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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南通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2022—2024年）的通知 

通政办发〔2022〕67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直属园区管委会，市各有关部门

和单位： 

《南通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

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6月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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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2022—2024年） 

 

为进一步巩固提升城市管理水平，逐步建立健全精细化、科

学化、规范化城市管理体系，全面提升城市形象品质，特制定本

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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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

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城市主要道路两侧以及背街小巷开展综合整

治，进一步优化市容环境，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形成长效管理机

制，全力营造干净、整洁、有序、安全、人民满意的宜居环境。 

（二）基本原则 

——问题导向，整治为民。坚持人民至上，聚焦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城市管理问题，科学决策、精准施策、靶向

发力，以“绣花功夫”抓好城市管理，让城市更富魅力、更有温

度，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综合施策，建管并重。以城市管理现代化为指向，结合

城市更新三年行动、美丽宜居城市建设等工作，聚焦突出问题和

明显短板，坚持点、线、面结合整治提升，既突出点上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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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注重片区化、系统化整治，做到整一片、成一片、靓一片。 

——完善机制，长效管理。建立完善政府牵头、部门配合、

齐抓共管的推进体系，明晰管理职责，完善长效机制，提升常态

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总结提炼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经验，培育整

治典型样板，加强典型示范引导，全面提升整治效果。 

（三）工作目标 

到2024年，市区主要道路两侧箱体、建筑立面、城市家具、

小微空间绿化等方面问题基本整治到位，背街小巷环境面貌明显

改善，城市市容环境短板基本补齐，城市景观容貌更加靓丽，城

市人居环境质量和中心城市首位度显著提升。 

——箱体设置规范美观。重点整治箱体陈旧破损、颜色不统

一、有碍市容观瞻等问题，按照优化整合、规范设置、包装美化

的思路，推动实现箱体整洁、有序、美观。 

——建筑立面序化美化。重点整治建筑物户外广告、空调外

机、附属设施设置不规范和立面陈旧破损、违法建设等问题，按

照拆违、整理、修复的思路，推动实现建筑立面净化、序化、美

化。 

——城市家具有序提升。重点整治设施缺失、功能不全、外

观陈旧破损等问题，按照标准化、系统化思路，努力打造宜人、

和谐、富有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激发城市

魅力。 

——小微空间绿化更新。重点整治小微空间绿化缺失、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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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露、占绿毁绿等问题，按照应绿尽绿、美观协调的思路，全力

拓展城市绿色生态小微空间，提升街头巷尾绿色生态质量，打造

群众家门口的“小花园”。 

——背街小巷明显改观。重点整治市容环境“脏乱差”、基

础设施缺失等问题，按照环境优美、设施齐全、文明有序的思路，

把背街小巷打造成为城市治理的亮点、文脉传承的载体、和谐宜

居的家园。 

二、工作任务 

重点开展主要道路两侧箱体、建筑立面、城市家具、小微空

间绿化以及背街小巷等专项整治。 

（一）主要道路两侧箱体专项整治 

1．推进箱体整合迁移。严控道路箱体设置规模与数量，加

快整合功能相近或相似的箱体，拆除不具备使用功能的废弃箱体，

推动箱体总量减少。加快迁移符合条件的箱体进场所、进绿化，

对有条件入室的箱式配电、变电设施及电信箱体，应迁移建筑物

内，条件成熟的可采取地埋方式；道路沿线的机关、企事业单位

围墙或办公楼体内有条件设置的，应予提供设置箱体的便利条件，

配合做好相关迁改工作。 

2．推进箱体包装美化。规范箱体设置，统一新设箱体标准，

在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尽量采用小规格尺寸。结合周边环境特

色，对箱体统一进行“美化”或“隐化”处理。绿地内箱体以“隐

化”为主，采用涂装等措施，融入周围环境。绿地外箱体包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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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为主，推进风格与周边环境协调融合，保持同一道路上

