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 33 期      2019 年 7 月 31 日 

 

 
 

7 月 10 日-19 日市镇域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

同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市财政局和市交通运输局，

对全市 65 个镇街镇域路域环境整治工作情况进行了第二季

度考核。从本次考核情况来看，各区（市）、枣庄高新区在

第一季度全面启动、打造示范的基础上，第二季度按照“全

面推进、全域整治、突出重点、打造特色”的原则，围绕市

级下达的第二季度“全域铺开造林绿化、环卫保洁提档升级、

沿路立面全面改造、基础设施全面完善、沿街管线全面下地、

界域节点全面打造”6 项整治工作重点，全域全面落实整治

任务，高效高速推进各项工作，全市 65 个镇街总体增量大、

成效显著，各镇街聚焦群众需求全面增设了农贸市场、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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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停车泊位、排水（污水）管网等各类基础公共设施，

围绕改善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全面实施了造林绿化、立面改

造、管线下地工程，显著提升了镇域容貌水平，明显改善了

路域环境质量，为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提供了优质的公共环

境，得到城乡居民的广泛好评和称赞。同时，围绕省、市界

域打造出一批体现地方元素的精品节点，充分展现了枣庄城

市风貌和地域文化特色。截至二季度末，全市各级累计投入

资金 13.2 亿元，打造出 115 条示范街区，22 个省、市界域节

点，拆除违建、清理三堆两垛 81.6 万处，绿化 154.5 万平方

米（栽植苗木 951.9 万株），改造立面和粉刷墙体 566.6 万

平方米，清理占道经营摊点 12.7 万处，规范广告牌匾 5.4

万处，整理空间线缆 38.5 万米，清理垃圾杂物 62.7 万吨，

改造提升道路 185.7 万平方米。 

从各区（市）工作成效来看，滕州市总体工作增量大、

标准高、效果好，城区街办整体市容市貌整洁有序、管理长

效，城区道路路域沿线基础设施全面配套、立面整治整齐美

观、园林绿化亮点纷呈、长效管理井然有序，镇域整治中重

点突出、特色鲜明，各镇街全面建设了镇级数字城管平台、

全域推广书法体门头广告牌匾；薛城区全域全面实施整治，

各镇街驻地区域立面改造和管线下地完全，打造出一批高品

质镇域游园和绿化节点，同时围绕店韩路、枣曹路、郯薛线、

B6 线等国省道路全线开展高标准道路绿化，绿化层次感强、

乔灌木比例合理、景观效果显著；山亭区城区绿化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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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游园、道路绿化、绿地节点品质高，全区 3 个市域节点

打造全面完成，各镇街镇级数字指挥平台建设完成并能够独

立运行，效果良好；市中区统筹实施全域整治，各镇街整治

任务全面开花、齐头并进、成效明显，全域铺开环境整治和

背街小巷改造，6 个涉农镇街驻地打造全面完成，5 个纯城

区街道打造完成生态街巷 10 条，全区市域 2 个节点打造完

成；峄城区全员参与、大力实施、全线推进，围绕重点任务、

针对整治难点，持续提升整治标准，“五化”措施有力，“五

治”增量明显，镇容街貌改观显著，打造出一批极具示范作

用的精品街区、样板街巷；台儿庄区整体成效明显，各镇街

全面落实市级第二季度整治任务，6 项重点工作全部按要求

实施，标准高、覆盖广、特色显：境内 206 国道、枣台线、

阿里山路、台十二路等各类道路沿线环境持续高标准提升，

打造一批精品道路环线，同时镇街高标准配备公共厕所、农

贸市场、垃圾中转站，全面完善了便民公共设施；枣庄高新

区各街办全面完善了道路基础设施，道路路面、标识标志、

人行道铺设完备，城区林荫路、林荫庭院、林荫停车场数量

多、覆盖面广，道路沿线地面、立面、空间整治标准高、效

果明显。从镇街工作成效来看，一类镇街中，薛城区陶庄镇、

常庄镇镇域路域整治全面，全域全面整治增量大、效果显，

陶庄镇所有十字路口节点全面打造、常庄镇薛周路段道路提

升工程成效明显、示范性强；滕州市龙泉街道、峄城区坛山

街道全域整治标准高、变化大，龙泉街道沿街立面改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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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广告设置标准高、极具特色，坛山街道 206 国道节点打造

成效明显、农贸市场建设标准高；滕州市善南街道、荆河街

道，高新区兴仁街道、市中区税郭镇全域路域全面整治，基

础设施配套完备、道路绿化规范、立面改造完全。二类镇街

中，市中区永安镇驻地地面、立面、空间整治持续提档升级，

镇容秩序规范有序，公共设施配套完备、管线下地完全；台

儿庄区马兰屯镇阿里山路整治完全、特色鲜明，泥顿路整治

标准高、增量大；台儿庄区邳庄镇公共基础设施健全、道路

绿化规范、省域节点打造美观、绿道建设标准高；滕州市南

沙河镇镇域立面改造规范、整洁美观，B6 线新增绿化绿量足、

效果好；三类镇街中，台儿庄区张山子镇 206 国道道路绿化

增量大、效果好，人车分离系统设置安全性强、美观实用，

省界节点打造效果突出、特色明显；山亭区西集镇示范路段

持续提升、日常管理规范、长效常态保持；滕州市羊庄镇增

量大、特色显，济枣路羊庄段全线道路绿化量大、景观效果

好；市中区西王庄镇 206 国道设施配套齐全、道路绿化元素

丰富、管线下地彻底；市中区孟庄镇镇域环境变化大、成效

明显，立面改造和门头广告整齐、美观；峄城区峨山镇郯薛

线道路绿化绿量大、绿化节点打造效果好、充分展现地方元

素。从特色工作方面来看，滕州市北辛街道拆违拆临彻底，

全面拆除“遮丑墙”，拆墙透绿、增绿力度大、成效突出；

山亭区北庄镇将军街整体街区打造整体容貌突出、环境整洁

靓丽、设施配套齐备、街容秩序规范；滕州市官桥镇、山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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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冯卯镇立面改造特色显著、亮点突出；薛城区邹坞镇管线

