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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湖办事处 增强主人翁意识 共同塑造辖区新形象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路长

制，加强辖区道路环境整治工
作，营造干净整洁的辖区环境，
如意湖办事处精心部署，集中力
量开展市容市貌大提升大整治
行动。

5月 9日，如意湖党工委副
书记、办事处主任、一级路长白
新营召集各级路长、执法中队、
巡路员等，他要求所有工作人
员要对所管辖道路加强日常巡
查，认真履行职责，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大家走上街头，督促
沿街商户遵守“门前四包”，加
大对辖区非机动车及共享单车
乱停放、占道经营、小广告等问
题的整治力度，同时调动辖区

单位、党员志愿者、商户等各方
社会力量共同加入到“路长制”
管理队伍，形成示范带动作用，
自觉强化城市主人翁意识，共

同塑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的
辖区新形象。
记者 王明阳
通讯员 姬秀娟 文/图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掀起“三捡”活动高潮 美化社区环境
本报讯 为进一步营造城市

清洁的浓厚氛围，给辖区居民营
造干净卫生、健康舒适的生活环
境，根据《郑东新区卫生城市文
明城市管理办法》文件精神，5
月 10日，祭城路街道办事处联
合郑东新区管委会各局（办）志
愿者 100余人，在辖区惠民小区
开展“捡纸屑、捡烟头、捡垃圾”
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办事处城管办主任
张波带领城管队员将清洁工具、
现场所需物品整理到位，各单位
志愿者在领取清洁工具后，按照
清洁区域划分开展“三捡”活
动。志愿者们身穿红马甲，手拿
清洁工具弯腰在路边、绿化带里
认真清扫路人丢弃的烟头、碎纸

屑、塑料袋等垃圾，不放过任何
一个卫生死角。在开展“三捡”
活动的同时，志愿者们还进行
文明行为宣传，及时劝导不文
明行为，倡导文明、健康的行

为习惯。经过将近 3个小时的
清扫，共捡拾烟头 600余个，清
洁混合垃圾 5车，辖区环境焕
然一新。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吴囡 文/图

商都路办事处 组织集中宣传 引导群众文明出行
本报讯 车窗抛物影响道

路环境、破坏城市形象，更容易
产生交通安全隐患。近日，商都
路办事处组织辖区志愿者在五
洲公园开展集中宣传活动，以
“拒绝车窗抛物”为主题，引导辖

区群众共同参与、文明出行。
活动中，办事处通过发

放《拒绝车窗抛物倡议
书》、设置“车窗抛物危
害”主题展板等形式，
宣传车窗抛物带来
的危害，倡导居民
文明出行。同时
鼓励社区居民
积极参与路
长制工作，
从 自 身
做 起
摈

弃不良习惯。活动现场，志愿者
告诉群众，车窗抛物是极其危
险的行为，容易造成交通事
故。车主不经意地一抛，不仅
威胁到他人的人身安全，而且
破坏城市环境卫生，车主的文
明道德也荡然无存。现场一名
保洁员说道，在打扫的过程中

遇到过车主往窗外扔塑胶
袋的情况，给他们的清
洁工作带来了困难，

这样的宣传，对于提高车主的
环保意识和修正车主的不文明
行为是非常有用的。

此次宣传引导活动，使大
家对车窗抛物的危害有了更多
认知，进一步提高了辖区居民
群众文明出行意识，营造出“文
明道路行为从自身做起”的良
好氛围。
记者 王明阳
通讯员 王伟霞 文/图

白沙镇 加强整治占道经营 全面夯实路长制
本报讯 流动摊贩占道经

营，不仅妨碍城市交通、污染环
境，也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有损
城市形象。5月 8日起，白沙镇
组织城管中队、巡防中队及社
区城管队员全面清理背街小巷
内的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全力
创造一个环境舒适、道路畅通
的白沙。

针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
题反复的现象，白沙镇通过调整
上下班时间实行错峰执法的工
作方法，采用劝离及宣传教育相
结合的工作方式，向流动商贩讲
解城市管理的相关规定和整治脏

乱差的重要性。此次行动共出动
城管队员30余人次，车辆4辆次，
整治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行为 50

余处，取得了较好成效。
记者 王明阳
通讯员 冉晨旭 袁书华 文/图

郑州东站 打击扰乱站区秩序行为 有效净化东站出行环境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东

站地区管理形象，近日，郑州
东站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牵
头郑州东站公安分局、铁路公
安东站派出所、交警支队六大
队五中队、交通综合执法高速
四大队等开展联合行动，持续
打击郑州东站区域黑出租、黑
三轮、摩的等非法营运行为，
打击扰乱客运市场秩序的喊

客拉客行为。
综管办副主任王兆坤现场

指挥调度，通过各部门共同努
力，本次行动共查处黑出租 1
辆、非法营运车辆2辆、黑三轮
2辆、黑摩的 5辆，有效震慑了
扰乱站区秩序的人员，进一步
净化了站区出行环境。
记者 王明阳
通讯员 刘健鹏 许智香 文/图

杨桥办事处 精细化宣传服务进社区 共建美丽家园
本报讯 近日，杨桥办事处

城市精细化管理人员和志愿者
在万滩村开展“市民城管同发
力、舒适郑州更宜居”城市管理
“金点子”征集活动。

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在
杨桥办事处西邻设置现场咨询
台，制作宣传展板，发放宣传页
等为市民宣传相关业务知识，
广泛开展意见建议征集活动，
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咨
询。部分群众指出目前城市精
细化存在的问题，例如突店经
营、占道商贩堵路、道路上非机
动车乱停乱放等，都是目前与
生活息息相关、迫切需要解决
的。工作人员把意见记录下
来，表示会加大巡查力度，将群
众反映的问题真正落到实处。