箱体颜色一致。 

（二）主要道路两侧建筑立面专项整治 

1．拆除各类违法建设。对主要道路两侧私搭乱建、破墙开

店等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重点整治及强力拆除，对拆除后

的土地宜建则建、宜绿则绿，做到即拆、即清、即整、即建、即

美。 

2．规范户外广告。推进沿街店招店牌规范设置和品质提升，

确保同一建筑立面店招规格、材质、色调、尺寸等统一有序。对

未经审批、长期空白闲置、设施陈旧破损、严重影响市容和安全

的广告店招设施开展整治，消除安全隐患，提升户外广告形象品

质。 

3．整修建筑外墙、围墙。整体美化、修复建筑立面，提升

建筑立面整体效果；逐步减少临街实体围墙，实现透绿借景，形

成道路沿线点线面协调呼应、相得益彰的整体景观效果。 

4．规范建筑附着设施。按照整齐、有序、美观的思路，整

理规范空调外机、晾衣架、防盗窗、遮阳棚等设施；清理杂乱无

章管线，对具备条件的区域实施管线下地，对不具备条件的区域，

整理、归并和隐藏建筑外墙各类管线。 

（三）主要道路两侧城市家具专项整治 

1．道路设施整治提升。对道路设施开展排查整治，实现道

路、桥梁、人行道等设施连续、平整、畅通，无损坏和被违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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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象；路面、桥面、栏杆及护栏等设施无明显污渍；排水（污）

设施无破损、缺失；对破损、毁坏的道路及排水设施及时修补，

确保功能完好；工地围挡符合文明城市创建要求。 

2．环卫保洁设施整治提升。对公厕、转运站、垃圾桶（箱）、

环卫车辆等环卫设施开展全面排查整治，确保公共厕所设施完好，

保洁及时，无明显异味；公厕指示牌无破损、缺失；转运站垃圾

及时转运，周边区域干净整洁，无垃圾乱倾倒、污水横流现象；

垃圾桶（箱）布置合理，桶身干净整洁，固定摆放，无破损现象；

规范垃圾桶清运管理，防止渗滤液及冲洗水进入雨水管网；垃圾

分类点设施完好，管理规范。 

3．交通设施整治提升。对交通信号灯及控制监控设备、道

路隔离、标识标线、停车泊位、减速带等设施开展排查整治，确

保设置规范，对倾斜、破旧、污损、缺失的设施和标识不明显、

书写不规范、破旧、污损、缺失的门牌、路标及时修复、清理、

更换；规范停车泊位设置，确保标线清晰，无违法占用、挪用现

象。 

4．路灯照明设施整治提升。通过对路灯照明设施排查整治，

实现灯杆无倾斜、无裂痕、表面喷塑层无剥落，灯杆检修门无缺

损，电源线路无裸露，路灯设施无乱贴乱画等现象。 

5．箱、盖、亭等设施整治提升。实施箱、盖、亭等设施综

合整治，实现强弱电交换箱、通信电缆箱无电源线路裸露，无设

施破旧、损毁、乱张贴、明显污渍等现象；各类井盖完好，井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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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吻合配套、标识齐全，防坠网完好无破裂、缺失、移位、堵塞

