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城市市容管理条例》即将施行

一些陋习，
该改改啦！
■ 本报记者 杨军
日前，长江周刊记者从九江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我市制定的第二部地方性法规
——《九江市城市市容管理条例》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经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将于 2018 年 5 月 1 日正式施行。这是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件大好事，是九江市
立法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又一重大举措，
标志着我市城市管理法制化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据了解，城市市容管理包括临街建筑物和构筑物、户外广告与标识设施、城市道路及设施、车辆与停
车场地、施工场地的容貌管理，城市水域、绿地和灯光景观管理等多个方面。
《九江市城市市容管理条例》
的颁布实施，
对提高九江市城市管理水平、
改善城市市容市貌、增进九江城市品位等，具有重要作用。
一些影响九江市容的陋习，
该改改啦！否则，
将会受到法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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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街建筑物和构筑物应当符合城市容貌
标准。新建、改建临街建筑物和构筑物在高
度、造型、色彩、风格等方面，应当与周围环境、
建筑主体相协调。禁止对建筑物的临街立面
擅自进行改建，禁止以破墙开店等方式改变、
破坏临街建筑物，
禁止违法搭建。
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应当统一规范设置，不
得在阳台外安装支架或者晾晒、悬挂物品。临
街建筑物的管线、油烟管道应当设置在密闭式
建筑物管廊内，油烟管道管廊应当单独设置并
避开建筑物临街面。
临街建筑物楼顶不得堆放杂物，楼顶绿化
应当符合承重安全和防渗要求。临街建筑物和
构筑物外立面出现破损、
污迹等影响市容的，
其
所有人、
使用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整修、
清洁。
城市中心区、重要功能地段、重点景观区
域的主要街道两侧建筑物的用途应当与市容
环境相协调，从事机动车清洗装潢维修、建材
销售加工、废旧物品回收等经营活动，应当符
合市容和环保等要求。

公共场所禁发印刷品广告
悬挂商业条幅、
张贴涂写都不行

城市管理立法亟待加强
城管综合执法是全国普遍做法，其法律
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第 16 条和《行政强制
法》第 17 条，但目前尚无专门法律法规对城
管执法进行规范。城管执法只能借用已有
实体法进行执法，
即所谓的
“借法执法”。
由于没有法律对城管执法人员的权利
义务、法定职责以及履职范围等做出明确规
定，城管执法的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明显不
足，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缺乏保障，经常遇
到暴力抗法、
拒不配合等情况。
另外，由于体制不顺，城管执法的社会
威信不高。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属于新
设机构，国家、省两个层面均没有主管部门，
缺少有效的政策保障和业务指导。具体表
现在城管执法机构名称不统一、机构职能不
统一、
机构性质和建制不统一等。
据了解，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明
确，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
平。因此，制定城管执法法规符合中央要
求。
目前，全国各省和部分有地方立法权的
城市先后进行了城市管理的地方立法，其中
南京、上海、长沙、武汉、昆明、广州、深圳、珠
海、厦门等 40 多个省市已相继出台了城市
管理工作领域的地方性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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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市区人行天桥、立交桥、高架桥、道
路、广场、学校周边等公共场所派发印刷品广
告。禁止在市区跨街巷悬挂或者在杆柱间凌
空悬挂商业性的横幅、条幅。禁止在建筑物、
构筑物的外墙及市政公用设施、管线等户外设
施和树木上张贴、
涂写、
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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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街建筑应统一规范
建材加工、
汽车清洗须符合要求

大型户外广告应当按批准的时间、地点、
形式、规格设置，到期后设置人应当拆除。设
置的户外广告、霓虹灯、电子显示牌、标语牌、
灯箱、画廊、橱窗等设施应当保持完好、整洁、
美观、安全，出现破损、陈旧、污秽的，设置单位
应当及时维修、
更换或者拆除。
生产、经营单位在其生产、经营场所或者
建筑物法定控制范围内，设置与其注册登记名
称相符的标牌、匾额、指示牌等招牌广告的，每
个临街面只能设置一块。
设置户外广告与标识设施，不得利用交通
安全设施、交通标志、行道树或者损毁绿地的；
影响市政公共设施、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
消防设施、消防安全标志使用的；利用毗邻建
筑物之间的空间、超出屋顶天际线、遮盖建筑
物玻璃幕墙或者窗户等，影响他人使用权益、
妨碍他人生产生活的；机关、文物保护单位和
名胜风景点的建筑控制地带内的。

道路不能擅自占用
晾晒衣物、
露天烧烤有明确限制
交通、
邮政、
通信、
环卫、
供水、
供电、
供气、
健
身等道路附属公共设施应当设置规范、整洁完
好，
不得影响市容或者妨碍道路通行安全视距。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道路
堆放物料、停放废弃机械设备、摆摊设点或者
超出门、窗进行店外经营影响市容，流动商贩
应当在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
经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擅自开
挖城市道路或者占用城市道路施工作业；占用
城市道路、广场维修和清洗车辆；在城市道路

