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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节”动态】
社会治安秩序良好

节日期间，市公安局全警动员、全力以

赴，落实各项安保任务，全市未发生重大刑事、治安案件和交通、
火灾事故，各类大型节庆活动安全有序，各大旅游景点治安秩序
良好。一是成立安保指挥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欧阳报军任
指挥长，抽调市信访局、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支队、航校等单
位人员合署办公，全天候实体化运作，统筹协调、指挥调度安保
工作。二是启动超常规巡控模式，坚持显性用警，最大限度地把
警力摆在街面、部署到重点地区，加强党政机关、繁华商业区、
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公共复杂区域的巡逻防控，在市区 43 辆
网格化巡逻车基础上再增加 25 个车巡组和 25 个步巡组，部署
90 名特警强化高铁站、火车站、文体中心广场定点武装值守，
加大对社会面的震慑控制力度。三是全力保障交通安全，开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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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集中夜查行动，查处醉酒驾驶 71 起、饮酒驾驶 157 起、农村
面包车超员 35 起。
（市公安局）
安全生产大局稳定

市应急管理系统各单位严格按照“双

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和《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排查工作
方案》要求，上下联动、多措并举，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保
障节日期间企业安全生产。共组成检查暗访组 350 个，派出执法
检查人员 946 人次，检查企业 2756 家，发现各类安全隐患 2821
处，整改 2818 处，整改率 99.8%。
（市应急管理局）
旅客出行平安有序

一是成立督导检查组，持续对全市道路

运输企业进行检查，重点检查企业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企业经营
资质、车辆动态监控管理、“一超四罚”处理情况等，共检查运
输企业 47 家，发现并整改问题隐患 30 项。二是实行“两客一危”
企业动态监控日监管制度，每天安排专人检查登记人员在岗、车
辆在线记录，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共处理报警车辆 55 台。三是
强化客运市场执法监管，以汽车站、高铁站等区域为重点，开展
全天候、不间断执法行动，对违法违规车辆“零容忍”，查扣客
运车辆 33 台次。四是成立道路安全巡查小组，对事故易发路段
采取日巡查措施，发现问题隐患 20 余处，已现场下达整改通知，
督促及时整修损坏部位，确保道路安全设施完好。五是积极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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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服务，采取增派服务人员、增设售票窗口、延长售票时间等
举措，最大限度方便旅客购票、候车、乘车。节日期间，共发送
班线旅客 65.22 万人，市区公交客运 147.2 万人次、出租车客运
96.3 万人次。
（市交通运输局）
消费环境监管有力

一是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发布“双节”

食品安全警示，投放食品安全公益广告 1 万余条次，排查旅游景
区餐饮单位 168 家、集体聚餐承办单位 26 家，食品销售者 1621
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 10 个，开展食用农产品销售和月饼等
食品过度包装专项整治活动，抽检食用农产品、月饼等 50 批次，
已检出批次合格率 100%。二是加强市场价格监管。重点对与群
众生活、节日消费密切相关的主副食品及各类服务行业经营者价
格行为进行监管，日均出动执法人员 130 余人次,巡查检查经营
单位 310 余家。三是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以商场、医院、车
站、游乐场所为重点，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135 家，排查安全
隐患 47 处、已整改 33 处，下达安全监察指令书 17 份。
（市市场监管局）
城市环境持续改善

一是严格市容秩序，以落实沿街门店

“门前五包”责任制为抓手，清理规范店外经营 1200 多处，取
缔违规占道经营和流动商贩行为 1430 起，规范便民摊点和航空
节市民广场文化美食集市 145 处，规范各类商业宣传促销活动
— 3 —