等现象，井盖与路面无明显落差；邮箱、报刊亭、电话亭等干净、

整洁、有序，无设施破旧、损毁、乱张贴、明显污渍等现象；公

安岗亭、行政执法岗亭、售货亭（售货机）等各类岗亭设施功能

完好，无破旧、损毁、乱张贴等现象；供水、供电、充电桩等设

施功能正常，无陈旧、破损、锈蚀等现象；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

噪声显示屏等设施无破旧、损毁及乱张贴等现象。 

6．杆线设施整治提升。实施杆线整治，及时清理废弃的线

杆，实现设施无污损，无乱拉乱接的电线、电缆线，无倾斜、破

损、陈旧及乱张贴、张挂、涂写、刻画的“牛皮癣”小广告等现

象；推进空中“蜘蛛网”整治，主要道路、重要节点的杆线实现

强弱分设、平整对称、捆扎均匀、标识清晰、色调统一、牢固安

全、美观协调。 

7．公共出行设施整治提升。对公交车站等交通设施及车辆

进行排查整治，确保设施完好、车况良好、整洁干净；加强共享

单车设施整治提升，实现车辆停放有序、车况良好、运维及时。 

（四）主要道路两侧小微空间绿化专项整治 

1．园林设施整治提升。对园林绿化设施开展排查整治，实

现绿地植物健康生长；乔木修剪、长势情况良好，行道树整齐、

连续、不空缺；绿地卫生保洁状况良好，废弃物清理及时；街景

小品、户外健身、坐凳等功能正常，设施完好。 

2. 小微空间整治提升。对主次干道两侧及背街小巷开展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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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整治，实现无露天焚烧枯枝、落叶，无明显暴露垃圾，无泥土

裸露等现象。及时组织绿化补种补植，建设口袋公园、小微绿地，

丰富公共绿地布局，提升群众家门口区域环境品质。 

（五）背街小巷专项整治 

1．整治市容环境。落实市容环卫责任区及保洁制度，配齐

保洁人员，推行小型机械化清扫作业；实行垃圾日产日清，大力

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置；清理乱搭乱建、乱拉乱挂、乱张乱

贴等现象；整治车辆乱停乱放，取缔占道经营。 

2．完善基础设施。修缮改造道路，完善路面标线，确保道

路畅通、路面平整；完善排水管道，实施雨污分流；推进见缝插

绿、补植绿化，美化树池；完善环卫设施，合理布局垃圾分类设

施、果壳箱、公厕等。 

3．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科学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区域，在道

路适合停车区域施划停车泊位；配备基本城市家具，加强日常维

护管理。 

4．改造建筑立面。对陈旧破损立面进行粉刷改造，规范设

置店招店牌、空调外机，确保安全美观；修复出新陈旧破损围墙，

保持与周边环境协调一致。 

三、工作步骤 

第一阶段：编制项目，明确任务。各地、各部门每年第四季

度启动下年度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编制工作，12月底前完成年度具

体项目编制工作，并报南通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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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市整治办”）。 

第二阶段：全面实施，集中攻坚。每年11月底前，各地、各

部门根据年度整治计划方案，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各项目实施，

确保按时序要求推动项目落实。 

第三阶段：考核验收，巩固提升。每年12月底前，市整治办

牵头组织对各地年度计划确定的项目完成情况进行验收考核。各

责任单位要落实长效管控措施，加强项目日常监管，持续巩固整

治成效。 

四、职责分工 

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属地管理、权责一致、权属实

施”的原则，各区政府（管委会）组织实施建筑立面和背街小巷

整治，各权属单位组织实施箱体、城市家具和小微空间绿化整治；

属于市级事权的整治任务，由市相关部门根据职能分工分别组织

实施。 

（一）各区政府（管委会）。对辖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总牵头、总负责，具体负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编排、具体项

目方案设计和组织推进落实工作。 

（二）市城管局。负责市整治办日常工作。牵头负责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制定、项目方案设计审核、工作计划印发、

重点难点问题研究会办、整治业务指导和项目推进跟踪检查、考

核验收等组织协调工作；牵头组织各权属单位开展箱体、城市家

具、小微空间绿化等专项整治；牵头组织各地开展建筑立面、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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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小巷等专项整治。 

