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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马路办公
让市容环境大变样

盛夏时节，行走在万州街头，路面干
净整洁，路边秩序井然，从北滨路黄桷树
长廊，到南门口、音乐广场、龙都大转盘、
百安游园……在城区各个重要路段、节
点，市民们都可以看到三角梅竞相开放，
到处草绿叶茂，为整个城市带来了勃勃生
机。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人们时常可以看
到身着“天空蓝”制服的城管队员，或检查
路面卫生状况、劝导路边违章摊贩，或纠
正车辆乱停乱放……事实上，这只是万州
区深化城市管理“马路办公”的一个缩影。

所谓城市管理“马路办公”，就是城市
管理部门“将办公室设在马路上”，以路为
岗，服务基层，上街找问题，现场解决市民
反映的各种城市管理难题。而这正成为
万州区城管工作的常态。

近日，有群众反映万州区白虎路青龙
石市场、黄桷树周边许多商贩以街为市，
利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三轮车、农用车）
占用车行道、人行道兜售货物，对城市容
貌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接到投诉后，万州区城管执法支队立
即联合相关部门进行综合整治，恢复了道
路整洁畅通。

为整治扬尘污染，从今年1月开始，
万州区城管执法人员分别在蓝湖彼岸、长
江二桥北桥头、三阳化工等路段设立固定

执法检查点，负责对过往运输车辆进行查
处，每个检查点安排3-4名执法人员，从
8：00到18:00，执法人员坚持在岗不间断
执法，全力将扬尘污染降低到最低限度。

日前，万州区城管部门联合百安坝街
道以及公安、志愿者等90余人组成联合
执法队伍，对上海大道沿线开展容貌秩序
综合整治……

“为全面贯彻落实好市领导关于‘全
力提升城市品位，实现城市大变样’的要
求，着力解决城市管理中存在的清洁卫生
不如意、护栏样式杂乱等问题，我们迅速
落实‘马路办公’制度，勤巡查、重整改、强
考核，全面加强城市管理。”万州区城管局
相关负责人说。

“马路办公”实施以来，不少细心的万
州市民发现道路变得更干净了，商户门面
更加整齐了，路边摊更规范有序了……点
滴改变让生活在万州的群众幸福感、获得
感日益增长。

开展网格化巡查
提升城市管理效率

在提升城市品质过程中，深入开展

“网格化”巡查成为万州区城管局践行“马
路办公”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随着万州城区建成面积不断
扩大，清扫保洁、城市绿化、市容管理的范
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市民们对美好生
活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今年，万州区城管局依据11个街道
所辖社区、行政村的分布情况及面积大
小，将经开区的部分区域和陈家坝、百安
坝、周家坝等街道近年新建的城市建成
区纳入进来，将城区重新划分为60个网
格。

根据《万州区城市管理网格化巡查
工作方案（试行）》，万州区城管局成立
了综合巡查组、网格化巡查组，对60个
网格内的重要主干道和学校、医院、公
园、广场、车站、商圈、市场、长江库岸
等窗口区域、一般主干道、次干道、背
街小巷、小区院落、次级河流、城乡结
合部、背街社区、行政村等开展日常巡
查。

其中，综合巡查组每天由区城市管理
局的一名局分管领导牵头，检查各网格巡
查人员在岗在位率及履职情况，对发现的
城市管理重大问题进行跟踪督办，确保问
题整改到位。

网格巡查人员则从园林处、环卫处等
5个直属单位抽调100余人组建专业巡查
队伍，按照就近原则划入网格，保证一般
网格有2人、重点网格有3人，每天对网格
内的市容秩序、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市政
设施等情况开展巡查。

“我们的目标是，将城市管理问题做
到在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交办、第一
时间复核，并将问题和整改情况纳入市
容环境综合整治考核体系，切实发挥责
任单位主体作用，大力提高城市管理水
平和效率，从而营造市民满意、和谐宜居
的城市环境。”万州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做实精细管理
消除盲区和死角

“马路办公”机制启动以来，万州区城
管局将城区分为三类区域，一类区域每日
巡查不少于2次，二类区域每日不少于1
次，三类区域每3日不少于1次。

为管理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网
格巡查人员每天风雨无阻进行网格巡
查，发现沿街门店存在门店经营现象，

