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里堡街道：康复中街
“廉政文化”主题街道
让老城区焕发新魅力
“以礼为先、清正廉洁、诚信为本、家国情

怀……”康复中街郑大三附院的围墙上，以廉
政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墙让人眼前一亮。

据悉，这是五里堡街道持续深化“路长
制”“一街一景一特色”工作，继打造出康复前
街“翠竹”街道、康复后街“火车拉来的城市”
街道等之后，又打造出的康复中街“廉政文
化”主题街道，让老城区旧貌换新颜，焕发出
新的生机和魅力。

驻足康复中街，包拯、海瑞、狄仁杰等
历史上十大清正廉洁人物生平简介及主
要事迹，让过往居民纷纷停下阅读，思索
“何为廉政”。再往前走，以“青莲”“梅”
“兰”“竹”“菊”为喻，分 3个篇章介绍了廉
政文化，解读了何为清正廉洁、爱岗敬业、
廉洁自律，以警示党员干部要始终做到为
民用权不谋私、依法用权不任性、谨慎用权
不放纵，做到“心有所畏、行有所止、政令畅
通、令行禁止”。

据介绍，五里堡街道以党建为引领，持续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创新打造了香榭丽社区
“国学堂”、国花社区“廉政议事亭”等党风
廉政建设阵地，探索推广“两单两图两卡三
警示”小微权力运行机制，不断为党员干部
“补钙壮骨”。此次康复中街“廉政文化”主
题街道是在区纪委的指导下打造的，旨在
持续做好党员干部的党风廉政教育，筑牢
干部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凝聚反腐倡廉社会
正能量。

下一步，街道将在辖区20条主次干道持
续深化“一街一景一特色”，不断提升辖区居
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构建独具匠心的
老城区新风貌。
记者 景静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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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治差、治乱、治脏、治软”，
以“四项机制”统筹美化、绿化、亮化、
洁化、序化。

建立责任明确机制
明确区级统揽职责：每半月召开

1次领导小组例会，解决复杂疑难问题；
招聘城市管理员1000人，分配充实到
18个镇街道；加大投入力度，购置装备、
管理投入、专项奖补、购买服务等。

明确部门协管职责：对纳入“路
长制”的 286条道路，下沉城管、公
安、交警、巡防、环卫、绿化、市场监
管、人大政协“监督员”等九类人员，
做到“路长吹号、全员报到”。

明确管理队伍专管职责：以 300
米路段为标准，配备1名专职城市管
理员，破解执法力量不足问题。明确
临街单位“四包”职责：引导沿街单
位、门店、企业包卫生、包秩序、包立
面、包绿化。层层构建城市管理责任
闭环系统，确保每个区域都有人管
理、每件事都有人负责。

建立问题解决机制
列支专项经费成立区立刻办，针

对出现的多部门交叉管理的疑难杂
症问题，建立快速应急机制，与区级
建立城市管理智慧平台形成合力，第
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
题。如，保全街与庆丰街交叉口东南
角窨井堵塞事件，接到市民投诉后，
城管应急小组立即赶到现场，联系市
政处下属疏通公司，当天下午针对该
处窨井进行了疏通，此问题得到了快
速有效解决。

建立智慧管理机制
融合现有综治监控、渣土车监

管、工地扬尘监控、城警执法联动监
控、“智慧督查”等资源，建立集日常
巡查、问题发现、监控预警、考核奖
惩、结果运用于一体的“智慧城管”平
台。例如：市民韩先生通过微信平台
“二七发布”传来辖区一处窨井盖破
损的事件，几乎同一秒，电脑从 291

个责任路段中迅速检索出该路段编
号、所负责的办事处、相关联部门和
具体“路长”负责人，并依次发出处置
指令。与此同时，后台电脑又在极速
搜索事发地半径 30米至 150米范围
内的所有视频监控，并自动选择最近
的监控镜头播放破损窨井盖的视频
信息，几分钟后，责任路段路长和维
修人员便到达现场进行处理。

建立精准考评机制
坚持工作导向、考核导向、用人

导向相统一，将城管执法人员及职
权、保洁人员考核管理权、“九大员”
奖惩权限等全部下放至镇街道；在直
接运用全市“路长制”红旗路段、黑旗
路段评比结果的基础上，全区每周评
出“红、黑旗”路段各 10条，全区通
报、重奖重罚；考核奖惩结果纳入“智
慧督查”进行排名、占年终考核比重
的 40%，作为单位“评优评先”、干部
“能上能下”的重要依据，充分激发全
区上下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人和路街道：沅江路
“和家源”文化
唤醒市民家园情怀