（三）市发改委。负责协调指导供电公司实施箱体和杆线的

清理、迁移、整合及美化包装。 

（四）市工信局。负责协调指导通信产权单位实施箱体和杆

线的清理、迁移、整合及美化包装。 

（五）市财政局。根据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计划任务，负责落

实市级部门实施项目的财政经费保障工作。 

（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各类箱体、城市家具的规

划管理等工作；协同推进建筑立面整治工作。 

（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老旧小区改造中各类箱体、

杆线及城市家具改造提升等工作。 

（八）市市政和园林局。负责城市主要道路设施改造、景观

提升、绿化提档等提升工程的推进落实；负责所属的箱体、城市

家具、小微空间绿化、地下管网等提升改造工作。 

（九）南通通管办。负责牵头协调通信产权单位实施箱体和

杆线的清理、迁移、改造及美化包装。 

（十）市城建集团。强化城建项目的日常管理，做好城建项

目中涉及城市家具、道路设施、绿化等改造提升工作。 

（十一）箱体、城市家具和小微空间各权属单位。负责各自

维护管理的箱体、城市家具和小微空间绿化的美化包装、提档改

造和日常维护工作。 

五、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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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市整治办牵头抓总作用，强

化高位协调、统筹调度，加强会商会办，及时解决环境整治重点

难点问题，构建“全域覆盖、联动协作、有机互补、齐抓共管”

的工作格局。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科学制定环境整治相关行动方

案，编排项目计划，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崇川区按照市整治办

确定的年度整治计划抓好组织推进，其他县（市、区）结合实际，

有序开展各项工作。 

（二）强化工作保障。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加大整治投入力

度，合理配置人力、财力和物力，原则上崇川区每年投入不少于

4000万元，其他县（市、区）每年投入不少于2000万元，推动整

治项目干一件、成一件。广泛开展宣传发动，引导社会公众参与，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三）严格考核评估。将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纳入城建交

通计划考核、城市长效管理测评等考核范围，完善“周巡查、月

暗访、季通报、年考评”机制，强化随机暗访、定期督查和督促

整改，督查结果与各地考核结果挂钩。对工作不力、季度考核排

名连续倒数的单位，视情况予以通报、领导约谈、取消年终评优

资格等处理；对严重影响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单位和个人，

由相关部门依法、依规、依纪处理。 

 

附件：1．2022年崇川区主要道路两侧箱体专项整治项目表 

2．2022年崇川区主要道路两侧建筑立面专项整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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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年崇川区主要道路两侧城市家具专项整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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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2年崇川区主要道路两侧小微空间绿化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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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2年崇川区背街小巷专项整治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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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2年崇川区主要道路两侧箱体专项整治项目表 

序号 箱体权属单位 
箱体数量 

（单位：个） 
存在问题 整治方式 

1 市公安局 193 箱体破损 包装 

2 市市政和园林局 43 箱体污损 包装 

3 水务集团 10 颜色不统一 包装 

4 公交公司 35 颜色不统一 包装 

5 南通供电公司 465 箱体破损 包装 

6 南通电信公司 38 箱体陈旧 包装 

7 南通移动公司 59 箱体污损 包装 

8 南通联通公司 41 颜色不统一 包装 

9 江苏有线 54 箱体污损 包装 

10 铁塔公司 26 箱体污损 包装 

合计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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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2 年崇川区主要道路两侧建筑立面专项整治项目表 