130 余处。二是狠抓环境卫生，600 余名环卫工人和 200 多台机
扫设备节假日期间正常上街清扫，4000 余家餐饮门店餐厨垃圾
收集清运正常运营，乱倒餐厨垃圾现象得到遏制，总体环境卫生
干净整洁。三是严查机动车乱停乱放，采取拖移、贴单“两手抓”
方式，强化车辆停放秩序治理，共贴单 2393 辆，拖移违停车辆
216 台，处理违停案件 698 起，处罚金额 13.9 万元，节日期间
主要道路车辆停放秩序良好。四是强化园林绿化和照明管理，加
强节日期间设立的 6 处大型立体花坛和 10 万盆鲜花管护工作，
做好全市建成区照明和亮化设施维护管理，应急处置大面积路灯
灭灯问题 6 起。五是严格城市管理督导检查和问题交办，80 余
名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采集人员假期坚持在岗，共立案 3342 件，
处理完毕 2628 件。
（市城市管理局）
全市电网稳定运行

国网安阳供电公司严格执行 24 小时在

岗值班制度，全市主配网均未安排计划性停电工作，电网按照“全
接线、全保护”方式运行，安排各类保电及抢修队伍 121 个，按
照“抢修不过夜”原则及时开展现场抢修，累计出动抢修人员
138 人次、抢修车辆 29 台次，抢修低压故障 21 处。节日期间，
全市累计供电量 4.07 亿千瓦时，未发生航空节、高铁牵引站、
交通枢纽、重点医院等高危及重要客户停电事件。
（市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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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市场健康繁荣

市文化市场执法支队深入我市文化市

场、广播电视、文物场所等重点区域重点行业进行督查暗访，对
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确保我市文化市场健康、繁荣、有序，为
群众度过双节创造浓厚文化氛围。节日期间，全市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机构共出动执法人员 800 余人次，检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 160（家）次，娱乐场所 90（家）次，图书市场 38（家）
次，文物保护单位 20 家次，发现安全隐患 70 余处，查处违法行
为 40 余件，现场责令整改 70 余件次，节日期间我市未发生安全
责任事故。
（市文化市场执法支队）
旅游市场恢复强劲

落实“迎客入安”景区门票优惠、免

费旅游交通专线、惠民旅游精品线路等系列政策，举办节庆活动，
带动观光旅游，提振旅游消费信心，提升景区知名度、美誉度和
影响力。双节期间，全市 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 94.29 万，同比恢
复 95%；旅游收入 9.71 亿元,同比恢复 94%。各县市区大力开拓
客源市场，推动文旅、体旅融合，激发旅游市场活力。林州市：
打造休闲游、乡村游、民宿游、写生游、滑翔游等特色旅游，增
加旅游景点的市场吸引力，双节假期，共接待游客 180.02 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 10.0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1.72%和 24.58%。
一是景区旅游快速回暖，各景区推出多种旅游活动，如红旗渠景
区“我和国旗合个影”、大峡谷景区“走进大自然”摄影展等，
— 5 —

获得游客热烈反响。双节期间景区旅游共接待游客 54 万人次，
收入 3.0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6.2%和 13.6 %。二是乡村旅游
受到热捧，推出“大美林州乡村旅游全攻略”，渠畔乡村游、菊
乡赏花游、农品欢乐购游等乡村旅游线路成为旅游新热点。假期
乡村旅游人数 97.6 万人次，收入 5.37 亿元，分别占到全市旅游
54.21 %和 53.27 %。三是特色旅游备受欢迎，滑翔游前 9 个月游
客体验人数同比增长 60%以上，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石板岩写生
人数达到日均 2 万；红色教育迅速恢复，红旗渠干部学院处于饱
和状态。滑县：充分利用运河文化举办首届运河文化节，扩大滑
县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助力道口古镇国家 4A 级景区创建。双
节期间，滑县共接待游客 5.06 万人次，旅游收入 253.4 万元。殷
都区：在马氏庄园举办“中国抬阁之乡——殷都区”首届民间艺
术节，深入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展现抬阁文化的独特魅
力和时代风采。
（根据市文广体旅局、林州市政府办、滑县政府办、殷都区政府
办材料整理）

送：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副市长，市政协主席、
副主席，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
发：各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市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共印 8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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