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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津县人民政府文件

延政〔2019〕59 号

延津县人民政府
关于在全县开展拆违治乱提质集中整治行动的

意 见

（2019 年 10 月 22 日）

为进一步改善全县人居环境面貌，构建良好城乡规划建设管

理秩序，提升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打造优美城乡环境，

根据相关文件精神，现就开展“拆违治乱提质”集中整治行动提

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和原则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关于人居环境治理一

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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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工作相结合，按照“区域管辖、城乡联动、依法治理、标本兼

治”及属地管理和属事管理相结合原则，集中利用两个月时间，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拆违治乱提质”集中整治行动，营造整洁、

有序、文明、优美的城乡人居环境。

二、整治范围和目标

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对城区、乡（镇、街道）驻地、村内及

高速、省道、县道、乡道、铁路、河道沿线，开展“拆违治乱提

质”集中整治行动。坚持高效率开展排查摸底，高起点制定实施

方案，高标准完成整治任务，高要求进行检查验收，持续提升城

乡品质，通过“拆违治乱提质”集中整治行动，建立长效机制，

全面提升城乡建管水平、城乡统筹水平和社会文明水平，为我县

乡村振兴工作奠定良好的环境基础。

三、工作重点

（一）拆违。全面核实道路两侧建（构）筑物的土地、规划、

建设等各项手续，对城区内占压各类市政管线，占用城市公共绿

地、公共服务用地的违法违章建（构）筑物依法拆除；围绕美丽

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对影响农村生态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等乡（镇）、街道驻地、村违章建筑依法拆除；对道路控制区

内的破旧建筑、无序市场、废品回收站（点）等有碍观瞻的场所

进行拆除、迁移、规范。

（二）治乱。做到逢乱必治，不留死角。彻底清理城乡和道

路沿线的垃圾堆、柴草堆、粪堆、渣土堆；合理设置垃圾箱（桶）、

垃圾中转站；确保路面、路肩、边坡、边沟、绿化带、桥涵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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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环境整洁卫生。集中整治道路沿线乱堆乱放，重点整治县城街

道、背街小巷、城中村、县域内道路途经村庄路段及乡镇镇区的

脏、乱、差现象；严厉整治乱倒垃圾行为；整治街道、道路沿线

乱停乱放车辆、占道经营、车辆修理、加水洗车、打场晒粮等违

法占路损路行为；整治广告标牌破损破旧、道路设施损毁和不完

善等问题。

全面清除和规范城乡、道路沿线乱涂乱画、乱张乱贴、违规

户外广告的行为；治理道路沿线建筑工地扬尘、建筑材料占道堆

放；全面清理违规占用城市道路的停车场、障碍物；对道路可视

范围的秸秆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焚烧秸秆、焚烧垃圾；取缔禁

养区牲畜散养点。

整修道路破损路面；完善道路标志、标牌、标线等交通安全

设施，更新陈旧破损和不准确、不规范的交通标志、指路标志、

地名牌，拆除不规范的道路减速带；在城乡道路及公共场所增设

照明设施；通过“支、盘、剪、埋”等治理方式规范道路沿线范

围内的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三线”乱拉乱架等乱象；

对道路两侧行道树及绿化带因地制宜，合理规划，绿化美化，加

强管护，保持整洁美观。

整治城乡和道路沿线河流及水域内乱堆乱放、乱搭乱建、乱

排乱倒现象，清理河道内工业、建筑和生活垃圾，保持河道清洁

卫生。

（三）提质。做到建管并重，提升品质。按照“拆、建、管”

同步推进，结合美丽乡村建设，运用数字化、网格化等现代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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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手段，加快优化城乡环境步伐，努力实现城乡面貌大改观、城

