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本报曝光了包括石羊客运站、中
和大道玉林南路和肖家河街等地乱停乱放
的现象。

昨天，成都商报记者又对上述点位进
行回访。在石羊客运站后门外，记者看到，
之前随意停满了各式车辆，很有些拥挤的
街道已变得通畅有序。在客运站门外，道路
两边都竖起了“禁止停车，违者拖拽”的提
示牌。在路口，一辆蓝色的渝A牌照轿车，
无视提示牌随意侵占慢车道，且驾驶员也
不在车上。一名巡逻的交警发现后，叫来拖
车将其拖离。执勤的交警六分局民警表示，
针对石羊客运站周边车辆乱停乱放的情
况，六分局会进行长期巡查，保证客运站周
边的交通秩序。记者看到，不少到站接送客
人的车辆，在交警和客运站工作人员的引
导下，自觉将车停放在了附近的占道停车

场里。
在肖家河街和玉林南路，记者还是看

到有小部分的私家车主将车辆停放在了人
行道上。不过，在交警一分局民警的劝说
下，车主都将车辆移走了。民警表示，这几
天正好是节假日，不少车主为图方便将车
乱停放，导致一些街道的交通秩序受到影
响，一分局对此会加强监管。

在中和大道附近，记者看到此处的交
通秩序较之前大为好转，乱停放车辆几乎
绝迹。针对前几日本报曝光的中和街道华
路街占道经营现象，该街道党工委、办事
处立刻进行了整改，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
了教育，要求其落实“门前双五包”。街道
办表示，会举一反三，杜绝类似现象再次
发生。 成都商报记者刘任

实习摄影记者张士博

回访整改石羊客运站
乱停放的车被拖走了

石羊客运站

共建共享
成都商报讯（青城宣记者杜玉飞实

习生黄晶）为激发全民支持参与城乡环境
综合治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昨日下午，青
羊区草堂街办召开居民骨干和商家代表座
谈会。随后，文明劝导员走上街头，开展
“环境治理 从我做起”千人签名活动，宣
传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并号召市民和
商家在“从我做起”的横幅上签名，自觉参
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市城管局相关人士表示，环卫作业
的一个薄弱点就是“白色垃圾丢得比捡
得快”，特别是天气转暖后，夜生活时间
变长，导致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希望市
民共同参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自觉保
持环境卫生。

近两天，虽然很多人还在休假状态，

但成都商报发起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绿标在行动”活动却在迅速发酵。前天，

党员志愿者首先行动起来， 青羊区
5000

余名党员志愿者加入活动。昨天，团员志
愿者也行动起来，首批

400

名青年志愿者
上街“洁净城市”。同时，广大市民积极响
应，上百名市民打进热线电话

86613333－

1

，反映身边的不卫生不文明现象，踊跃
报名争当环境卫生劝导员。

党员、团员、市民，有年轻人、也有老
年人，甚至还有小朋友，志愿者的队伍正
在壮大。正如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新初
在城区随机调研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时所
说：“成都是全体成都人的成都， 是广大
市民的共同家园， 希望大家像爱护自己
的家一样，爱护成都的城乡环境，共同行

动起来，积极和脏乱差作斗争，形成人人参
与环境治理、 人人享受良好环境的生动局
面。”这两天，志愿者们正在用行动诠释着
自己对成都这座城市家园的爱。

志愿者一呼百应，行动起来了，但我
们也需看到，这个“生动局面”不仅仅需
要志愿者，更需要每个人的文明自觉。因
为在街道边仍有乱停的车辆， 在城市的
很多角落仍有乱丢的垃圾， 在公共场所
仍有随意吐痰的人……保洁员和志愿者
都是在做事后的工作， 而我们每个人却
能够通过改善自我，把“脏乱差”杜绝于
事前。志愿者行动了起来，我们每个人都
需要行动起来，也许是一个举手之劳，也
许是一句轻声的劝导， 也许是一个文明
的意识，也许是纠正自己不好的习惯。只
要行动起来，就一定能改变。

草堂街办：
开展环境治理千人签名活动

行动起来，就能改变
□

成都商报评论员

昨日，成都商报发起的“城乡环境综
合治理，绿标在行动”活动继续得到广大
市民响应，上百名市民打进热线电话
86613333-1，反映身边的不卫生现象，踊
跃报名环境卫生劝导员。

共青团成都市委也积极响应本报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绿标在行动”活
动，昨日组织首批400名志愿者前往五城
区（含高新区）的14个点位的街道、社区、
旅游景点，通过展开各种各样的宣传、体
验活动，宣传爱护城市环境的重要性，倡
导人人为卫生城市做出贡献。

昨日，在大慈寺路，30名志愿者沿街
拜访商铺，并撰写“门前三包”倡议书对
商家展开宣传；在金沙街道特色街区金
阳路、金凤路和金鹏街，志愿者们进行了
“流动文明宣传员”巡游宣传活动，号召
市民自觉遵守文明行为；在玉林休闲中
心，武侯区团委组织环境卫生大讲堂，向
青年人宣传爱护城市环境的重要性；在
新华公园、万年场和建设路，青年志愿者
走上街头，开展流动商贩文明劝导、临街

商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宣传，以及卫生死
角打扫；在高新区，30名志愿者走进庆安社
区，和社区居民一起拿起扫帚，展开社区院
落清洁宣传活动……

昨日，在400名志愿者的身体力行下，
14个点位的面貌犹如新生，更重要的是在
这些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带动下，爱护城市
环境的队伍势必将更加壮大。“我们希望把
这个活动常态化，号召更多的青年志愿者
关注和参与。”昨日，团市委志愿者工作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青年志愿者来源广泛，加
入到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志愿者队伍后，
这些年轻人会从内心受到感悟，今后身体
力行爱护环境。同时，他们的同学、朋友和
亲人中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感染，为
市容市貌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还将联