两侧的护栏、电杆、树木、绿篱、花坛、景观小
品、健身器械等处晾晒衣物或者吊挂搭放物
品；在城市干道、住宅楼、杆柱之间设置架空管
线；直接向城市路面排放污水，倾倒淤泥、垃
圾；擅自在区人民政府及管委会规定的区域和
时段外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
供场地；在人口集中的路段或者区域焚烧沥
青、油毡、橡胶、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
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车辆不能带泥上路
工地应遵守规定采取降尘措施
在建、拆迁、待建等工地场内应当布局合
理，机具物料摆放整齐。工地应当设立不低于
两米的封闭围挡。场内材料、沙土等易产生扬
尘的应当采取遮盖等防尘措施。场地围挡外
侧至城市道路之间的地面应当采取绿化或者
铺装等方式进行覆盖，
不得堆放物品。
工地出入口的设置数量应当符合规定，避
开城市主干道两侧。在建建筑物应当采用密
目式安全网封闭，
安全网应当保持清洁完整。
工地应当采取降尘措施，与市政道路连接
的场内道路应当硬化，场内应当设置冲洗平
台、集水池、沉淀池、排水沟，禁止施工泥浆、污
水直排市政排水管网或者漫溢场外。
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定点堆放，及时
清运并按照规定地点倾倒，运输车辆应当符合
环保要求。车辆驶出工地应当通过冲洗平台
进行冲洗，
不得带泥行驶。
建设工程竣工后，应当及时拆除工地围挡
等临时设施，
清运建筑垃圾、
剩料，
清理、
平整场
地，
修复施工中损坏的城市道路等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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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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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民权//摄
汪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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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访夜谈听民意 服务下延暖民心
——都昌县蔡岭镇干部脱贫攻坚进村入户成效显
■ 本报记者 江慧

白天忙走访，晚上忙夜谈。都昌县蔡
岭镇17个驻村工作队，
在短短几个月时间，
利用晚上农民闲暇时间走访农户 6000 多
户，组织夜谈 68 场，收集意见建议 200 余
条，
切实解决民生实事160余件。工作不分
白天和黑夜，这便是蔡岭镇基层干部开展
脱贫攻坚工作的真实状态。如此亲民务实
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当地村民的高度赞誉。
蔡岭，不仅都昌县的北大门，更是都
昌县的经济重镇。因其位置重要，市委书
记杨伟东在此挂点帮扶。都昌县委书记
肖立新也在蔡岭镇挂点帮扶。2017 年 9
月，市委书记杨伟东在深入都昌县调研时
指出，要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大力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打造基层“带头人”队
伍，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都昌县委书
记肖立新多次到蔡岭实地调研，他提出基
层干部要有务实的作风，下足“绣花”功
夫，
全力抓好脱贫攻坚工作。
如何转变队伍作风，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役，以实际行动践行“十九大”精神，
完成好市、县领导的嘱托？蔡岭镇党委班
子不断地在思考、
在创新。
知民情，方能解民忧。为进一步密切
党群干群关系。自 2017 年 10 月起，蔡岭
镇以 17 个驻村工作队为主体，发动全体
镇村干部在全镇范围内逐自然村开展以
“访民意、解民忧、暖民心”为主要内容的
干部夜访夜谈活动，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形成工作合力、提升群众满意度，扎实推
民反映的实际困难。村民在夜谈中反映：
由
进脱贫攻坚工作。为组织好夜访夜谈工
于村级公路狭窄，
现在群众生活好了，
购车
作，蔡岭镇各村根据本村工作情况，专门
的多了，
经常发生车祸。凤凰村驻村工作队
印发了《致村民的一封信》，
要求驻村干部
立即筹集资金对全村村级公路路肩进行了
带着责任、
带着感情，
进农户、
上炕头。一是
铺设，极大方便了群众。镇党委以此为示
听取意见。重点听取贫困村、
后进村、
信访
范，
在全镇铺开了村级公路管护、
路肩铺设
矛盾突出村的意见，重点了解群众反映强
热潮。吕岭村村民石和平反映水产养殖效
烈、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二是解决问
益不高，
驻村工作队立即请来市水科所专家
题。用真心、
出实招，
有效解决群众反映强
实地察看，
制订科学养殖方案，
进行全程技
烈的诉求问题、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
术指导。与此为契机，
组织全镇42户水产养
题。三是服务群众。张贴一张连心卡、
开展
殖户实地培训，
大大提高了养殖效益。
一次走访慰问、
召开一次干部夜会、
解决一
蔡岭镇书记卢采华接受记者采访时
批实际问题、
组织一次满意度自评
“五个一” 感慨地说，通过夜访夜谈做到了民情“五
暖心行动。四是全力支持。各派出单位按
个知”，即知基本情况、知社情民意、知贫
照“干部当代表、单位做后盾、一把手负总
困农户、知致富典型、知热点难点，将服务
责”
的要求，
加大对工作队的支持力度。为
延伸到“8 小时外”，全方位了解民情民
了确保夜访夜谈取得实效。蔡岭镇党委政
意。有的事情，通过夜访夜谈，有可能把
府要求落实
“四有”
：
一是有计划。针对性地
白天下乡三四次都没办到的事情，一次就
开展谈心谈话，
做到与村
“两委”
班子成员、 办好了，成效非常明显。今后要把“夜会”
党员、群众代表、贫困户必谈。二是有记 “夜谈”
工作制度持续坚持下去。
录。做好详细记录，有时间、地点、参加人
记者感言：
员。三是有反馈。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
干部要衣带露水、
脚沾泥土，
才能
做到当场答复，
不能当场答复的，
以个别告
真正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才能密切干
知或专栏公开等方式及时答复群众。四是
部与群众的联系。都昌蔡岭镇干部带
有制度。建立完善
“夜会”
制度，
进一步提高
着责任、
带着感情，
进农户、
上炕头，
深
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形成密切联系群
入村民家中夜谈夜访，为村民切实解
众、
改进工作作风的长效机制。
决了生产生活上存在的实际困难。这
短短几个月，成效显著。收集上来的
种做法值得点赞，
值得学习和推广。
200 余条意见和建议，
就解决了 160 余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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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热烈祝贺 政协第十五届九江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胜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