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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排“时间表”：
迅速认领问题，着力攻坚难点

7月17日，市北区在争创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工作推进会上播放了全区城市管
理问题曝光片，其中，乱堆乱放、乱停车、
占道经营是最突出的三类“顽疾”。会后，
市北区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工作指挥
部办公室将近 900个镜头形成第一批“问
题清单”，督办各责任单位迅速落实整改。

宝应路8号正是其中一个“黑镜头”，
砖头、麻袋、破损的工地围挡等垃圾堆成
一座小山。收到问题反馈后，宁夏路街道
快速响应，组织力量直赴现场，彻底清理
了这些生活垃圾。“垃圾中，有些是附近施
工单位堆放的物料，我们联系了施工方，要
求对物料整齐码放、规范遮蔽、避免裸露，最
大程度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宁夏路街
道城管办主任潘自万介绍，在接到上级督
办单前，这处问题已整改完毕。

“这次创城专题片曝光了我们辖区的
9 类问题，‘3 日令’过后，已有 7 类问题完
成了整改。”宁夏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
队工作人员周宏林说，剩余两个问题涉及
台湛路39号、镇江路41号的违建，因为历
史久远，部分违建已与室内打通。考虑到
拆除后将存在雨水倒灌等隐患，影响 14
户居民生活，街道决定先做通居民的思想
工作，在不影响他们生活的基础上，逐步
推进拆违工作。“前期执法中队已对此处
违建下达了法律文书，我们将按照法律法
规的规定推进执法程序。这个情况已向
上级部门做了说明。”他说。

对着“问题清单”一项项严格落实整
改的还有辽宁路街道。“这个夹沟两边都
是院子，有些居民图省事就往里边扔垃
圾，时间长了，这里就成了垃圾堆。”近日，
随着垃圾清运车的驶离，被居民吐槽的大
连支路1号夹沟还原了干净整洁的本貌。

“这处卫生死角位于两处楼院之间，
是个因地势高低落差加设院墙而形成的
夹沟，让此处隐入监管盲区。这次被曝
光，也给我们提了个醒，街道成立专项工

作小组去现场处理，排查了所有类似的夹
沟盲区。”大连路社区党委书记刘雪峰说，
因为夹沟狭窄，只有一个出入口，街道、社
区、网格一共出动十余人，排队接力往外
清运，曝光的当天下午就整改完成。

针对老城区卫生死角清理难、易反复
的特点，辽宁路街道发动居民通过“党群e
家”、居民微信群等平台，反馈身边的环境
卫生问题。街道城管办主任李峰介绍，接
到线上反馈后，街道坚持线下对标治本，
变突击型整治为常态化管理，重点区域定
人定岗定责、跟管严看，杜绝问题清后反
弹。“曝光片中辽宁路街道所涉的10大类
36条问题，均于曝光次日全部整改完成，
目前已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一次，构建
起‘横到边、纵到底、墙到根、路到沿’的覆
盖式问题发现整改网络。”

对于被曝光的问题，水清沟街道相关
负责人同样如坐针毡。在九江路81号的
道路两侧，乱停的机动车辆让四车道变成
了两车道，严重挤压了过往车辆的通行空
间；而在开平路 2 号的市场周边，有的电
动车甚至直接停在机动车道上，让原本宽
阔的道路变成堵点。“问题必须责任落实
到岗、必须具体到事、必须精准到人，全力
攻坚创城工作。”该负责人表示。会后，

“三个必须”立刻落实到了“时间表”上，每
一个问题都列出了整改节点，倒排工期。

“我们安排了司法所和执法中队的人
员每天在辖区巡查，有违停问题及时制
止。像九江路81号目前乱停情况改善了
不少。”水清沟街道司法所所长宁志才介
绍，对街道层面来说，这又是个比较难处
理的“硬骨头”，存在着矛盾——交警是执
法主体，但不能及时掌握乱停车的位置；
社区、物业等清楚具体情况，但没有执法
权，仅靠劝说收效甚微。

针对乱停车难点，水清沟街道实行
“两手抓”，一手抓问题早发现，成立了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服务站，由街道书记、主
任主抓，联合社区、物业、市场管理方、商
超等，对高频违停路段、僵尸车停放点等
信息快速汇总，及时对接交警部门；一手
抓联动执法，目前已联合交警、物业等在
部分路段实施清理，为居民腾出许多车
位。同时，街道正在制作“明白纸”，发给
开平路2号市场等多个市场、商场的管理
方，让他们对“门前三包”区域的乱停车现
象落实好主体责任。司法所还安排了律
师下沉到社区，向居民普及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建立常态化宣传机制，培养群众规
范停车的意识。

