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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城管〔2020〕1号

关于印发《2019年城市管理工作总结和 2020
年工作重点》的通知

各区（市）城管局（住建局），枣庄高新区综合执法局，市

市政园林服务中心、市城市管理发展服务中心，市局机关各

科室：

现将《2019 年城市管理工作总结和 2020年工作重点》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枣庄市城市管理局

2020年 1月 17日



- 2 -

2019年城市管理工作总结
和 2020年工作重点

一、2019年工作总结

2019 年全市城市管理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围绕

“5951”总体思路，始终秉持“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理念，

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严格按照“工作落实年”部署要求，

砥砺奋进、全力攻坚，城市管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圆满

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推动全市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做出了

积极贡献。

（一）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党建引领城管工作全面提

质增效。始终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专题学习

24次，形成专题调研报告 7篇，检视问题 25项；坚持以党

建引领业务，全面加强全系统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以“强转树”行动为抓手，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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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城管系统作风建设年活动，“三抓三带”取得新成效，

从严强化意识形态工作，认真应对各类舆情，完成 55 项网

络舆情案件办理；狠抓各级巡视巡察问题整改，完成 12 项

省委巡视和 23 项市委巡察“回头看”问题整改。圆满完成

中央、省、市重点工作安排，市、区（市）城市管理执法体

制改革基本完成；镇域路域环境整治攻坚成效显著，城乡面

貌焕然一新；城市管理精细化全域全面启动，9 项业务领域

工作深入推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稳步实施，全市新增

绿地 281.8公顷，新增改建公园游园 10处、新增公园游园绿

地 20.92公顷，林荫路推广率达到 86%，建成 125条“生态

街巷”；城管领域大气污染防治效果凸显，城区道路机扫率

95%、洒水率 96%，道路深度保洁率达到 43.22%，2019 年

新创建 71 条省级深度保洁路；全市餐饮业户安装油烟净化

器 6779 家、改造提升 4860家，全市 35家经过核准的渣土

运输企业 815辆运输车，密闭率和 GPS安装率均达到 100%；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全部整改完成；城乡环卫一体化高效

运转，全市共有 143座垃圾中转站，清、转运车辆 323台，

保洁人员 10388人，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农村公厕建设超额完成任务，全市 911个 300户以上自然村，

完成公厕建设的村庄有 462个，农村公厕普及率达到 50.7%；

城乡垃圾分类全域全面启动，初步设置垃圾分类站点 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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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投放垃圾分类收集设施 41407套;“数字城管”实现三级

覆盖，65 个镇（街）均建立了“数字城管”指挥平台，50

个与市级实现对接，全年各级“数字城管”平台累计受理案

件 124954件，结案 117839件，结案率 94.3%；高铁沿线环

境整治全线收官，沿线 316 项问题全面整治到位；“法治城

管”建设初显成效，2019年出台第 6号市长令《枣庄市城镇

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和规范性文件《枣庄市城市生活

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审批管理办法》，联合

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和市住建局出台《枣庄

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评价管理办法》，《枣庄市园林绿化条

例》作为地方性立法项目正在推进，所有规范性文件完成司

法备案审查，合法性审查率 100%，及时报备率 100%；市级

双招双引、扶贫攻坚、深化改革、“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建设等任务全面完成。

（二）为民服务、力克难题，民生工作全面普惠城乡居

民群众。始终围绕民生需求，从百姓最直接利益出发，重点

解决“群众所呼、我有所应”的实际问题，让优质公共环境

服务普惠每一位城乡居民。一是聚焦居民群众所需，精准解

决民生难题。针对群众“出行难、如厕难、赶集难、停车难”

等实际问题，大力实施道路畅通、公厕建设、市场建设、停

车场（位）设置“四大工程”，全面完善居民聚居区基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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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设施。2019年全市新修硬化路（打通“断头路”）1381.8

公里，修缮道路路面 245.1万平方米，更换各类雨箅（井盖）

103.8 万个，增设、更换护栏 25.3万米，增设交通标识、维

护交通信号灯、施划交通标线 1.2 万处，设置停车位 4.5 万

处，新建改建垃圾中转站和公共厕所 1202 处，建成农贸市

场 108个。二是着力解决群众之困，力克环境“脏乱差丑”。

针对城乡环境“脏乱差丑”现象，着力实施全域“五治”（治

污、治脏、治乱、治差、治丑），全面开展硬化、净化、绿

化、亮化、美化环境行动，下大力气拆违拆临、提升绿化、

集中治污、深度保洁、规范秩序、整理市容。截至目前，全

市城乡主次干道、公园、广场、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保洁面

积达到 2.21亿平方米，增加各类环卫机械设备 1345台，增

加更换垃圾箱（桶）105667个，规范客运车辆、清理违法运

营车辆 44193辆次，取缔占道经营和清理整治各类室外堆场

空间 17.08万处，拆除违规广告牌 54817处，清理小广告、

野广告及整治报亭、宣传栏 312.1万处。三是全力实现群众

所盼，均等城乡环境服务。围绕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

特别针对群众关心关注的城乡环境差异大和涉农镇域基础

弱、底子薄状况，全面实施“道路机扫保洁、垃圾清运处理、

镇容街貌管理、绿地游园建设、农村公厕配备城乡均等”工

程。截至目前，全市 65 个镇（街）全面实现镇域驻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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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扫保洁、日常洒水作业，2442个村庄全面实现生活垃圾日