下一步，办事处将定期开
展类似宣传服务活动，积极引

导辖区居民关心、关注、支持、
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积
极营造城市管理人人参与、城
市形象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
记者 王明阳
通讯员 宋宁 文/图

龙子湖街道办事处 加大监督检查整改力度 路长制、环保“两手抓”

本报讯 为加强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行动，推进环境空气质量
持续改善，5月13日，龙子湖街道
党工委书记张利刚主持召开紧
抓路长制促环保工作部署会。

会上，张利刚首先传达了
5月 12日郑州市 2019年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战第 13次调度
会会议精神和重要指示，深入
分析当前大气污染面临的形
势。针对下一步工作，张利刚
结合办事处实际指出：加强组
织领导，紧抓路长制的同时，环
保工作坚决不能松懈，辖区 49
个工地由班子成员明确到人，严
格跟进，对履职不力、整改缓慢、

问题未解决的责任人，视情况实
行约谈问责或停职等追责措施；
强化夜间管理，班子成员坚持带

队夜查，盯好渣土车冲洗、车辆遗
撒及道路保洁等“8个100%”落
实情况，确保高标准达标；定期开

展联合执法，严查渣土车违规上
路，确保渣土车按规定时段行驶
【城区三环外施工工地渣土车运
输时间为每日9时至20时；三环
内（含三环）施工工地渣土车运输
时间为每日22时至次日5时】；
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将路长制
向工地延伸，严格监管施工现
场弃土和备料覆盖情况、便道
与地方道路交叉路口硬化处
理，并设置洗车池等防治扬尘
措施情况、施工现场便道清扫
保洁和洒水降尘情况，完善长
效机制，确保扬尘污染防治工
作全面落实。记者 王明阳
通讯员 张亚娟 文/图

龙湖办事处 创精品路段 展龙湖魅力
本报讯 为切实落实上级

领导关于“一条道路、一面旗
帜”的工作指示，深入推进路长
制工作，近日，龙湖办事处在辖
区众意路段开展了以“创精品
路段、展龙湖魅力”为主题的专
项整治活动。

本次活动围绕以下几点展
开：一是广泛宣传，结合路长制
日常巡查工作，采取“边巡查、
边宣传”的方式，向广大居民群
众口头讲解“以点促线、以线带

面”的精品路段创建理念；二是
彻底整治，针对路段中突出的
路边违法停车、工地卫生保洁、
市政设施破损残缺以及路边绿
化不完整等问题，开展全面、彻
底的排查整改；三是长效发力，
以路长制工作模式为依托，结
合定期考评机制，形成“齐抓共
管、常抓常管”新态势，促进各
路段市容市貌持续提升。
记者 王明阳
通讯员 杨帅 文/图

金光路办事处 开展交通秩序治理 提升辖区形象
本报讯 为全面推进路长

制工作，进一步加强辖区道路
交通管理，维护正常交通秩序，
5月 13日，金光路办事处围绕
共享单车乱停乱放、机动车违
停以及机动车车窗抛物等问题
开展整治工作。

办事处工作人员严格落实
路长制，实施责任分包，将乱停
乱放车辆摆放整齐，引导群众
规范停车；坚持以“零容忍”态
度，采取“守点、巡线、控面”方

式，见违必纠、纠违必处；对人
流量大、车辆出入密集场所采
取专项治理与常态管理相结
合，定点守卡与流动巡逻配合
等措施，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下一步，办事处将持续加
大治理力度，努力提高辖区群
众交通安全意识、文明意识，实
现辖区道路整洁干净，交通秩
序井然。
记者 王明阳
通讯员 王小丽 文/图

龙源路办事处 推进辖区围挡搭建 提升市容市貌
本报讯 5月13日，龙源路党

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金彦伟
带领班子成员、中层正职、各村
书记、主任30余人，对辖区安置
区周边环境整治、围挡搭建及市
容市貌大提升工作进行现场观
摩讲评。

金彦伟一行首先来到龙源
嘉苑西苑、东苑实地察看，现场
听取了房屋管理办公室、村负责
人和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对安
置区装修进度、入住率及小区日
常管理等工作的汇报，党工委委
员、办事处副主任方亮对安置区
工作进行了点评。随后，金彦伟
一行分别来到王马庄村、唐庄
村、安庄村围挡搭建现场进行实
地察看，3个村施工负责人对围
挡搭建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办
事处副主任吕恺对围挡搭建工
作进行了点评。最后，金彦伟一
行来到龙源六街、龙源内环路、

龙源一街、龙源外环路、八一路
实地察看了路长制工作开展情
况，在八一路二级路长黄勇对路
长制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汇报，
吕恺对路长制工作进行了点评。

通过此次实地察看工作，
金彦伟指出，一要有序开展安置
区回迁入住工作，打造舒适、宜
居的居住环境。二要高标准、严

要求开展围挡搭建工作，搭建围
挡的壁柱、横梁高度要一致，彩
板板面尺寸、色彩要统一，并按
照目标要求 6月 10日左右完成
围挡搭建工作。三要持续加压，
围绕更高标准，助推路长制工作
再上新台阶。
记者 王明阳
通讯员 王晓兰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