乡环境大提质、城乡居民幸福感大提升。

四、任务分工

坚持以乡镇、街道为主，部门联动的工作原则，明确整治任

务，坚决打好“拆违治乱提质”集中整治行动攻坚战。

1.查治违章建筑：对整治范围内的残垣断壁、破旧建筑物、店

外店、店外棚、简易房、废旧回收点等有碍观瞻的建筑场所和违

章建筑进行依法拆除。

牵头单位：各乡（镇）、街道，县产业集聚区

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公路局、县公

安局、县城市管理局

2.查治违法用地：核实道路两侧建（构）筑物用地手续，对道

路沿线的非法用地行为进行查处。

牵头单位：县自然资源局

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县产业集聚区

3.查治乱堆乱放：对影响路容路貌、道路安全的粪堆、垃圾

堆、柴草堆、杂物堆、渣土建材堆等乱堆乱放行为进行整治清除。

责任单位：县城区主街道沿线以县城市管理局为责任单位；

出入县口、背街小巷以文岩街道办为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

驻地以各乡（镇）、街道为责任单位

4.查治占道经营：对占道经营、打场晒粮、摆摊设点、马路市

场、加水洗车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取缔。

牵头单位：县城市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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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县市场监管局、县交通运输局、

县公路局

5.查治户外广告：对地面墙面、树上杆上张贴的违法和无序户

外广告，乱涂乱画的涂鸦牛皮癣、空中悬挂的破旧彩旗和白色垃

圾全面清理。

责任单位：县城区主干道两侧以县城市管理局为责任单位；

次干道及背街小巷以文岩街道办事处为责任单位；各乡（镇）、街

道驻地以各乡（镇）、街道为责任单位

6.查治牲畜散养：取缔禁养区内牲畜散养点；严禁在道路两侧

放牧。

牵头单位：各乡（镇）、街道

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农业农村局、

县城市管理局

7.查治道路设施：对公路区域内的宣传牌、广告牌等非公路标

志牌取缔拆除；对路面坑槽、公路裂缝、地质沉陷、水毁损害及

时修复；对缺失损坏、变形走样、标识模糊等标志标牌标线、护

栏护墩及时填充更新。

牵头单位：国道、省道以县公路局为牵头单位，县乡公路以

县交通运输局为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县产业集聚区

8.查治河道水域：对整治范围内的河道水域强化治理，清运垃

圾、割除杂草、平整河岸、修缮河堤、整修绿道、绿化美化。

牵头单位：县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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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县产业集聚区

9.查治电讯杆、线：通过“支、盘、剪、埋”等治理方式规范

道路沿线范围内的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三线”乱拉乱

架等乱象。

牵头单位：县住建局、县科工局

责任单位：县供电公司、县移动公司、县联通公司、县电信

公司、县公安局

10.查治道路绿化：对道路沿线进行造林绿化和树木补植补栽、

扶直固定。

牵头单位：县自然资源局

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县产业集聚区

11.查治环境污染：对道路沿线企业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

物排放进行监管，依法查处道路两侧边沟排放污物等违法行为；

负责“小散乱污”企业的核实、调查、取缔；严厉整治露天采矿

引发的扬尘等环境污染问题。

牵头单位：县生态环境局

责任单位: 各乡（镇）、街道，县产业集聚区

12.查治铁路乱象：对铁路沿线安全范围内的违章建筑进行拆

除，对沿线的脏、乱、差现象进行整治。

牵头单位：县城市管理局

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

五、时间步骤

全县“拆违治乱提质”集中整治行动从 2019 年 10 月 10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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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2 月 20 日，分前期准备、调查摸底，专项整治、集中攻坚，

总结验收、巩固提高三个阶段实施。

（一）前期准备、调查摸底阶段（10月 10日—10月 15日）。

各乡（镇）、街道和县直有关部门要根据整治重点，对管辖区域内

的城乡环境问题，特别是县城、乡村以及国道、省道、县道、乡

道、河道、铁道沿线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彻底、全面准确的排

查摸底。在此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制定具体方案，明确整治

任务，细化整治标准，落实整治责任，倒排工期进度，实行销号

管理，建立长效机制，于 10 月 15 日前将整治方案报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