产日清，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三）营造优势、服务发展，打造优质环境助推我市高

质量发展。始终围绕“美化环境、提升品质，服务民生、力

促发展”的工作思路，着力实施“环境卫生管理、园林绿化

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城市照明亮化管理、数字化城管、户

外广告管理、城乡环卫一体化、城管文明执法、镇域路域整

治”9项行动。2019年全市共打造出 115条示范路，25个省、

市界域节点，拆除违建 91.4万处，新增绿化 161.7万平方米

（栽植苗木 1179.7 万株），改造立面和粉刷墙体 644.1 万平

方米，整理空间线缆 67.6万米，清理垃圾 101.2万吨，改造

提升道路 245.2万平方米，市级列支 7000万元对区（市）、

镇（街）进行奖补，全市累计投入资金 18.3亿元。通过全系

统的不懈努力，全市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城乡环境质量

有效提升，城市品质显著提高，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城乡居

民的幸福感、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二、2020年工作重点

2020 年全市城市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工

作部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围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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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工作攻坚年”各项任务，聚焦“先把枣庄经济搞上去”目

标定位，全面实施城市管理精细化工程、镇域路域综合治理

工程、服务群众精准化工程、重点任务攻坚工程“四大工程”，

着力强化党建、队伍、作风、业务“四大建设”，全力构建

民生城管、担当城管、品质城管、创新城管“四大品牌”，

以年度九项重点工作为抓手，切实筑牢全系统服务民生、推

动发展意识，全面树立城管队伍担当作为、善作善成形象，

有效推进新时代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全力助推枣庄创新

转型高质量发展。

（一）全面抓好党的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始终秉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一以贯之强化党的建设，切实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以城管系统“三抓三带”活动为载体，全面强化全市城管系

统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

制度建设。聚焦从严治党各项要求，围绕“全面强化政治担

当、切实提高执行能力、着力增强履职本领，全员筑牢廉政

定力”四项任务，全面强化全市城管系统作风建设；持续深

化“强转树”行动，以“执法规范化、队伍标准化”为目标，

全面加强城管队伍建设；以“坚定理想信念、树牢正确世界

观、提高道德修养、倡树文明风尚”为内容，全面加强全系

统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抓住意识形态主动权，全面落实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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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责任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以党的建设引领城市

管理各项业务工作高标准实施、高效率推进、高质量完成。

（二）全面巩固镇域路域环境整治。以“镇域路域环境

整治巩固年”为载体，纵深巩固整治攻坚成果，继续以“周

调度、月考核、季评价、年总评”的方式，持续深化镇域路

域环境综合整治。坚持“示范带动、巩固提升，补齐短板、

长效管控”原则，以打造示范片区为引领，立足群众实际需

求，全域全线深化“基础设施功能完备、区域绿化规范实用、

镇域路域深度保洁、空间立面整齐美观、各类管线全面下地、

镇容秩序常态保持、数字城管高效运行”七项工程，全面打

造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环境，长效保持镇域路域环境畅、安、

舒、美，2020年每个镇（街）打造环境示范片区 1-2个，路

域示范段 3条。全面提高城乡环境质量、切实优化全市营商

环境，有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三）全面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围绕“精细管理、精

心服务，打造城市精品、建设美丽枣庄”目标，全面深化城

市精细化管理，通过开展集中行动，彻底整治市容“十乱”，

全面治理各类违建，清除乱搭乱建；全面规范经营业态，取

缔各类乱摆乱占；全面治理违规停车，杜绝车辆乱停乱放；

全面清理立面空间，消除各种乱扯乱挂；全面清除无审批广

告，杜绝各部位乱贴乱画。充分运用“数字城管”三级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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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着力实施对城市各个部件、各个区域的实时、精细管

