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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塑新颜“路长制”开启中原区“新美篇”

走在干净整洁的六厂前街“时
光里”主题街区，欣赏着“中原特色、
西城文化”，有种“一步一景”的感
觉。新铺的柏油路平整干净，两旁
隔离护栏整齐划一，人行道真正还
路于民，秦岭路街道还专门设置了
具有艺术感造型的木椅，花草点缀，
游园景观令人流连忘返。附近居民
都说，变化真大，现在这路美得没话

说。以前坑洼不平，道路积水，路人
都绕道而行。

六厂前街见证了国棉厂的荣辱
兴衰，更见证着整个城市的工业化
历程。为让郑州西区文化气息更加
厚重，气质更加出众，结合路长制工
作，秦岭路街道决定以“文化+历史”
相结合的方式，在六厂前街打造厚
重城市记忆。

“时光里”特色主题街区首先以
“落地生根”为题，讲述纺织工业城的
建立与成长；随后以“江山半壁”和
“风华正茂”为题，讲述纺织工业城内
悲伤与喜悦、泪水与汗水；最后以“凤
凰涅槃”为题，讲述这座纺织工业城
在“五起五伏”六十载光阴里，仍有顽
强生命力。同时，用系列艺术画展回
顾郑州西郊人儿时最美好的记忆。

“巾帼建功路长制 追梦奋斗正
当时”“治理脏乱差 共同管好家”“点
亮半边天 绿城换新颜”“市容市貌大
提升 从随手做起 捡烟头 捡纸
屑”……近日，几十条制作精美的宣传
标语出现在了中原路、陇海路（桐柏路
至嵩山路）两侧路段防护栏上，同时全
区醒目位置电子屏上也在滚动宣传播
出。这是中原区妇联深入推进“路长
制”工作的又一举措。

自“路长制”工作开展以来，中原
区妇联认真贯彻落实中原区委、区政
府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工作要求，结合
自身职能，突出妇联特色，开展了一系
列宣传教育活动：一是通过发放倡议
书，倡导文明新风尚；二是举行“治理脏
乱差 共同管好家”启动仪式，营造巾
帼参与浓厚氛围；三是开展“妇女代表

进万家 同心共治脏乱差”专项活动；
四是开展“‘绿城妈妈’齐上阵 社区当
先行”环保示范活动；五是开展“大走
访送温暖送文明”活动;六是开展“路
长制”宣传教育走进中原新区企业活
动。通过活动营造浓厚参与氛围，助
力城市文明提升。记者 张改华 文/图

秦岭路街道“老大难”道路变身特色街区

看，这是“时光里”主题街区，多美多惬意

本报讯 中原区秦岭路街道六厂前街地处郑州
市老城区，道路两侧老旧小区、学校和商户较多，地
面油渍多、道路破损、硬件设施缺损、车辆乱停乱放
等现象严重，是环境治理的“老大难”。

为积极推进“路长制”工作，连日来，秦岭路街
道根据六厂前街的实际情况，严格落实“三定四问
五步走”工作机制，广泛发动沿街商户、公共单位、
党员群众志愿者等群体，联合市政、执法局、交警等
职能单位，组建多支整治队伍，逐步开展拆除私搭
乱建、落实门前“四包”责任，推动“路长”变“路队”，
形成城市共建共治的强大声势，开展道路两侧绿化
和墙体美化等工作，以“文化+历史”相结合的方式，
让“老大难”街道最终华丽转身成“时光里”特色主
题街区。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连晓青 文图

路长制市容市貌路长制市容市貌大提升大提升
让这些街道换了模样让这些街道换了模样

自全市“路长制”工作开展以来，建
设路街道严格按照《郑州市“路长制”工
作导则》整治标准，全员上阵，不断完善
细节，辖区初步实现了“一街一景、一路
一色、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城市道路
景观。

全面提高认识。每天组织社区书记
主任、城管科及执法中队召开“路长制”
工作例会，每个社区汇报当天整治情况
和第二天工作重点，并提出整治中的难
点，对照《郑州市“路长制”工作导则》，集
思广益，群策群力，主动思考积极作为，
不断加大“路长制”工作覆盖面。

增加观摩频次。认真落实市委、市
政府推行的“一线工作法”，会议在一线
召开，矛盾在一线排查，问题在一线解
决。自1月份起，街道“路长制”工作在每
天一观摩的基础上增加一次由二级路长
带队在分包路段逐路逐商户的观摩，向
商户宣传门前“四包”的同时对协管员和
保洁员言传身教，让他们知道应该干什
么，应该怎么干，在干的同时相互监督、
相互促进，再通过每天下午全街道第二
次观摩不同路段，对比找差，交流经验做
法，让差的变好，让好的更好。

