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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市民族路以西区域环卫市场化服务工作季度汇报

东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东兴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2017 年是东兴市环卫体制改革的关键年，从 8月份开始，东兴市环卫市场化全部实

施政府采购服务，西藏国策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下简称“国策环保公

司”）于 2017 年 8 月 1 日正式接收管理东兴市民族路以西区域环卫市场化服务工作，

在市委市政府的精心指导和市卫生管理处的正确领导下，各项工作得到全面有序的开展，

国策环保公司以新机制、新模式、新发展应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积极建设现代

型环卫，团结和带领全体环卫职工，真抓实干、狠抓落实，围绕“全方位、无盲区”的

总体目标，加快四项建设，实现四个创新，使城区环境卫生质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赞誉和广大市民的认可。

一、 合理安排工作岗位，保证街道质量稳定

国策环保公司承包管理东兴市民族路以西区域环卫工作后，面临许多街道岗位缺人

问题，由于环卫工作的特殊性，环卫员工岗位难以招聘，公司对岗位作出了合理调整，

延长 2小时作业时间，提高环卫员工工薪，对空岗缺人的街道安排环卫员工，做到了环

卫工人定人定岗，全市街道都有环卫员工保洁，维持街道卫生质量。

二、 成立机动组，灵活安排处理各项紧急工作任务

国策环保公司 9月份成立机动组，机动组日常灵活安排处理各项紧急工作，在既

能保证街道卫生质量的前提下，又能处理各类紧急环境卫生事件；做好辖区各路段的

突击性任务的清扫清运和保洁工作。例如日常工作清理卫生死角，铲除牛皮癣、小广

告，有迎检工作时安排到重要路段加强保洁。



三、 多项工作并举，强化各项工作内容

（一） 真抓实干，提高业务工作质量水平

1.清扫保洁工作

（1）加大街道清扫保洁力度，公司每周组织管理人员开例会，进行工作汇报总结，

发现问题及时分析和整改，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探索方法，督促教导一线环卫员工作业方

法，提高环卫员工的作业水平，制定下一步工作任务目标，努力提高街道环境卫生质量。

（2）加强城西区域牛皮癣、小广告清理，每周平均清理 5000 多份；日均清理杂物、

无主建筑垃圾 4车，保持城西区域街道整洁干净，杂物日产日清，做到无长时间堆放影

响市容问题现象出现。

（3）加大力度清理城西区域城中村垃圾，定期安排人员进入城中村做好清扫保洁

工作。国策环保接管城西区域环卫市场后，对劳动街区域、北郊九队的城中村进行集中

清理，在 9月份末对承包区域内所有城中村卫生死角进行了清理，共清理长年累月堆积

垃圾 20 车，承包区域城中村环卫环境得到极大提升。

（4）为了进一步提高城西区域卫生环境质量，公司每月组织管理人员培训作业技

能，包括到现场说教，课程文件说教，会议说教等方式提高了管理人员对东兴市环境卫

生标准认识，把每个岗位的作业标准细节化，日常管理标准精准化，并把作业标准要求

传达下至一线环卫员工。

（5）为加强清扫保洁人员的安全文明作业，构建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国策环保

公司定期给组织管理人员学习文明作业守则，对日常工作遇到的不文明问题总结，日常

禁止员工闯红灯，放学后清扫保洁注意避让学生，洒水车作业播放提醒音乐和注意避让

路上行人等，系统培训管理人员对承包区域内不文明商家提醒注意做好门前三包，减轻

环卫员工工作强度，有效提高了部分不文明商铺爱护环境的自觉性。



附图：日常工作会议、文明作业、安全作业培训附图

2.机扫作业工作

（1）加强环卫机械化程度，加大机械作业面积，公司在原有的机扫车辆基础上，9

月份投入 1台隔离栏清洗车，10 月份再投入 1台小扫路车，加大城西区域洒水、机扫作

业的面积，保证每日对街道洒水、机扫作业次数至少 4次，每周对东兴市全线隔离栏清

洗 2次。

3.车队清运工作

（1）国策环保公司接管城西区域环卫工作后，对垃圾压缩设备、垃圾收集、压缩

车辆等进一步检修，淘汰陈旧设备，公司积极投入新设备置换落后且接近损坏报废设备，

加快了城区垃圾点位收集效率，减轻了垃圾收集工人及司机劳动强度。



（2）在保证垃圾日产日清的情况下，车队清运方面合理调度车辆，确保城西区域

所有垃圾点位、2座中转站的垃圾日产日清外，为减少环卫员工的劳动强度，每日安排

垃圾压缩车到河堤路，国贸市场区域进行沿街收集垃圾，减少环卫员工把垃圾运往中转

站的时间，让环卫员工更多时间在街道清扫保洁，口岸区域、国贸市场区域的街道卫生

质量得到明显提高，环卫员工的工作热情也得到提高。

（3）国庆期间，东兴市旅游游客暴增，口岸等旅游热门景点垃圾出产过快，国策

环保公司第一时间做出预案，对口岸景点增设垃圾压缩车清运垃圾，极大减少了环卫工

人清运垃圾至垃圾中转站的时间，国庆期间口岸卫生环境极大提高，无积留垃圾现象。

4、积极做好迎检工作，保证迎检活动环境卫生质量

（1）配合做好各项接待、检查工作，严格服从市领导的指示要求，在每一次的迎

检活动中，我公司进行全面动员，全部门上下齐心，所有管理人员深入一线，严格把关，

实时掌握现场情况，加班加点履行职责，积极完成好每一次检查活动。

5、稳抓安全生产，形成规范化管理

（1）作业安全常抓不懈，加强安全生产，形成安全管理规范化，公司在每周例会

都会强调安全生产，提高管理人员安全作业意识，组织环卫员工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普

