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进一步巩固路长
制工作，提升辖区居住环境，3月
31日，如意湖办事处联合华北水
利水电与学雷锋志愿服务队开展
“助力路长在行动、美丽环境大提
升”志愿活动。

此次志愿活动主要对辖区地
润路两侧花坛内余留垃圾、烟头、
积存枯叶等进行全面整改清除，
让花坛彻底“洗个澡”。志愿者身
着红蓝志愿小背心，在人群中形
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志愿者
们边清扫边向商铺普及“门前四

包”、二级路长等路长制的相关信
息，进而加大对城市精细化管理
工作的宣传力度，加强商铺对路
长制工作的认知。“第一次参与
这样的活动，不仅丰富了自己的
业余生活，也让我更多地了解了
社会。虽然有点累，但是十分充
实。”第一次参加志愿活动的李
同学认真地说。

下一步，办事处将继续加
强落实路长制工作常态化，在
获得居民称赞和支持的同时，
呼吁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到“共

治共管共享环境”中来，为整洁
优美的城市环境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记者 王明阳
通讯员 刘学馨 文/图

本报讯 为积极推进路长制
工作深入开展，营造干净整
洁的居住环境，有效解决辖
区市容环境“四乱”问题，提
升城市管理水平，4 月 1 日，祭
城路街道办事处以城市精细化
管理为抓手，组织开展“四乱”
集中整治行动。

行动中，办事处各路长对辖
区内非机动车乱停放、卫生死角、
户外广告、沿街门店落实“门前四

包”责任制等问题进行整治清
除。对乱停放的非机动车整齐规
范地摆放在指定停放区，把损坏
严重、投放超量的单车进行清运。
要求沿街商户严格按照“门前四
包”内容，对各自门前卫生环境进
行把关，并为责任人讲解有关城市
精细化管理方面的知识，让他们认
识到路长制工作重要性。截至目
前，共整治非机动车300余辆，清理
卫生死角 50余处，清除小广告 90

余处，整治占道经营40余处。
记者 王明阳
通讯员 张丹慧 文/图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积极推进路长制 市容环境大提升

如意湖办事处

助力路长在行动 美丽环境大提升

本报讯 为强化广大员工的岗位技
能，夯实路长制管理基础，构建知识与
理论兼备的企业文化体系，为建设魅力
东区奠定坚实人才储备基础，兴东市政
于 3月 30日组织开展机械车辆驾驶员
专业知识考试活动，公司全体环卫车辆
驾驶员共计230人参加考试。

为确保本次考试的顺利进行，兴东
市政提前准备，广纳试题，题库涵盖了
环卫专业知识、绩效考核、日常作业规
范、公司规章制度等。环卫全体驾驶员
利用工作之余认真复习，积极备考，以
查漏补缺、增长自身知识点的心态接受
专业考试的摸底。此次考试提升了环

卫驾驶员对应知应会知识的了解和运
用，进一步加深了对路长制工作要求、
交通安全法规、绩效考核内容的掌握，
有效激发了环卫驾驶员比学赶超的学
习热情。
记者 王明阳 通讯员 贺改利 文/图

本报讯 为改善安置区市容
环境面貌，进一步提升路长制工
作水平，近日，商都路办事处组织
开展安置区路长制观摩评比工
作，现场找差距、提问题、补短
板。办事处主任高林广带队，全
体二级路长，5个村改居社区及 2
个村书记、主任，物业公司负责人
等40余人参加观摩。

高林广一行先后深入 6个居
民楼院进行观摩，对社区楼院及
周边道路环境进行查看评比，对
商户分组轮值、落实“门前四包”
责任制、路长制知晓率等方面进

行抽查评议，各社区、村分别汇报
居民楼院整治提升情况、具体做
法和下一步打算。

观摩结束后，办事处召开专
题会，对地面墙体破损、电动车乱
停放、楼道杂物堆放、清洗机作业
不及时等11个共性问题进行分析
点评，对树穴清理、更换新垃圾
桶、电箱喷绘等好的做法进行总
结推广，并由参会人员对各社区、
村居民楼院观摩情况进行打分，
现场评选出 2个红旗社区和 1个
黑旗社区。

会议还集中观看了金水区花

园路办事处路长制汇报短片，并围
绕“如何在抓好工作落实的同时，
开展高品质的汇报”主题，组织交
流发言，学习借鉴经验。
记者 王明阳
通讯员 陈胜霞 文/图

商都路办事处

博采众长 开展安置区路长制观摩评比

本报讯 3月29日，博学路办
事处依托网格在辖区开展餐饮油
烟专项现场培训。郑州市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站领导小组办公
室成员、郑东新区执法局副局
长范伟民，博学路执法中队队长
马汉君，航院后勤处食堂科科长
陈天坤，航院八大食堂经理及相
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博学路办事
处全体网格工作人员参加培
训。活动由党工委副书记、办事
处主任张琳主持。