近日，当你或驱车，或行走在沅江路路段，路两
边美丽宜人的墙体文化定会吸引你的眼球。从一
条普通道路到文化长廊，以“和家源”文化为主题的
沅江路，不仅被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更充满温馨和
魅力。

从大学路拐进沅江路，醒目的“和家源欢迎您”
招牌立刻吸引住你的眼球。路上,古风中国结“和
家源”路灯与道路文化相呼应。顺着路往东走，海
悦华府小区的鲜花墙，第二人民医院的健康墙，四
十八中西侧的环保墙，街角奔跑的铜人、论语“小
品”设计、“和家源”主题文化墙……一幅幅简洁大
方的墙体墙面变成了传播文明的阵地。

据了解，“和家源”是沅江路的一段，西起大学
路，东至京广路，位于人和路街道辖区，路段全长
1.2公里，该路段经历了8年的发展历程，具备了现
代化城市特征。“街道建立‘和家源’，营造家的氛
围、家的文化、家的情怀，使居民从有形聚居到内在
融合，培育‘唯有家乡不厌看’的情愫，营造‘此心安
处是吾乡’的家园情怀。”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为彰显道路特色，人和路街道因地制宜，把“和
家源”分为安家、德家、康家、乐家、善家、禧家、益
家、智家8个小家，比如，有安置房建设的区域起名
为“安家”，学校区域命名为“智家”……街道还为每
个家选出一名小管家负责家庭管理，各个小家依据
职能开展形式多样的清洁家园、美化家园行动。

为更好地让沅江路居民小区、医院、学校、银
行、政府部门、建筑工地和沿街商户等融入家庭建
设，人和路街道建立由各级路长、区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区职能部门下派人员、巡查员、监督员、公共
单位及小管家组成的“和家源”共建协会，并在沿街
党员商户中开展“红色领头雁”示范活动，充分发挥
党员商户的示范引领作用，以“一岗一店带动一片”
带动和影响其他商户。另外，每月对8个小家的小
管家进行评比，评选出“金牌小管家”；每周根据沿
街门店“门前四包”落实情况，评选出“5A级包老
板”，以典型带动提升其他门店参与家园建设管理
的积极性。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张俊莉 徐贝贝 文/图

以“四项机制、四大行动”为抓手
奋力推进城市管理工作向“极致”“卓越”迈进

作为全区“五大行动年”之一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品质提升年”，今年，二七区围绕市委、市政府大
局部署，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郑州特色、二七担当”为导向，以“为民理念、责任明确、加大投入、智
慧管理、严管重罚、全民参与”为总要求，以“路长制”为载体，建立“四项机制”，实施“四大行动”，强化
党建保障，奋力朝着城市管理“极致”“卓越”水平迈进，全力创造“安全、整洁、有序、文明”的城市环
境，努力让市民生活更美好、更舒心，让城市风貌更美丽、更宜居。记者 景静

抓统筹，“四项机制”聚焦全市部署

把城市精细化管理与大气污染
防治、老旧小区改造、文明城市创建、
园林城市创建、城市家具提升、全民
共建共享等“六项工作”相结合，以大
格局、大担当、大作为、大手笔实施
“四大行动”。

实施“硬件品质提升”行动
突出文化符号、打造城市“微景

观”，对大学路、伊河路、嵩山路等重
点道路，二七商圈、河医周边、火车站
片区等重点区域，高品质设计、高质
量施工、高标准管理，让二七的每一
个胡同和街道都凸显文化元素，每一
个街头角落都有亮丽景观。

实施“环境卫生提升”行动
投入资金购买专业设备、提升清

扫效率；在“道牙无尘、路无杂物、设
施整洁、路见本色”治理的基础上，稳
步推进“烟头革命”“垃圾革命”“厕所
革命”“清洁革命”；抢抓“百城提质”
契机，抓好城市双修、公园游园建设，
园林道路绿化、城区有机更新等工
作，着力打造“推窗见绿、出门见景”
的生态家园。