序号 街道名称 
项目数量 

（单位：个） 
存在问题 整治方式 

1 虹桥街道 35 
建筑立面斑驳，违建，店
招广告设置不规范 

清洗、刷新、拆除、
规范 

2 观音山街道 34 

建筑立面斑驳、违建，店
招广告设置不规范，建筑
附属物杂乱，停车秩序混
乱 

清洗、刷新、拆除、
规范、整理 

3 学田街道 7 
围栏陈旧，店招广告设置
不规范 

出新、规范 

4 新城桥街道 18 

建筑立面斑驳，店招广告
设置不规范，建筑附属物
杂乱，停车秩序混乱 

清洗、刷新、规范、
整理 

5 城东街道 6 
违建，店招广告设置不规
范 

拆除、规范 

6 任港街道 3 店招广告设置不规范 规范 

7 狼山镇街道 23 
店招广告设置不规范，乱
张贴 

规范、清理 

8 文峰街道 16 

建筑立面斑驳，违建，店
招广告设置不规范，围挡
破旧 

清洗、刷新、拆除、
规范、出新 

9 和平桥街道 6 店招广告设置不规范 规范 

10 钟秀街道 11 
违建，店招广告设置不规
范 

拆除、规范 

11 秦灶街道 3 
违建，店招广告设置不规
范 

拆除、规范 

12 唐闸镇街道 1 店招广告设置不规范 规范 

合计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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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2年崇川区主要道路两侧城市家具专项整治项目表 

序号 整治类别 城市家具名称 
数量 

（单位：处） 
存在问题 整治方式 权属单位 

1 
道路设施整治

提升 

路面、桥梁栏杆、
路牙石 

22 

路面破损、路牙石破损、
道路缓冲垫破损、钢结构

栏杆锈蚀 

修补 市市政和园林局 

2 围挡 1 围挡倾倒损坏 维修 崇川区政府 

3 
园林设施整治

提升 
座椅、地灯 2 

座椅陈旧、扶手缺损、地
灯老旧锈蚀 

维修、更换 市市政和园林局 

4 
环卫保洁设施

整治提升 
垃圾箱桶 10 箱体变形污损 更换、出新 崇川区政府 

5 
交通设施整治

提升 

路面标线 1 

部分标线模糊不清，分界
线未采用双组份结构型

标线 

清除、重新施划 市公安局 

6 交通信号机 14 线路老化、故障频发 更换 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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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整治类别 城市家具名称 
数量 

（单位：处） 
存在问题 整治方式 权属单位 

7 

交通设施整治
提升 

信号灯杆及标志 40 
老化破损、外观脱色、灯

珠色衰 
更换 市公安局 

8 交通护栏 12 歪斜、损坏 维修、更换 市公安局 

9 公交站台 15 
橱窗玻璃缺失、顶棚污

损、座椅陈旧破损 
清洗、修补、出新 公交公司 

10 路名牌 3 立杆锈蚀、路名缺失 出新、更换 市市政和园林局 

11 
路灯照明设施

整治提升 
路灯照明设施 4201 灯杆灯具老化 

更换节能灯具，清
洁灯杆 

市市政和园林局 

12 

箱、盖、亭等
设施整治提升 

信箱（筒） 52 
箱体破旧、乱张贴、明显

污渍 
出新 市邮政公司 

13 报刊亭 32 
亭体破旧、乱张贴、明显

污渍 
出新 市邮政公司 

14 污水井盖 7 松动 维修 市市政和园林局 

15 雨水篦子 2 松动 维修 市市政和园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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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整治类别 城市家具名称 
数量 

（单位：处） 
存在问题 整治方式 权属单位 

16 

箱盖亭等设施
整治提升 

通信井盖 2 破损 维修 
南通电信公司、 

南通移动公司 

17 电力井盖 1 破损 更换 南通供电公司 

18 
杆线设施整治

提升 
电力立杆 全路段沿线 警示标识不清、立杆脱漆 喷涂、出新 南通供电公司 

19 
公共出行设施

整治提升 
永安行共享单车 412 破损 维修 永安行南通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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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22年崇川区主要道路两侧小微空间绿化专项整治项目表 

序号 权属单位 面积（平方米） 存在问题 整治方式 

1 崇川区政府 235 行道树缺失、裸土、护栏损坏 补种、补植、维修 

2 市市政和园林局 213 行道树缺失、裸土、杂草 补种、补植、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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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2022年崇川区背街小巷专项整治项目表 

序号 名称 所属街道 地址 长度（米） 整治内容 计划完成时间 

1 新和路 钟秀街道 
校西路—通京大

道 
500 

新和路东景路口绿化补种；待拆迁地块围墙出新；
小院子饭店东侧围墙出新；吴中豪景华庭北侧店
面房施划非机动车停车线。 

2022年底前 

2 云秀路 钟秀街道 
云锦路—云锦支

路 
200 

施划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线；整治市容环境，
清理乱张贴、乱堆放、乱拉乱挂；更新破损雨棚。 