划定“责任田”：
定责分包，到格、到楼、到路

针对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市北区各
街道和各主责部门认真分析短板，举一反
三，对标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标准开展
全面自查。

在宁夏路街道，文明典范城市创建领
导小组和工作专班迅速成立，专班设置农
贸市场、校园周边等12个攻坚组，制定了
街道的《“大干 500 天”攻坚行动方案》和

《创城巡查明白纸》，确保有问题发现及
时、上报迅速、处置到位、闭环管理。

李小瑜是街道城管办的一名工作人
员，在《明白纸》上，她的名字被列入“责任
人”一栏。“我们负责乱堆乱放等 13 类问
题的巡查，每天徒步巡查不少于两个小
时，携带工具，随手处理。”7月19日，她来
到太清路社区第三网格，发现楼道堆着废
弃物品，经询问确定责任人后，她发出第
一张《整改告知书》。“先让责任人在一周
内自行清理，如果未清，就反馈给社区安
排统一清理。”

据了解，宁夏路街道各科室干部、社
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等共有 150 余人，全
部像李小瑜一样定岗定责，入网入格。

“我们还发动了楼组长、党员骨干、公
益性岗位等 400 余人，充实了创城力量。
所有人员不但沉入 35 个网格，还进一步
包楼、包院、包路，对简易问题即发即处，
需要联动的话则迅速通过街道工作群反
馈，全面落实‘日巡查+周调度+月复盘’
工作机制。”街道党建办主任毕晓婕介绍，
街道还针对私搭乱建、占路经营、小广告
等反复回潮的问题，通过设岗看守、机动
清理、集中整治、回头看等方式，确保推动
创建工作常态化长效化。

不光有人领“责任田”，市北区给非机
动车也划出了“责任田”。针对中央商务

区餐饮单位多、外卖活跃的情况，市
北交警在龙城路、凤城路等处划分
出 1500余个非机动车泊位，“有了专用停
车区，我们也不用担心‘吃罚单’了。”一位
外卖员说。

除了中央商务区，市北交警部门还在
其他大型商超、农贸市场等区域逐步增设
非机动车专用停车区，以此改善周边秩
序。

针对快递员、送餐员等闯红灯、争道
抢行等问题，市北交警部门在对当事人进
行教育和处罚的同时，还将集中约谈所属
的相关快递、外卖企业，并会同相关主管
部门实施联合惩戒。

为了解决重点区域乱停车问题，市北
交警大队已经成立创城工作专班，严格落
实大队、中队、民警三级“包保责任”。“我
们将逐个区域、逐条道路明确大队干部、
中队干部及责任民警、辅警管理职责，进
一步加强考核力度，做到十天一通报、每
月一总结，确保各项工作任务有力有序推
进。”交警市北大队大队长吕毅说。

打好“全员战”：
发动群众，启动问责

自创城工作启动后，市北区突出抓好
７个方面工作，在提升环境卫生、整治市
容秩序、规范交通秩序、治理农贸市场、改
造老旧小区、养成文明习惯、典型示范引
领上下更大功夫，强化组织协同，各街道、
各部门要严格落实“一把手负总责、谁主
管谁负责、属地管理守土有责、职能部门
分工负责”工作责任制，建立问题整改轨
迹倒查机制，确保每一处点位都有人负
责、每一个问题都有人落实。

为了防止出现“推诿”“甩锅”现象，市
北区决定将创建情况纳入综合绩效考核，
用好指挥调度、督查暗访、测评考核、监督
问政、激励问责等手段，强化“日反馈、周
汇总、月通报”制度，定期公布测评考核成
绩，做到“全程晒、全程比、全程问责问
效”。

与此同时，市北区大力发动“红色合
伙人”、市区两级 300 余个文明单位、160
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工青妇等群团组
织及社会组织全面参与创城，设置群众线
上举报激励机制，鼓励群众举报不文明现
象，倒逼工作落实。对敷衍塞责、弄虚作
假、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坚决依纪依
规处理，确保各项创建任务按照时间节点
落实到位、取得实效。