就耐心对门店负责人进行劝导督促整
改；发现无人清理的生活、建筑垃圾，
手机拍照将信息发送至数字城管平台；
看到墙上有小广告，他们及时清除，地
上有烟头、纸屑，他们俯身捡起……

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至各责
任单位，要求于2天内完成整改并反馈；
对反馈问题未及时整改到位或在同一地
点发现同一问题2次以上的实行通报，抄
送区领导、区政府督查室及区纪委，并在
当月考核中按次扣分。

在加强日常巡查的基础上，万州区还
注重对“马路办公”升级提效，强化精细化
管理落地。

比如，以往城市管理聚焦重点路段
和重点问题，兼顾面上。现在，万州区
城管部门更注重点面结合、分类巡查，
重点抓实背街社区和城乡结合部，责任
区域实现无缝覆盖，消除了监管盲区和
死角。

值得一提的是，万州区还以城管综
合执法体制改革和城乡市容环境综合整
治为契机，打破市政、环卫、园林、执法各
自为政的局面，整合街面巡查人力物力，
信息资源全部融入数字城管平台，城管
相关部门与街道镇乡相互融合，有效解
决高笋塘核心商圈、高铁站等窗口区域
占道经营、违规广告、“牛皮癣”等突出问
题。

据统计，近一个月以来，万州区城管
局一线队员自主处置案件800余件，上传
数字城管平台处置1万余件，按期处置率
92%，履职到岗情况良好。

下一步，万州区城管部门将深入推进
“互联网+”在城管领域的应用，进一步发
挥数字化城管手段，大力提高快速发现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多维度全覆盖的网
格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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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城市管理的办公室设在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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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志愿加入中国
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日
前，在沙坪坝区教育系
统开展的“我的初心我
的成长”优秀党员人才
成长事迹报告会上，来
自沙坪坝区各中小学的
优秀党员教师齐聚一
堂，用激昂嘹亮的宣誓
颂 响 对 党 的 忠 诚 与
热爱。

活动现场，党员教
师对照初心，回首成长，
用一个个动情的先进事
例感恩着党组织的教育
与栽培，传递出的正能
量鞭策着广大党员积极
主动投身到教育事业
中，共同谱写教育改革
发展的崭新篇章。

近年来，沙坪坝区
为进一步加强教育系统
党员队伍建设，深入践
行“ 党 员 人 才 成 长 计
划”，狠抓基层党组织建
设，扎实推进中小学党
建工作，以党建工作引
领全区教育发展改革，
取得了显著成效。

搭平台 树标杆
多位一体，打造党员人才集聚高地

努力造就一支党和人民满意的教师队伍，
这是新时代教育事业面临的新使命，也是沙坪
坝区不懈以求的前行方向。

在沙坪坝区看来，打造党和人民满意的教
师队伍，要抓牢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发挥党员
教师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其成为在基层战斗堡
垒中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

基于这样的认识，沙坪坝在全区教育系统
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2016年，在沙坪坝区教育党工委的统筹下，
全区中小学开始着手实施“党员人才成长计
划”，建立以党员全员培养、重点对象专业培养
的双层递进培养体系，切实提升党员的业务能
力和思想素质，促进教育事业不断发展。

人才培养的“台子”搭起来了，如何把党员
队伍建设的“曲子”奏得有声有色？

一方面，沙坪坝区加大培训力度，优先推荐
党员教师参加国培、市培、区培等各级各类培
训，提升其履职能力。在规范开展“三会一课”
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十九大精神进校园”、“百
名书记上党课”等活动。此外，沙坪坝区狠抓示
范带动，通过开展“寻找身边党员闪光点”、“寻
找身边的师德典范”等活动，引领全区广大教师
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

另一方面，沙坪坝区推行党员“选优培养”
制度，实行动态管理。通过“搭台子、指路子、压
担子”的立体培养模式，进一步促使广大党员教
师全方位成长成才。

多措并举，成效彰显。在近日结束的“我的
初心我的成长”优秀党员人才成长事迹报告会
上，一大批优秀党员教师接连涌现：在党的引领
下，歌乐山小学老师江莲莲实现了从幼儿园老