2022年底前 

3 集宁路 陈桥街道 
树西路—204国道

辅道 
1000 加强道路保洁，规范停车秩序，清理小广告。 2022年底前 

4 河口路 陈桥街道 
陈桥路—204国道

辅道 
460 加强道路保洁，规范停车秩序，清理小广告。 2022年底前 

5 万象新路 和平桥街道 濠西路—河西街 600 

整治市容环境，清理乱拉乱挂、乱张乱贴、乱设
广告，整治车辆乱停乱放、消除卫生死角；完善
公共服务设施，施划停车泊位。 

2022年底前 

6 濠西支路 和平桥街道 濠西路—天元路 500 

整治市容环境，清理乱拉乱挂、乱张乱贴、乱设
广告，整治车辆乱停乱放、消除卫生死角；完善
公共服务设施，施划停车泊位。 

2022年底前 

7 惠虹路 虹桥街道 
青年西路—虹桥

路 
800 

整治市容环境，拆除违建，整治停车秩序，消除
卫生死角；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施划停车泊位，
设置电瓶车集中充电便民服务点，设置生活垃圾
集中清运点；改造建筑立面，粉刷陈旧破损立面
外墙出新，规范设置店招店牌门头广告。 

2022年底前 



 

— 20 — 

序号 名称 所属街道 地址 长度（米） 整治内容 计划完成时间 

8 体育馆东路 虹桥街道 
青年西路—任港

路 
700 

整治市容环境，整治私搭乱建，整治停车秩序，
消除卫生死角；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施划停车泊
位，设置电瓶车集中充电便民服务点，设置生活
垃圾集中清运点；改造建筑立面，粉刷陈旧破损
立面外墙出新，规范设置店招店牌门头广告。 

2022年底前 

9 世园路 狼山镇街道 
桃园路—世纪大

道 
1600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施划停车泊位；整治市容环
境，整治停车秩序。 

2022年底前 

10 
永红河东侧

路 
狼山镇街道 花园路—南郊路 800 

整治市容环境，整治私搭乱建，整治停车秩序；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施划停车泊位。 

2022年底前 

11 民安路 秦灶街道 
江海大道—港达

路 
300 

整治市容环境，整治店外经营，整治店外乱堆放、
流动摊点，整治停车秩序，消除卫生死角；改造
建筑立面，规范设置店招店牌。 

2022年底前 

12 万和路 秦灶街道 
工农北路—江通

路 
400 

整治市容环境，整治店外经营、店外乱堆放、流
动摊点，整治停车秩序，消除卫生死角；改造建
筑立面，规范设置店招店牌。 

2022年底前 

13 中高通道 任港街道 
人民路—鸿运城
市花园20号大院 

600 

修补道路两侧居民楼破损立面；加强道路停车秩
序管理；消除卫生死角；清理乱拉乱挂、乱张乱
贴、乱设广告；整治车辆乱停乱放，取缔占道经
营；落实市容环卫责任区制度，实现长效常态管
理。 

2022年底前 

14 大码头西巷 任港街道 钟秀西路—城港 800 拆除城市更新驿站东侧围墙；新增城港小学西侧 2022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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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所属街道 地址 长度（米） 整治内容 计划完成时间 