下地完全、农贸市场便民实用；滕州市龙阳镇绿道建设美观

靓丽、极具特色；滕州市西岗镇市域节点打造标准高、效果

好。 

本次考核发现问题主要有：一是仍有镇街整治效果不明

显。部分镇街二季度工作增量仍然不大、效果仍不明显，整

治进展与全市绝大多数镇街有差距，少数区域和路段整治没

有实质性进展。二是个别镇街整治有缺项。考核发现个别镇

街未按季度整治重点开展工作，整治避重就轻，没有重点改

造老旧街区和居民聚居区域，造成任务落实有缺项、整治进

展滞后，造林绿化未完成，立面改造不规范，农贸市场和公

厕建设滞后。三是部分镇街日常管理不到位。存在重建轻管

现象，日常长效管理机制没有建立，缺少专业管护队伍，导

致镇容路域业态秩序差，镇街容貌乱象频现。四是有些镇街

环境卫生管理不到位。部分镇街环卫设施陈旧，镇村垃圾收

集容器不足，垃圾中转站设施设备陈旧、运行管理不规范，

缺少渗滤液集液池，未按操作规程实施日常作业；个别镇街

卫生条件差，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清理不及时，没有做到日

产日清。 

针对考核发现问题，市镇域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对各区

（市）、各镇街下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聚焦问题缺项，

抓紧补齐整治短板。根据第二季度考核结果，针对考核发现

问题和短板，有关区（市）和镇街要对整治工作任务再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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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深化。抓紧针对问题缺项，立即整改完善，对环卫保洁不

到位、垃圾清运处理不规范、基础设施不配套、园林绿化标

准低、管线下地不完全、立面整治不彻底等问题，要严格按

照整治标准、参照全市示范街区和样板路段对标整治、提升

标准、补齐短板、保质保量。（二）紧扣时间节点，加快整

治工作进度。各区（市）、各镇街要严格按照年度工作目标

和阶段性工作重点，保持工作节奏、严格按时序推进各项整

治，拉网式排查各自辖区范围内全域整治任务余量，制定剩

余工程量实施计划表、时间图，对接下来 3 个月的整治任务

进行整治收官倒计时，对各项整治和提升工程倒排工期、挂

图作战、限时完工，全面确保 10 月底完成各项整治任务，

不得影响全市整体工作成效。（三）纵深攻坚重点，切实改

善城乡环境。全市镇域环境整治第三季度工作重点围绕城乡

居民群众需要开展整治提升工程，针对城乡居民聚居区、生

产生活集中片区、公共场所和全域道路沿线，围绕基础设施

配套、环境卫生保持、全域造林绿化、镇容街貌秩序、空间

管线下地、长效机制运转、数字城管运行等方面开展工作，

重点解决农贸市场建设、公共厕所设置、街头游园绿地改造、

绿化隔离人车分流、平交路口硬化、镇域路域机械化保洁、

数字城管常态管控等关系城乡居民群众直接利益的问题，让

百姓切实受益、让群众真正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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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镇街（城区镇街、国家级重点镇<示范镇>，共计 29 个） 

二类镇街（城乡结合镇街，

省级重点镇<示范镇>，共计

15 个） 
三类镇街（规划区以外，一般镇，共计 21 个） 

名次 镇街名称 名次 镇街名称 名次 镇街名称 名次 镇街名称 名次 镇街名称 

1 

薛城区陶庄镇 11 市中区矿区街道 
1 

市中区永安镇 1 台儿庄区张山子镇 13 山亭区店子镇 

滕州市龙泉街道 
12 

峄城区古邵镇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 

2 

山亭区西集镇 14 滕州市柴胡店镇 

峄城区坛山街道 台儿庄区涧头集镇 2 台儿庄区邳庄镇 滕州市羊庄镇 15 滕州市鲍沟镇 

2 
薛城区常庄街道 13 市中区文化路街道 3 滕州市南沙河镇 市中区西王庄镇 16 山亭区凫城镇 

滕州市善南街道 14 滕州市级索镇 4 峄城区吴林街道 
3 

市中区孟庄镇 17 山亭区徐庄镇 

3 

滕州市荆河街道 15 滕州市官桥镇 5 滕州市东沙河镇 峄城区峨山镇 18 滕州市张汪镇 

高新区兴仁街道 16 市中区龙山街道 6 市中区齐村镇 4 滕州市界河镇   

市中区税郭镇 17 薛城区临城街道 7 薛城区沙沟镇 5 滕州市木石镇   

4 滕州市西岗镇 18 市中区垎塔埠街道 8 峄城区阴平镇 6 山亭区冯卯镇   

5 薛城区邹坞镇 19 市中区中心街街道 9 市中区光明路街道 7 滕州市龙阳镇   

6 滕州市北辛街道 20 山亭区桑村镇 10 滕州市洪绪镇 8 台儿庄区泥沟镇   

7 台儿庄区运河街道 21 峄城区榴园镇 11 高新区张范街道 9 山亭区水泉镇   

8 山亭区北庄镇 22 滕州市姜屯镇 12 滕州市滨湖镇 10 薛城区周营镇   

9 高新区兴城街道 23 山亭区城头镇 13 滕州市大坞镇 11 峄城区底阁镇   

10 薛城区巨山街道   14 山亭区山城街道 12 滕州市东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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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 

送：各区（市）、枣庄高新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分管同志。 

发：市镇域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镇（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