充分征求意见。在落实“路长制”工
作中，街道通过开好“三个会”，即党员议
事会、商户联合会和部门协调会，充分征
求各方意见，根据各自特点，明确“改不

改，改什么，如何改”，确定改造内容和改
造的进度，先后利用“三个会”对岗坡路、
协作路、计划路、康乐里等路段进行提质
改造，获得群众一致好评。

为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提升管理水
平，巩固老旧片区提质改造成果，建设路
街道还注重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充分调动楼院居民的积极性，开展一系
列无主管楼院集中整治行动。

提高思想认识，以专管为主。街道
二、三级路长把推行“路院共治”作为深
化城市治理的一项重点工作来做，靠前
指挥，深入小区院落，狠抓责任落实，做
到任务分解到人，加快工作推进，确保工
作落到实处。

健全工作机制，以长效为主。建立
路长、院长会议制度、楼长会议制度、居
民代表商议制度、问题台账销号制度等
长效管理机制；解决院落管理的重点难
点问题；按照任务分工，落实责任，密切
配合，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创新工作模式，以重点为主。全面
推行“路院共治”，达到全覆盖、无缝隙；
运用数字化管理手段，通过院落信息平
台和微信群、微信公众号，快速发现问
题，及时处置，建立“楼院长”信息库，为
科学管理、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截至目
前，计划路 181号院已率先运用“路院共
治”工作模式进行改造。记者 张改华

秦岭路街道在推进“路长制”工
作中，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
一要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把落脚点放在群众的切
身感受上，让城市的“主人翁”来评
判，见证城市的发展、见证城市的变
化，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在“路长制”工作中，秦岭路街
道以党建统领，围绕党建新形势、新
任务、新需求，立足老工业街道特点,
积极探索，勇于实践，着力打造以基
层党组织为核心、以服务居民为重
点的“红色港湾”基层党建工作新品
牌,通过“红色港湾”,进一步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夯实基层党建根基,
开创基层党建工作新局面。

秦岭路街道提出“党建+路长
制”思路，强化党建工作领导，充分
调动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主动性和积
极性，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在“路长制”工作中率先垂范，高标
准严要求，提出了“党员亮身份、树
标杆、树形象”，在“路长制”工作中
当先锋，党员冲锋在前，敢于担当、
勇于作为，奉献秦岭，服务群众。

目前，该街道党工委下设社区
党委 5个、党总支 3个、村党支部 2
个、非公党支部 6 个，自管党员
1550名，这些党员成为“路长制”工
作中的中坚力量。在推进“路长

制”工作中，秦岭路街道通过“逐社
区观摩整街道推进整区提升”“我
是共产党员，请看我行动”“三亮三
比三评”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活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
进工作落实。

下一步，秦岭路街道将带着“咱
们工人有力量”的干劲，明确责任、
加大投入、强化管理、强化考核，全
力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再上新
台阶，高质量打造“魅力中原、多彩
秦岭”，保护城市文脉，留住城市记
忆，助力“四个中原”建设，为打造
以郑州中央文化区（CCD）为引领的
国家中心城市产城融合示范区添砖
加瓦。

说起打造“时光里”特色主题街
区的初衷，秦岭路街道负责人表示，
街道是城市环境的骨架，更是城市活
力的所在。实施精品道路形象提升
工程，不是简单地“穿衣戴帽”、涂涂
抹抹，而是整体规划设计，从美学角
度全盘考虑，坚持打造群众喜闻乐见

的文化主题，是一项综合提升工程。
提升改造工程让六厂前街变成

了现在路面平整、交通有序、绿植遍
地、富有生机的文化长廊，也使得附
近居民倍感欣喜。

5月 11日、12日，不少居民趁
着周末来到这里拍照打卡，并表

示改造后的六厂前街“时光里”特
色主题街区非常有意义，走在这
里，仿佛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
穿梭，抚摸纺织城那段火热的记
忆，砖红色的墙壁看起来既怀旧
又富有文化气息，“路长制的效果
真是杠杠的”。

以前坑洼不平的道路，现在一步一景

居民：“路长制”的效果真是杠杠的

秦岭路街道：保护城市文脉，留住城市记忆

为全力做好市容市貌大提升工作，5
月7日，航海西路街道城管办联合执法中
队在文化宫路宏河路至沁河路两侧，开
展拆除违规门头牌匾专项治理行动。

门头牌匾不仅是店铺的脸面和名
片，更是城市市容市貌的重要组成部
分。尤其是建筑侧面，门头牌匾林立，
不仅影响市容市貌，更存在严重的安全
隐患。一些商家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
总是想方设法把门头加放在各种空余
位置，不是违规加长加宽，就是擅自增
加数量。但是，门头招牌的设置是有明
确的设置标准和规范的，临街门面招牌
原则上实行一店一牌，一单位一牌。