新村37幢 围墙宣传阵地；消除卫生死角；清理乱拉乱挂、
乱张乱贴、乱设广告；整治车辆乱停乱放，取缔
占道经营；落实市容环卫责任区制度，实现长效
常态管理。 

15 纺配路 唐闸镇街道 长泰路—资生路 300 

整治UCC洗衣店前乱晾晒；整治高店村社区东侧
机动车乱停放，顺和房产、大金空调前非机动车
乱停放及阿杰小吃、杜厨金灶前乱堆放。 

2022年底前 

16 普贤路 唐闸镇街道 长泰路—资生路 1100 
整治路边停车秩序；改善路边垃圾桶整洁不到位；
清理路边绿植悬挂晾衣绳。 

2022年底前 

17 正生路 
天生港镇街

道 
大生路—龙潭路 400 

整治沿街晾晒、小广告张贴，整治占道经营及非
机动车乱停放。 

2022年底前 

18 融通路 
天生港镇街

道 
中环路—黄海路 250 

整治沿街晾晒、小广告张贴，整治占道经营及非
机动车乱停放。 

2022年底前 

19 八厂街 新城桥街道 
南川园入口—二

厂桥入口 
800 

整治市容环境，整治私搭乱建，整治停车秩序，
消除卫生死角等；完善基础设施，改造道路、管
线下地、雨污纳管等；改造建筑立面，粉刷陈旧
破损立面。 

2022年底前 

20 
易家桥中心

路 
新城桥街道 

青年路—易家桥
幼儿园 

800 

整治市容环境，整治私搭乱建，整治停车秩序，
消除卫生死角；完善基础设施，改造道路、管线
下地、雨污纳管等；改造建筑立面，粉刷陈旧破
损立面。 

2022年底前 

21 福远路 幸福街道 
幸余路—城北大

道 
1500 

拆除破旧广告，整治停车秩序，加强道路保洁，
临街建筑外立面围墙出新。 

2022年9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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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所属街道 地址 长度（米） 整治内容 计划完成时间 

22 
香溢紫郡东

北侧路 
幸福街道 

永兴大道—平宁
路 

800 
清理张贴涂写，整治停车秩序，整治出店经营、
乱堆放，拆除破旧雨棚，加强道路保洁。 

2022年9月底 

23 学紫路 学田街道 
学田菜市场—三

附小学 
500 

整治市容环境，整治私搭乱建、整治停车秩序、
消除卫生死角等；完善基础设施，改造道路、管
线下地、雨污纳管等；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施划
停车泊位、配齐城市家具等；改造建筑立面，粉
刷陈旧破损立面、规范设置店招店牌等。 

2022年底前 

24 
学田公园东

侧路 
学田街道 

学田菜市场—学
田派出所 

200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施划停车泊位、配齐城市家
具等；改造建筑立面，粉刷陈旧破损立面、规范
设置店招店牌等。 

2022年底前 

25 
郭里园中心

路 
城东街道 濠北路—钟秀路 699 

整治市容环境，整治沿街私搭乱建；整治店外乱
堆放，整治停车秩序，消除卫生死角，清除建筑
立面乱涂写、乱张贴；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更新、
补划停车泊位；改造建筑立面，修缮和刷新沿街
两侧铁艺栏围墙，更新墙面公益广告，粉刷沿街
陈旧破损立面，规范更新部分店招店牌。 

2022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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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所属街道 地址 长度（米） 整治内容 计划完成时间 

26 友园路 城东街道 
濠东路—郭里园

109号楼 
555 

整治市容环境，整治沿街私搭乱建，整治店外乱
堆放，整治停车秩序，消除卫生死角，清除建筑
立面乱涂写、乱张贴；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更新、
补划停车泊位等；完善基础设施，部分路段管线
下地；改造建筑立面，增砌中心路至谊濠路南侧
围墙，设置墙面公益广告，粉刷出新西段南侧围
墙，修缮刷新西段北侧铁艺栏围墙，粉刷沿街陈
旧破损立面，规范更新部分店招店牌。 

2022年底前 

27 谊濠路 城东街道 
濠北路城东环卫
所—钟秀中路 

784 

整治市容环境，整治沿街私搭乱建，整治店外乱
堆放，整治停车秩序，消除卫生死角，清除建筑
立面乱涂写乱张贴；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更新和
补划停车泊位等；完善基础设施，修缮花池花圃，
补种绿化，增加景观式公益小品、人行道铺砖；
改造建筑立面，北段两侧铁艺栏围墙修缮、刷新
等，粉刷陈旧破损立面。 