合城管部门对青年志愿者进行专业培训，
在城管队员和环卫工人的配合指导下，更
好地倡导市民爱护环境人人有责。为此，团
市委也号召更多年满14周岁、热爱公益事
业、拥有机动业余时间的年轻人加入志愿
者队伍，为洁净成都亲力亲为。大家可登录
成都市青年志愿者网站（www.volun-
teer-cd.org.cn）在线报名。

成都商报记者任翔刘任严薇

共青团成都市委响应本报“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绿标在行动”活动
400名志愿者上街共同“洁净城市”

绿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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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良好的环境，需要你我他共同的
努力。今日“通缉”广告乱贴现象。成都商

报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曝光热线86613333-1
今日继续24小时开通，请将你身边的脏乱差
现象告诉我们。

成都商报记者任翔实习生张留
严仕康摄影报道实习摄影记者张士博

点位3：科华街
方便面汤弄脏了人行道
昨日下午4时16分，科华街人行道上的

两个垃圾桶旁，摆放着一个空的方便面桶
和一袋垃圾，而方便面汤溅到人行道上还
没干，吸引了几只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

昨日，快拍成都拍客“花岗岩断裂”
拍摄了石人西街，一汽修商铺占用人行
道修理汽车影响市容。“快拍成都”号召
36000名注册网友，拍摄“七乱”现象，并
上传至成都图片网（photo.chengdu.cn）
“快拍成都”栏目，照片一经报纸选
登，将给予100元奖励。

快拍脏乱差
一经见报奖100元

欢迎举报
把垃圾扔进垃圾桶，有那么难吗？

成都商报讯（记者雷浩然）昨日，成都
商报记者从武侯区获悉，该区华兴街道为
治理脏、乱、差现象，特别组织了一支60余
人的夜巡队伍，24小时无缝对接清运垃圾。
据了解，该夜巡队保洁人员由街道、村、组
三级共同组成。该夜巡队成立后，有效清理
和杜绝了高堰子河、黄堰河三河段等区域
的卫生死角。

今日挂牌

市城管局
预计新增5000名环卫工
据了解，出台24小时环卫作业新模式，

主要就是针对环卫工作的一些薄弱环节。成
都天洁环卫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对市城管
局出台的规定非常支持，以前保洁是凌晨5
时至22时（夏天延后半小时）。实施24小时保
洁后，环卫工人缺口是白天人数的三分之一
左右。公司正积极招工。目前，该公司通过安
排加班等方式来弥补人员的不足。
市城管局相关人士表示，目前中心城

区有2万名环卫工人实施24小时作业新模

式，除了要新增一批设备外，预计还将新增
5000名环卫工。

中心城区
24小时保洁实施效果明显

金牛区城管局环卫科科长李勇纯介
绍，金牛区预计将增加95辆夜间垃圾收运
车，目前环卫人员不足，暂由现有3600余名
环卫工加班实施昼夜不停，24小时全区域
保洁工作。预计5月3日之后，新增环卫工人
将全面到位。李勇纯表示，夜间环卫经费，
由区政府承担环卫公司招标价时定价的
30%。目前，新模式实施效果明显，本区城

市环境已有明显改善。
成华区城管局环卫科科长王少坤介绍，

成华区现共有环卫工人3800余人，预计增加
夜间环卫工人860人。现有的环卫车辆，夜间
增加2个班次，在22:00～ 23:00进行夜间垃圾
集中收运，成华区东升、新山两个垃圾站，24
小时昼夜开放。武侯区城管局环卫科科长陈
果介绍，武侯区也将增加环卫工人近千人，增
加100多辆垃圾收运车。武侯区会在最短的时
间内落实各项工作。
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增加的环卫

经费由各区财政负责。市财政将在年终用以
奖代补的方式对各区进行补贴。

成都商报记者杜玉飞实习生黄晶

乱扔
垃圾

昨日，成都商报城乡环境综
合治理督查别动队记者再次出
击，寻找身边的“乱扔垃圾”不文
明现象。记者走访发现，在城区的
各个街头，大量环卫工人仔细清
扫，城区环境卫生较以往有明显
改善，但在个别依然存在“乱扔
垃圾”的地点，环卫工人的打扫
跟不上乱扔垃圾的速度，爱护环
境更需要每位市民从我做起。

昨天下午4时，槐树店路五冶职工大学
旁的一个小卖部门前，放着一个垃圾桶，但
不少路人随手丢弃垃圾，导致垃圾桶周围
到处都是垃圾。

中心城区首次24小时保洁
记者走访中心城区发现，新模式实施效果明显，城市环境已有明显改善

昨晚
10

时，

60

岁的老
施坐在路边， 身旁的垃圾
收集车装得满满的。

从昨日起， 成都市环
卫作业执行“史上最高标
准”的措施：中心城区道路
清扫保洁，实行

3

班清扫，

24

小时保洁模式，临街店
铺生活垃圾

24

小时循环
收运，做到垃圾不落地。

华兴街道组建夜巡队
24小时无缝对接清运垃圾

点位2：槐树店路
商铺门前垃圾随手乱扔

昨日中午12时许，荷花池北站东一路
一电线杆脚旁，堆积着几盒用塑料袋装好
的一次性饭盒，饭盒内外全是油污。而电线
杆附近就有空着的垃圾桶，让人不禁想问，
把垃圾扔进垃圾桶，有那么难吗？

今日通缉：广告乱贴
曝光热线86613333-1继续开通

点位1：荷花池北站东一路
电线杆下一次性饭盒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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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池北站东一路，电线杆下堆放着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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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庆云南街，环卫工人在清洁路面摄影记者卢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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