航海西路街道城管办联合执法中
队工作人员不仅对违规墙体广告和不
达标店铺门头进行了拆除，同时对其相
关商户进行了批评教育，要求其进一步
规范设置户外广告、牌匾，做到合法经
营、合规宣传。当日，工作人员在文化
宫路宏河路至沁河路两侧，共拆除 8处
墙体广告和不达标店铺门头。

下一步，街道将继续对辖区道路两
侧破损广告和违规门头进行整治，并对
广告牌及门头进行规范化管理，净化辖
区立面空间，为辖区群众打造一个干净
整洁的城区环境。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丁洁 文/图

建设路街道
开展一系列无主管楼院集中整治

整治
市容

航海西路街道 拆除违规门头 提升市容市貌

把脉
问诊

今年以来，汝河路街道以“路长
制”工作为抓手，清理卫生死角、整治
道路交通秩序、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在
辖区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行动。效果如
何？有什么不足？近日，政协汝河路
街道工委邀请政协委员“把脉问诊”。

委员们一行来到淮河路伏牛路，
对伏牛路段的“路长制”工作情况进行
了调研。据该路段所在社区主任介
绍，以往的伏牛路，小门店多，各自为
政，突店经营，不仅影响美观，还影响
过路群众出行。目前，对该路上沿街
商店门头进行了统一设计更换，对卷
闸门进行了清洗，对破损的墙壁进行
修补刷漆，墙头还设计了仿古砖瓦，正
在设计制作一面历史墙，反映汝河街
区往昔与今朝的峥嵘岁月。

委员于红莲说：“近期城市精细化
管理工作开展以来，确实感受到了汝

河路街道在城市管理上越来越重视精
细化、人性化，城市面貌得到很大程度
的改观。但是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建
议加强上下联动，统筹管理。”委员魏
建莉建议：“历史墙的设计可以多听听
附近群众的心声，毕竟对于这段历史，
居民最有发言权。”委员李佩君建言：
“多打造一些便民设施，增加造型美观
的长椅，既可以休息，还可作为一处景
观。利用空余门面房，打造城市书屋，
空闲资源可以得到利用的同时增加文
化氛围。”

委员们的“问诊”为下一步工作开
出了“良方”，汝河路街道将以此为发
力点，着力打造“最靓”环境，收获“最
美”笑容。汝河路街道也将一如既往
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资源优势，鼓励引
导政协委员参与街道中心工作、重点
工作，立足岗位，履职奉献。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尚亚琳

连日来，三官庙街道党工委认真
贯彻落实市、区两级工作要求，积极开
展“路长制”为抓手的城市精细化管理
工作。在检查过程中，发现街道“路长
制”工作仍存在不少问题，总结发现主
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对“路长制”
工作重视不够，思想上有松懈，抓得不
紧，盯得不死，街道日常督导巡查不到
位；二是工作标准不高，工作不细致；
三是未形成有效长效机制。

在下一步工作中，街道将进一步学
习先进，总结经验，认真整改，以更加有
效的措施，全力做好“路长制”工作。

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路长制”
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二、三级路长
职责，扎实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重点抓好环境卫生、市容市貌、交
通秩序等城市乱象，确保整治见成效。

健全工作机制，解决重难点问

题。进一步完善“路长制”工作信息共
享制度、问题研判制度、工作督查制
度。严格落实日常监管，按照定人、定
岗、定责、定路段、定标准的工作机制，
实现全覆盖监管、全天候巡查该街道
所有道路，发现问题及时快速处理。
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动员全路段所有
公共单位和沿街商户参与其中，共同
治理。

运用多种宣传方式，加大巡查和
联合执法力度。引导和鼓励居民提高
卫生意识，自觉爱护公共环境，改进工
作方法，把“路长制”和城市精细化管
理工作更好地融合，为居民打造干净
有序的辖区形象。

下一步，三官庙街道将进一步提
高认识，加大工作力度,正视不足，积极
落实，扎实整改，比学赶超，以实际行
动改变落后局面。记者 张改华

政协汝河路街道工委
为城市精细化管理开“良方”

三官庙街道 对“路长制”工作积极自检

中原区妇联 系列举措助力城市文明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