实施“城市秩序提升”行动
探索“政府+市场”建设模式，通

过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进一步完善
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平台建设，动员辖

区内闲置土地修建停车场，实行停车
管理服务外包、有偿化优质服务，着
力缓解停车难压力。截至2月底，完
成1412个，占全年任务的17.6%。
实施“文明素养提升”行动

建立全民参与机制，以“小手拉
大手”动员 15万中小学生参与文明
城市建设，开展“十大志愿服务项
目”；制定城市管理领域失信联合惩
戒制度，以“守信受益、失信受损”从
源头上根治“脏乱差污”问题；发动工
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等各方力
量，凝聚全社会建设美好家园的工作
合力。

抓重点，“四大行动”破解关键问题

突出抓好“党支部建在路上”的
组织领导和资源整合机制，探索出一
条党建工作与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度
融合的新路子。

把服务作为最有效的管理
围绕“治理难点在哪里、群众需

求在哪里，工作就落实到哪里”，发挥
好党建引领作用的党员议事会、调动
市民广泛参与的商户联合会、解决疑
难杂症的部门协调会“三会作用”，定

期例会、协商议事、共同破难。

把联动作为最长效的管理
以区域化党建为桥梁，精准对接

管理力量、执法力量、专业力量、自治
力量、协管力量、社会力量等“六种力
量”，强化行业系统作用发挥、助力中心
工作，形成了“支部统一指挥、各方力量
统一行动”的工作新格局。

目前，二七区已打造区级精品示范
路段50条、红旗路段80条、提升路段

156条，城市秩序在向好、形态在提升、
功能在完善，为区域对外开放、项目落
地建设、产业提档升级、城市功能完善、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良好环境。

下一步将严格落实“二十四字”总
要求，进一步加大工作推进力度、投入
力度，以“绣花精神”“工匠精神”持续深
化“四项机制、四大行动”，奋力推进城
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向“极致”“卓越”迈
进，努力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供
有力支撑和良好外部环境。

抓保障，“党建引领”发挥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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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街街道：政通路、人和路
文化浸润、内涵注入

打造“政通人和”新气象
在政通人和文化街区的入口，中国风篆书“和”字

立雕与简约字“我爱二七”的组合格外引人注目。移步
前行，花卉与绿植相映成趣的“和”字墙镶嵌在红色中
国风文化道旗里，以和为内涵的古诗词，扮靓夜空的
“和”文化故事图灯箱……这些形象而生动的内容与细
节，彰显了建中街街道打造的“和”文化的独特魅力。

据了解，政通人和文化主题街区是建中街街道依
托红旗路段政通路、人和路精心打造的精品文化街区，
旨在把“和”文化落在身边。

被评为首届“全国文明家庭”、最美“和谐家庭”的
马昕家庭代表着“和睦”精神，为了将这种美德广泛宣
传，政通人和街区里专设了马昕工作室，定期邀请马昕
来开展讲座，为居民群众提供指导和帮助。

“社会和谐”在这里还有更接地气的体现，政通人
和文化主题街区里有几个特殊的小院，分别是：和善
院、和睦院、和美院、和合院、和谐院。这些原本是老旧
楼院，设施较为落后，今年，街道以打造精品街区为契
机，将“路长制”向楼院延伸，把“和”理念融入楼院管理
中，让老街区也焕发新活力。

据了解，市容市貌大提升行动开展以来，建中街街
道创新地融入街区文化理念，在美丽路段基础上，打造
内涵丰富的文化街区，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路队持续发力。路队是打造和维护文化街区的主
力，坚持全周无休/24小时工作模式，开展日常联合整
治工作。

党团带动引力。以路段为单位，建立沿街商户“马
路支部”，定期对街区内基本环境自查和维护，周评月
报挂旗明责；街道发挥“一站一亭一联盟”志愿服务优
势，定期组织团员、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等青年力量成立
政通人和文化街区宣传小队，向居民群众讲好“和”故
事、传播“和”文化。

区域共建助力。街道建立区域党建联盟，将辖区
资源吸纳到政通人和文化主题街区中，比如辖区花卉
市场提供定期浇灌或更换沿街花卉和植被墙，教育辅
导机构不定期更新“和”文化诗词道旗内容，小学员做
小小志愿者装饰美化窨井盖等，通过这些项目为政通
人和文化主题街区注入活力。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孙艳丽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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