控；通过对市政设施定额运维、园林绿化定额养护、环境卫

生定额保洁“三定”，确保现有设施、绿化、保洁的高水平

保持；科学规划并实施城市亮化，有效满足城市功能照明。

2020年内打造完成城乡精细化管理示范街区 100个、市容街

貌标准示范路 50 条，规划区内逐步取消立柱和楼宇楼体广

告，城区主次干道深度保洁率达到 60%以上。

（四）全面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围绕七大类 46 项

创建指标，立足“一城山水满城绿”创建目标，综合利用山、

水、林、田、湖、草自然资源，统筹实施规模增绿、系统扩

园、城区布绿、见缝插绿、空间挂绿，通过对现有绿地进行

游园化改造，切实提升绿地品质；通过对城区各类公共空闲

地实施绿地满铺，增加建成区绿地面积；通过老旧街区立体

绿化、垂直挂绿，提高居民居住区绿化占比；通过着力实施

城市绿荫行动、彩化工程，增加绿视率和绿地苗木多样性配

置，切实打造地域园林绿化特色，展现自然生态、宜居宜业

宜游城市环境。2020年新增绿地 150公顷，新建改建公园游

园 37个，色叶苗木比例达到 35%，林荫路推广率达到 87%，

新增林荫停车场 81处、林荫庭院 90个、园林式单位（居住

区）30个。

(五)全面规范运转城乡环卫一体化体系。继续保持“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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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村（居）收集、镇（街）转运、区（市）处理”城乡

一体化垃圾收运处理体系规范运转，全域推行城乡垃圾分

类，城市以“四分法”为主，农村以“两分法”为主，因地

制宜实施城乡垃圾分类投放、收集、清运、转运、处理。全

面提升、更换城乡垃圾投放、收集、清运、转运各类设施设

备，配齐配全各类垃圾箱（桶）、各类车辆，立足实际需要

改造、增建镇（街）垃圾中转站，切实提高镇域垃圾转运能

力；全面加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进度，切实增加全

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2020年全市完成所有镇（街）垃圾中

转站改造提升，全面取缔垂直压缩式垃圾中转站，所有清运、

转运车辆全面更换为密闭式设备，完成 2处垃圾焚烧发电厂

改扩建工程，新增垃圾处理能力 1000 吨/日，年底前建成 1

个垃圾分类示范区（市）、10个垃圾分类示范镇（街）和 50

个垃圾分类示范街区。

（六）全面实施城乡公厕建设改造。立足“小厕所、大

民生”，全面实施城乡公共厕所建设、改造。以“11有”（有

水、有电、有标识、有隔板<厕位之间>、有洗手盆、有防蚊

蝇纱窗、有化粪池、男厕有独立小便池、有制度、有管理间、

有专职或兼职管理员）标准、跟踪督导、考核验收、定向补

贴“四项机制”建设为主线，纵深实施农村公厕建设，全市

300户以上自然村全面建设公共厕所，确保每村至少建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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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三类以上公厕；全市现有城镇公厕全面进行升级改造，镇

驻地和居民聚居区按照人口密度配齐配全公共厕所；各建成

区公厕全面改造升级，主次干道公厕全部达到二类以上标

准，沿街公共机构厕所对外开放。2020年底确保全市 911个

300户以上自然村三类以上公厕普及率达到 100%，所有城镇

公厕全部达到二类以上标准，镇域驻地和城市建成区范围内

全面取缔旱厕。

(七)全面探索“智慧城管”全网建设。建立健全全市“数

字城管”三级覆盖、四级联动机制，统筹全市“一张网”，

多渠道整合摄像终端，最大限度实现城乡“数字联动”；多

点位增设服务终端，全域拓展城市管理服务覆盖范围；探索

实施警城联动、城管+服务建设,推动“数字城管”向“智慧

城管”升级。2020年全面实现市、区（市）、镇（街）三级

指挥平台联网运行并实现与村（居）终端联动，市政、园林、

环卫、防汛等各点位数字系统全部并入“数字城管”指挥平

台。

(八)全面深化“生态街巷”建设。坚持“百姓城管”理

念，积极顺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新需求，对规划区以内

所有红线宽度 12米以下道路全面进行路面铺设、绿化增设、

立体绿化、文化元素设置、便民设施配置提升改造，通过实

施“三治”（分类施治，综合整治，因需而治）、“五化”（绿



- 12 -

植苗木“乡土化”、造绿布景“精细化”、设施改造“节约化”、

景观塑造“人文化”、街巷管理“数字化”）、“三路”（绿带

隔路、设置园路、畅通环路），打造舒适“生活圈”，扮靓百

姓“家门口”，畅通绿色“微循环”，大力提升城市生态环境

和群众生活品质，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2020年，

全市各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和有关镇域驻地居民聚居区全面

打造“生态街巷”，全市创建示范“生态街巷”100条。

（九）全面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落实。严格按照省、市部

署要求，不折不扣抓好城管领域重点任务攻坚。全力服务各

类创城活动，确保城管专线任务全面落实；扎实做好城管领

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认真整改各级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立

足防大汛、抢大险、抗大灾，持续抓好城市防汛工作，确保

城市安全度汛；全面落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任务安排，

确保城管领域工作成效；认真做好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各

项工作，实现城管领域安全生产持续好转；积极做好信访维

稳工作，继续深化高铁、高速沿线环境整治成果，建立长效

常态工作机制；全面完成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双招双引、

深化改革、对标先进、综合考核等各项工作任务目标。

枣庄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 1月 1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