师到小学副校长的华丽转变，高滩岩小学老师
谢春燕兼顾工作、学业与家庭，实现人生“大丰
收”，六十四中老师蒲晓静踏上了由教学“小白”
蜕变为教学能手的逆袭之路……正是这支精锐
之师的练就，使沙坪坝区真正成为优秀人才聚
集地，促进教育事业不断蓬勃发展。

谋创新 亮特色
项目化管理，下好基层党建“一盘棋”

如果说党员人才培养是新时代教育事业改
革发展的内在需要，那么基层党建就是提升区
域教育综合质量的活力源泉。

据悉，本次报告会上还对全区9所中小学党
建工作优秀项目管理成果予以了表彰。其中，
育英小学党总支基于课程改革构建“党群学习
共同体”、南开小学党总支开设“鸿鹄工程”助力
青年教师境界化成长、重庆七十一中党委依托
学校特色深入探索教工培养路径……2016年
初，沙坪坝区教育党工委启动了党建工作项目
化管理，各中小学围绕中心抓党建，立足规范谋
创新，以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探索与实践走出一
条“百花齐放”的党的建设之路。

据了解，党建工作项目化管理分为一般项
目和重点项目，并根据学校实际，独立申报，自
定义选择党建工作项目，对具有推广价值的重
点项目进行示范和推广，对推进工作不力且群
众不满意率达30%以上者，将视情“问责”。

党建工作项目化管理启动以来，全区先后
确定了11个重点项目、30个关注项目、38个一
般项目，以项目为抓手，开辟了全区中小学党建
工作“一盘棋”的崭新局面。

筑牢党组织在学校的“战斗堡垒”，全面推
进中小学党的建设工作，是沙坪坝区教育的责
任与担当。

2016年，沙坪坝区教育翻开崭新一页。全
区党建聚焦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教育系统开始
推行党建工作项目化管理，以此“突出重点、破
解难点、创新亮点”，引领和保障现代化教育强
区建设。

沙坪坝区委教育工委、重庆一中、重庆南开
中学、重庆七中、重庆凤鸣山中学、重庆立信职
业教育中心、重庆树人小学校等学校党组织先
后被评为全国、市区级先进基层党组织，极大地

促进了教育系统党建工作的科学化和系统化，
推动全区教育发展改革。

共发展 焕活力
党团队同频共振，系牢教育“红色纽带”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给陕西照金北梁红
军小学的回信在沙坪坝区教育系统内引起了强
烈反响。很快，烈士墓小学便在校党支部带领
下组织开展了“学习总书记回信，做新时代红军
娃”系列活动，充分利用升旗仪式、朝会、班队活
动等形式学习回信内容，让红岩精神在孩子们
心中扎根生长。

以党建带团建，以党建带队建，这样的工作
机制早已在沙坪坝区各中小学内形成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重庆七十一中在校党委领导下，积极加强
团队工作对接，始终坚持做好“团前教育培养”，
通过主题队会、少先队活动课、学习优秀团员先
进事迹等活动方式帮助少先队员了解党的光荣
历史和优良传统。

儿童艺术学校则通过思想洗礼、搭建平台、
实践锻炼3个步骤，加强了学校党组织对团队的
领导，发挥了团队组织在建设和谐校园中的积
极作用，开拓了团队组织服务青年和少先队员
成长成才的工作新思路。

在沙坪坝，这样将党、团、队紧紧结合起来，
系牢“红色纽带”的学校还有很多。一直以来，
沙坪坝区充分发挥党建的强基铸魂作用，创新
党建活动载体，把基层党建工作融入到团队建
设发展中来，不断推动党的建设工作再上新
台阶。

正是在党组织的坚强保障下，沙坪坝区教
育事业发展改革收到了显著成效，率先通过国
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县验收，沙坪坝区
教育正以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向办好人民满
意教育的目标阔步迈进。

在“学”中坚守初心 在“行”上传承信仰
沙坪坝区教育系统优秀党员人才成长事迹报告会侧记

沙坪坝区教委举办优秀党员人才成长事迹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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