及安全教育知识，做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二） 突击各区域，提高整体环境卫生质量

1.清理各路段人行道杂草，杂物：

A.清理长湖路人行道：

（1）每日投入 8-10 人，用时 1个月 10 天。

（2）铲车、运输车辆清理人行道杂草、杂物 22 次。

（3）洒水车每日冲洗人行道，用时 12 天。

B.清理东盟大道西段和北仑华府周边区域道路人行道杂草及路边积泥：

（1）每日投入 5-8 人，用时 1个月。



（2）车辆清理人行道杂草、杂物，积泥 12 次。

（3）洒水车每日冲洗人行道，用时 8天。

C.清理湖南北路人行道杂草，杂物：

（1）每日投入 5-8 人，用时 12 天。

（2）运输车辆清理清理人行道杂草、杂物 8次。

（3）洒水车每日冲洗人行道，用时 4天。

D.清理东中路杂草，杂物：

（1）每日投入 5-8 人，用时 4天。

（2）运输车辆清理清理杂草、杂物 5次。

2.清洗人行道青苔和道路油污：

A.清洗政府区域人行道青苔：

（1）每日投入 4人，用时 1个月。

（2）洒水车清洗人行道，用时 1个月。

B.清洗教育西路人行道青苔：

（1）每日投入 4人，用时 1个月。

（2）洒水车清洗人行道，用时 1个月。

C.清洗口岸区域人行道积泥及垃圾桶周边油污：

（1）每日投入 5人，用时 17 天。

（2）洒水车清洗口岸区域，用时 17 天。

D.清洗教育路、金冠路、贵州路道路油污：

（1）每日投入 5人，用时 11 天。



（2）洒水车清洗油污，用时 11 天。

E.清洗东盟大道、新华路、口岸区域道路积泥散沙：

（1）9月 05 日-9 月 13 日，每日投入 5人，用时 9天。

（2）洒水车清洗道路积泥散沙，用时 9天。

3.配合市领导分派任务，做好承包区域外的迎检工作

（1）09 月 13 日，配合迎检工作，安排机扫车辆支援进港大道和 318 国道（竹山

路段）进行洒水机扫作业。

（2）9月 13 日，安排 10 人到沿江北路（白鹤园路段）进行清扫保洁工作，保证

沿线道路保证街道无果皮、纸屑、烟头，无砖瓦砂石，无污泥积水，无撒泼食物，无人

畜粪便。

4.迎接国庆，工作方案

（1）每日投入 8人，用时 8天。

（2）每日清晨 4点，安排洒水车、扫路车对口岸区域路段进行作业，减轻环卫员工

早上作业劳动强度，加快街道的清扫保洁工作效率。

（3）每日晚上 18 点，安排垃圾压缩车到口岸区域沿街收集垃圾，减少环卫员工清

运垃圾时间，减轻环卫员工的劳动强度，增加对口岸区域街道的清扫保洁，快速恢复口

岸区域街道干净整洁的环境卫生，给游客一个舒心，干净的旅游环境。

（4）车队清运加大力度对酒店、饭店垃圾点位的收集，保证垃圾日产日清，做到

无隔日垃圾，无投诉。

5.迎接“国际商贸·旅游博览会”，工作方案

（1）11 月 09 日-12 月 09 日，每日投入 5-8 人，清理沿线街道和可视范围内的垃

圾、杂物、小广告等，用时 30 天。

（2）每日安排洒水车冲洗东盟大道，新华路全线，口岸区域的街道，保证街道无

果皮、纸屑、烟头，无砖瓦砂石，无污泥积水，无撒泼食物，无人畜粪便，还原路面本

色，用时 30 天。



6.加大力度清除城西区域卫生死角，发现卫生死角及时清除

（1）每日全体管理人员巡视检查各个区域大街小巷，督促检查一线员工工作情况，

发现卫生死角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清理干净后督促员工日常清扫保洁。国策环保公司进