培训分为沿街餐饮门店培训
和学校食堂培训，分别在湖心岛
豫宴泓园饭店、王婆大虾和航院

餐厅西苑餐厅开展，特邀请郑东
新区执法局负责油烟排查的海森
老师进行详细讲解。海森老师指
出，油烟排查主要有以下四点：一
是查看后厨油烟管道位置是否合
理，是否连接市政公共管道；二是
查看集器灶是否每天人工清理、
是否有油渍；三是查看是否安装
有油烟净化设施，油烟净化设施
的风量与集器灶是否匹配符合要
求；四是查看油烟净化设施的清
洗记录。

张琳表示，环境保护工作时
刻不能松懈，各网格要仔细进行
排查、认真负责，针对排查出的问

题及时上报执法中队进行处理。
网格和职能部门要相互配合、共
同合作，确保辖区内不出一例油
烟事故。
记者 王明阳
通讯员 李鹏伟 文/图

本报讯 城市之美，在于精
细。为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改善辖区交通秩序，营造良好
的市容环境，连日来，龙湖办事处
以路长制为引领，以“看不见一处
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为目标，开
展共享单车专项整治行动。

一是精心部署。为确保此次
行动取得实效，办事处对此次行
动进行周密部署，对工作人员明
确了任务分工，压实了工作责
任。二是紧盯重点。组织工作人

员对郑大一附院郑东院区、安置
区周边、北三环、九如路、平安大
道、中州大道等重点路段上乱停
乱放的共享单车重新摆放至非机
动车停车位，使之车头朝向一致，
整齐划一。三是耐心宣传。工作
人员引导过往使用共享单车的群
众做到文明停车，并向其宣传有
关法律法规、路长制、“六个看不
见”等相关内容，劝导他们要从小
事做起、从自我做起，为营造良好
的市容环境出力尽责。截至目

前，共出动人员 20余人，摆放共
享单车200余辆。
记者 王明阳
通讯员 申彦朋 文/图

龙湖办事处

全面实行路长制 整治共享单车乱停乱放

博学路办事处

依托网格化 开展餐饮油烟专项培训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
精细化管理水平，推进路长制工
作迈上新台阶，近期，白沙镇自我
加压，强化“一长十员”管理，细化
深化巡路职责，形成“路长带头
干，全员加油干”的浓厚氛围。

大员上阵。充分利用路长
制微信群，各主干道每天上传路
长照、集合照、工作照、效果照，督
查办负责督查管理。

标准提升。在保持街面无垃
圾、无小广告的基础上，着力于规
范车辆停放、取缔占道经营、规劝
出店经营等秩序维持。

责任细化。每位参与的机关

干部、村组干部划定责任区，包路
段、包小区、包商户，打包做好责
任区域相关工作。

商户带动。对沿街商户进行
言传身教，以实际行动带动商户
落实好“门前四包”责任制，营造
共建共治的工作氛围。

效能督查。成立4个工作效
能督查组，每天督查工作开展情
况，发现问题及时在工作群通报
并督导整改情况。

部门联动。邀请工商、食药
监、交警、安检、环保等职能部门
开展联合执法，治理管理“顽疾”。

问题研判。路长负责，对本

路段主要症结和问题进行研判，
做到问题整改不过夜。

市政提升。统计围挡圈建、
绿化布置、家具添置等市政事项，
统一上报，统一标准，统一施工。
记者 王明阳
通讯员 袁书华 文/图

白沙镇

自我加压 路长制再启新征程

本报讯 为全面提升辖区市容环
境，优化各级道路，3月29日，金光路办
事处结合路长制工作要求，联合开展
“全城清洁”行动。

这次行动共组织机关、辖区企业单
位、物业公司等 40余人，动用多辆洒水
车、清扫车及环卫保洁车，按照路长制工
作要求对惠民三路各类垃圾、乱堆乱放、
小广告等进行专项整治。按照行动安
排，工作人员根据清洁区域分散开，严格
遵循“六个看不见”标准展开地毯式清
理，对各处卫生死角、草地细碎垃圾、立
面小广告等进行全方位清洁处理。

此次行动共清理生活垃圾1.5立方

米、混合垃圾3立方米、卫生死角15处、
各类乱贴乱画 7处，辖区环境得到显著
改善。
记者 王明阳 通讯员 王小丽 文/图

金光路办事处

全城清洁 扮靓金光

本报讯 为营造干净、整洁、文明、
和谐的城市环境，近日，龙源路办事处
齐心协力，真抓实干，全面做好路长制
工作，努力使标杆创建再突破。

办事处始终以“群众服务好，群众
管理好”为宗旨，以群众回迁、安置区周
边环境整治为重点，正视问题找差距，
务求实效抓落实。

办事处以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
放、街边流动商贩、路面保洁不及时为
工作重点，有针对性地强化整治措施，
综合开展工作。针对车辆违规停放，办
事处调派“精兵强将”到龙湖湿地公园、
中州大道小学、安置区周边等人员密集
路段梳理交通；针对街边流动商贩，工
作人员与巡防队员、城管队员等有机衔

接，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全面整治小摊
小贩；针对路面保洁不及时、绿化带内
垃圾积存等“顽疾”，各路长结合所在路
段保洁人员加大巡查频次，完善“城市
家具”，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参与
度，共同打造干净、整洁路面。
记者 王明阳 通讯员 王晓兰 文/图

龙源路办事处

持续开展综合治理 全面深化路长制工作

兴东市政

开展专项考试 夯实路长制管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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