据市北区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工
作指挥部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通过推
进会自查、日常督查和上级部门“四不两
直”检查发现的1000余个曝光问题督办单
已全部反馈，除了需要部门联合执法的难
点问题外，90%以上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本报讯 据市北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消
息，市北区 577 项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
100%实现“网上可办”，236项行政许可及相
关服务事项实现“当日办结”。

据了解，市北区率先开通“跨省通办”
“全省通办”，安排帮办专员开展异地代收
代办、多地联办，打破属地化管理限制，着
力解决企业群众异地办事存在的“多地跑”

“折返跑”等问题，现已形成 191项“全省通
办”事项清单和 58项“跨省通办”事项清单

并 落 地 实 施 。 同 时 ，市 北 区 以“ 政 务 +
RCEP”“政务+服务机构”“政务+产业园
区”等模式，打造政务服务“一网多中心”模
式，并积极推动“一件事一次办”服务，为企
业群众提供套餐式、主题式集成服务，聚焦
企业和群众关注的高频事项，制定“一事全
办”主题式服务事项清单。目前，已推出

“我要开药店”“我要开超市”等 90个“一件
事一次办”主题套餐，办理效率提升近
60%。 （张予宁）

市北区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
100%实现“网上可办”

本报讯 今年以来，市北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积极建机制、搭平台、育项目，开
展惠企“直通车”宣讲活动 8 场，惠及企业
400 余家，上半年实现创业扶持 2909 人，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3350万元。

据了解，市北区完善创业城区政策落实
体系，发挥市北区创业城区建设议事协调机
制和“4+1”工作运行机制作用，制定全区惠
企政策汇编，8月份完成市北“创业城区创业
导图”，配合完成创业服务“一件事”“一个场
景”在市北区的具体落实。同时，强化创业

教育培训体系，建立29人的创业城区建设导
师队伍，推进“创业进高校”活动，宣传青岛
市最新创业人才政策，将“乐创市北”公益课
堂送进创业孵化基地。市北区还优化创业
孵化载体体系，出台孵化载体认定和管理办
法，目前共认定“省、市、区、街、社区”五级大
众创业孵化基地共14家，包含5家区级创业
孵化基地。依托孵化基地，市北区开展了展
示交流、投融资对接、创业沙龙等活动，积极
推选创业项目参加各类大赛，对接优秀参赛
项目落地市北。 （王增超）

市北区上半年扶持创业2909人

本报讯 近期，市北区对青岛胶州湾大
桥收费站出口实施“5+3”疫情防控模式，严
把疫情防控关。

据了解，“5+3”即五部门联动和规范三
项工作，实施湖岛街道、市北区卫健局、公
安局市北分局、市北交警大队、市北区城管
局 5部门联动，明确工作职责，建立定期调

度、联合督查等机制，规范核酸检测、发热
人员处置、抗原检测阳性处置 3项工作，优
化了13项工作流程。自4月1日起至今，参
与大桥值守 9242 人次，共查验客货车 73.1
万辆，查验驾乘人员93.4万人，核酸检测和
抗原检测5329人次。

（殷 龙）

市北实施公路卡口“5+3”疫情防控模式

“税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助跑

■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
青岛市市北区税务局着力聚焦
退役士兵重点群体，在各办税
厅开辟退役军人办税“绿色通
道”，针对不同创业就业群体精
准提供政策指引、政策快享等
服务，为退役士兵稳就业保就
业贡献“税力量”。图为该局工
作人员正在为退役军人办理相
关涉税业务。

万云军 钱 瑜 文/图

市
北
主
动
曝
光
千
余
城
市
﹃
顽
症
﹄

一
批
痛
点
堵
点
得
到
有
效
解
决

□
纪
姗
姗

王

琪

刘
笑
言

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是青岛打造现代化治理样
板城市的必经之路。自7月以来，市北区坚持问题导
向、实效导向，直面痛点，对自查和上级部门督查发现的
问题，迅速分解“责任田”，立刻下达督办单，限令各责任
单位在3日内基本整改完毕。眼下，全区迅速进入落实
问题“销号”阶段。

■■市北交警在市北交警在CBDCBD区域划区域划
出专门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域出专门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域。。

王兴涛王兴涛 摄摄

■■本溪路农贸市场本溪路农贸市场
周边环境整治一新周边环境整治一新。。

王兴涛王兴涛 摄摄

■辽宁路街道清理
乱堆乱放。刘 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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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市北
·区市在行动系列特刊活力海洋之都 精彩宜人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