2022年底前 

28 学成路 文峰街道 
周家码头路—五

一路 
800 

整治市容环境，整治私搭乱建、整治停车秩序、
消除卫生死角等；完善基础设施，改造破损道路
等；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施划停车泊位等；改造
建筑立面，粉刷陈旧破损立面、规范设置店招店
牌等。 

2022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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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所属街道 地址 长度（米） 整治内容 计划完成时间 

29 乐居路 文峰街道 
跃龙南路—乐业

路 
600 

整治市容环境，整治私搭乱建，整治停车秩序，
消除卫生死角等；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施划停车
泊位等；改造建筑立面，粉刷陈旧破损立面，规
范设置店招店牌等。 

2022年底前 

30 
新胜花苑区

间路 
观音山街道 观北街—观中路 200 

整治沿街店招杂乱无序现象，规范设置；拆除违
章搭建。 

2022年底前 

31 观北街 观音山街道 
胜利路—太平北

苑西侧 
300 

整治市容环境，拆除违章搭建，拆除液晶显示屏；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施划停车泊位等。 
2022年底前 

32 长兴路 永兴街道 永扬路—永进路 200 

整治市容环境，整治停车秩序，无占道经营、乱
搭建、乱张贴、乱涂写、乱吊晒、乱堆放等现象，
保持环境卫生，消除卫生死角，无暴露垃圾、无
污水。 

2022年底前 

33 黄海路 永兴街道 永进路—永扬路 200 

整治市容环境，整治停车秩序，无占道经营、乱
搭建、乱张贴、乱涂写、乱吊晒、乱堆放等现象，
保持环境卫生，消除卫生死角，无暴露垃圾、无
污水；完善基础设施，完善路面标线；完善公共
服务设施，施划停车泊位；改造建筑立面，粉刷
陈旧破损立面、规范设置店招店牌等。 

2022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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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永盛路 永兴街道 黄海路—长兴路 500 

整治市容环境，整治停车秩序，无占道经营、乱
搭建、乱张贴、乱涂写、乱吊晒、乱堆放等现象，
保持环境卫生，消除卫生死角，无暴露垃圾、无
污水；完善基础设施，完善路面标线；完善公共
服务设施，施划停车泊位。 

2022年底前 

35 兴泰路 永兴街道 
沿江路—长江北

路 
800 

整治市容环境，整治停车秩序，无占道经营、乱
搭建、乱张贴、乱涂写、乱吊晒、乱堆放等现象，
保持环境卫生，消除卫生死角，无暴露垃圾、无
污水；完善基础设施，完善路面标线；完善公共
服务设施，施划停车泊位；改造建筑立面，粉刷
陈旧破损立面，规范设置店招店牌。 

2022年底前 

36 弘荣路 永兴街道 
古港路—长江北

路 
600 

整治市容环境，整治停车秩序，无占道经营、乱
搭建、乱张贴、乱涂写、乱吊晒、乱堆放等现象，
保持环境卫生，消除卫生死角，无暴露垃圾、无
污水；完善基础设施，完善路面标线；完善公共
服务设施，施划停车泊位；改造建筑立面，粉刷
陈旧破损立面，规范设置店招店牌。 

2022年底前 

37 永通路 永兴街道 黄海路—深南路 500 

整治市容环境，整治停车秩序，无占道经营、乱
搭建、乱张贴、乱涂写、乱吊晒、乱堆放等现象，
保持环境卫生，消除卫生死角，无暴露垃圾、无
污水；完善基础设施，完善路面标线；完善公共
服务设施，施划停车泊位；改造建筑立面，粉刷
陈旧破损立面，规范设置店招店牌。 

2022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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