场后，共清理卫生死角 40 余处，共用时 2个月，主要是空地，道路尽头的转弯角落，

消防防火通道，城中村等位置。

（三）提高投诉电话、环卫督查整改率和回复率

（1）为了较好的处理投诉电话、环卫督查的事件，我公司安排好固定人员，随时

关注信息平台上发布的消息和接听投诉电话，及时整改并回复信息，落实到每个区域责

任人，责任人对其区域的投诉电话、环卫督查负责，要求 15 分钟内到现场做好整改工

作并回复信息。

四、 管理人员深入一线，全员参与环卫工作

（1）全体管理人员每日巡视检查街道质量的同时，发现街道的白色垃圾，零散成

包垃圾，小广告等等，要求管理人员及时第一时间协助清理到垃圾桶，减轻环卫员工的

劳动强度，保持街道的环境卫生质量、整洁的形象。

（2）定期组织全体管理人员对特定区域进行地毯式的清理，对区域内的杂草，墙

上内的张贴的小广告，道路的积泥，人行道的烟蒂等进行清理。

五、 完善各项规则制度，落实以制度化进行管理

制度建设工作，是公司管理的一项基础工作。一个健全有效的的制度体系，是公司

规范管理、高效运作的根本保障。公司制定制度，是为了培养员工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激励和指导员工更高效更优质的工作。我公司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情况、集思广益，制

定符合地方合用实用的管理制度。

（一） 鼓励员工积极进取，提高工作热情

为了进一步提高东兴市环境卫生质量，表彰优秀、激励广大员工，我公司每月都会

评选优秀员工、优秀组长；每个季度评选流动红旗组，管理人员把员工日常工作情况进

行考核，通过客观、公正、公平的的考核评选优秀员工，提高员工工作效率，营造积极

向上的工作氛围，提高环卫员工对工作的热情、积极性，提高环卫工人“城市美容师”

的主人翁形象。

每月评选优秀员工 10 人奖励 100 元/人，优秀组长 2 人奖励 300 元/人，每季度评



选优秀组颁发流动红旗及奖金 2000 元。

（二） 作业标准精细化要求，形成惩罚制度

为了养成员工良好的工作习惯，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制定符合现场的惩罚制度，把作

业标准精细化落实到具体工作上，使员工体会到公司制定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明确具体

要求，进而更主动地理解和执行，形成日常作业标准形态，根据规章制度更好的实行管

理。

附图：公司给予优秀员工奖励，提高员工工作热情

六、 东兴市第二十一届环卫节

（一）10 月 26 日是东兴市第二十一届环卫节，我公司积极组织一线环卫员工

参与由东兴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举办的环卫节活动。

（二）环卫节的到来，广西演艺集团、广西北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深知一线环

卫员工的为辛勤，为此特地免费提供演出门票给环卫员工观看表演。



（三）公司购买环卫节纪念保温水壶，发送给公司全体一线环卫员工，让员工

在寒冷的天气可以喝上一口温水。

七、应急处置预案

为适应快速反应、及时处理、确保效果的工作要求，及时、有效地处理好市区环境

卫生工作中的突发安全事故，由公司全体管理人员组织创建一支反应迅速、处置得力的

快速反应队伍，特制定工作应急预案，适用于环境卫生工作突发安全事故的处理。

一、 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

（一）机构组成

为确保应急工作的统筹指挥，调动有序，成立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项目经理

副组长：副经理

成员：全体管理人员

（二）工作职责



1. 负责城西区域内环境卫生突发安全事故的处置。

2. 该领导小组组长负责突发安全事故的统一调度指挥，其余人员必须无条件服从

领导小组组长的工作安排。

3. 凡发生环境卫生突发安全事故，该领导小组成员应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对现

场严格保护，迅速采取必要措施，抢救人员，听从指挥、科学安排，妥当处置。

4. 因抢救伤员，防止事故扩大，及时疏通交通等需要移动现场物件时，必须做出

标志，必须拍照，详细记录和拍摄现场情况，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品等。

5. 配合相关部门协同事故抢救和处理相关事宜。

6. 应急小组全员 24 小时保持联系方式畅通。

八、日常工作附图：

（一）整改长湖路



整改后的长湖路现状：

（二）整改东盟大道西段和北仑华府周边区域道路



（三）整改湖南北路

（四）整改东中路

（五）清洗政府区域人行道青苔

（六）清洗教育西路人行道青苔



（七）清洗口岸区域人行道积泥和垃圾桶周边油污

（八）清洗教育路、金冠路、贵州路道路油污



（九）清洗东盟大道、新华路、口岸区域道路积泥散沙



（十）配合市领导分派任务，做好承包区域外迎检工作

安排人员突击沿江北路进行清扫保洁 安排车辆到进港大道进行机扫作业

（十一）国庆期间工作图片



（十二）迎接“国际商贸·旅游博览会”工作图片

（十三）清理城西区域卫生死角和城中村垃圾

（十四）管理人员对特定区域进行地毯式清理工作



（十五）组织管理人员进行作业技能培训，提高一线员工作业标准

（十六）定期对车辆、中转站进行打扫清洗

（十七）对中转站电路进行整



（十七）投入隔离栏清洗车、三吨垃圾压缩车与小扫路车进行作业

（十八）垃圾压缩车沿街收集垃圾

（十九）日常清理杂物



报送：东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东兴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市容办、创城办

西藏国策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