（二）专项整治、集中攻坚阶段（10月 15日—12月 15日）。

各乡（镇）、街道和县直有关部门要按照整治方案要求，上下联动、

密切配合，全面覆盖、不留死角，深入开展“拆违治乱提质”集

中整治行动。根据整治标准和排查出的各项问题，严格落实工作

责任制，确保各项整治任务保质保量按期完成。

（三）总结验收、巩固提高阶段（12月 15日—12月 20日）。

严格对照整治标准考核验收并召开全县总结会议，对验收合格的

单位和在此次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个人给予通报表扬，验收不合格

的全县通报批评并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领导，落实责任。成立延津县“拆违治乱提质”

集中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包乡镇县领导要督促指导好所包乡镇、

街道的整治工作。各乡（镇）、街道和县直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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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组织，成立专门机构，强化力量配备，明确整治标准，细化

目标任务，逐级压实责任，倒排时间进度，扎实深入推进城乡环

境整治工作，“一把手”要亲自挂帅、示范带动、亲力亲为，确保

如期全面完成整治任务。同时，要注重统筹兼顾，切实做到攻坚

行动与脱贫攻坚、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美丽乡村、安全稳定等

工作有机结合、统筹推进。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宣传部门要充分利用电视、新

媒体等平台，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渠道、多层次、全方

位宣传报道各级各部门开展攻坚行动的进展、做法和成效，注重

搞好正反两方面典型的深度报道，让攻坚行动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营造全县上下积极参与、共同行动、合力攻坚的浓厚氛围。

（三）从严督查，严格问责。县委县政府督查办负责本次活

动的督查工作，实行“一周一督查、半月一排队、一月一小结”

工作机制，重点督查整治行动的组织领导、宣传发动、工作进展、

实际效果、建章立制等情况。同时，督查各级干部在整治行动中

是否敢于担当作为、善于出招干事、勇于创新突破，积极发现真

抓实干、务求实效好干部，努力查找不担当不作为干部。对在整

治行动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要进行表彰，对重视不够、措施

不力、行动迟缓、应付差事、弄虚作假的责任人要严格追责、坚

决惩处，对督查中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线索，及时移交纪检监察

机关，严肃查处涉及的违法违纪行为。

（四）标本兼治，长效管理。“拆违治乱提质”集中整治行动

是一项综合性、长期性的工作，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和县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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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要认真研究治本之策，坚持“拆、治、建、管”同步发力，

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切实巩固治理

成果。要扎实推进城乡一体，加大财政投入，组建专门队伍，优

化资源配置，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要广泛宣传普及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规定，教育引导广大群众养成讲文明的好风尚、爱整

洁的好习惯。

附件：延津县“拆违治乱提质”集中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名单

主送：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各单位。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县政协，县武装部，县法院，县检察院。

延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22 日印发

http://www.heshun.gov.cn/Upload/attached/file/20170509/20170509174443_844.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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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延津县“拆违治乱提质”集中整治行动
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李泽宙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副组长：岳 斌 县政府副县长

宋振军 县公安局局长

范文涛 县城市管理局局长

成 员：马海霞 县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崔兴辉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陈景涛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樊超楠 县住建局局长

汪洪海 县水利局局长

邵长友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张春学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吕 毅 县司法局局长

杜秀岭 县信访局局长

李卫兵 县生态环境局局长

秦 峰 县交通局局长

翟跃强 县公路局局长

李德刚 县科工局局长

陈鸿雁 县财政局副局长



- 11 -

苏高峰 国网延津县供电公司总经理

魏 涛 中国移动新乡分公司延津总经理

张振波 中国联通新乡分公司延津总经理

李尚业 中国电信新乡分公司延津总经理

各乡（镇）人民政府乡（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县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主任由范文涛同志兼任，负责拆违治乱工作的协调、推进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