理，多

管齐下，将校园周边环境治理

长期化、常态化、智能化，为校

园营造和谐有序、安全、健康

的环境。

多部门综合治理
净化校园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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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蓉）3 月 14

日，全区2019年城市品质提升推进

工作现场会暨“3·19”城市管理服务

主题周启动仪式在营盘山广场举

行。区委副书记赵如均宣布启

动。市城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

淑钰，区领导杨治洪、王星出席活

动。

近年来，我区聚焦精细化、智

能化、人性化管理，狠抓大城细管、

大城智管、大城众管，深入实施城

市品质提升行动，坚决纠正脏乱差

等城市“顽疾”，成功创建重庆市文

明城区。在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

下，一幅干净整洁有序、山清水秀

人美、宜居宜业的美好画卷正徐徐

展开。

启动仪式上，对文龙街道双龙

社区等 5 个最美社区，永城镇复兴

村等10个最美村落，石角镇黎加平

家庭院等10个最美庭院，李贵贤等

30名最美环卫工，王祯杰等10名最

美城管执法队员，徐祥书等10名最

美文明劝导志愿者，区城市管理局

綦江大桥公厕等 5 个最美公厕，丁

山镇观佛村“龙凤阁”等 10 个最美

阳台，文龙街道石佛岗社区“官厅”

小巷等5个最美街巷进行了表彰。

据悉，为进一步掀起“人人都

是城市管理者”的“全民城管”热

潮，接下来，我区还将开展城市管

理志愿服务、市民互动体验、垃圾

分类宣传等系列活动。

执法人员在店内检查食品生产日期 记者 杨子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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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仪式在营盘山广场举行。区委副书记赵如均宣布启动。市城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淑钰，区领导杨治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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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区聚焦精细化、智能化、人性化管理，狠抓大城细管、大城智管、大城众管，深入实施城市品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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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清水秀人美、宜居宜业的美好画卷正徐徐展开。

启动仪式上，对文龙街道双龙社区等5个最美社区，永城镇复兴村等10个最美村落，石角镇黎加平家庭院等

10个最美庭院，李贵贤等30名最美环卫工，王祯杰等10名最美城管执法队员，徐祥书等10名最美文明劝导志愿

者，区城市管理局綦江大桥公厕等5个最美公厕，丁山镇观佛村“龙凤阁”等10个最美阳台，文龙街道石佛岗社区

“官厅”小巷等5个最美街巷进行了表彰。

据悉，为进一步掀起“人人都是城市管理者”的“全民城管”热潮，接下来，我区还将开展城市管理志愿服务、

市民互动体验、垃圾分类宣传等系列活动。

綦江城市管理服务主题周启动

本报讯（见习记者 廖静 通

讯员 张平贵）今日上午，我区

2019 年春风行动万达专场招聘会

将在万达广场2号门举办。

据介绍，本次招聘会有40余家

区内外知名企业参加，岗位涵盖金

融、地产、计算机、制造业、服务业

等领域，涉及行政、机械加工、销

售、部门经理、专业技术人员、社会

服务人员等多种工作岗位。

招聘会现场将设立区总工会、

区妇联、城乡职工养老保险、工商

保险、失业保险、劳动维权、劳动仲

裁、就业政策、创业政策、返乡就业

创业等政策宣传咨询服务区，为群

众进行面对面的宣传讲解和政策

指导，并发放相关的宣传资料。

今日万达广场招聘会
“职”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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