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自郑州市 5月 19日铁路沿
线工作会议召开以来，按照会议部署，惠
济区高度重视、认真筹备，主要领导亲自
挂帅、一线指挥，多措并举、以拆促搬，扎
实推进郑州北站铁路沿线拆迁工作。

近日，惠济区组织长兴路办事处、征
收办、城管局等相关部门，对铁路沿线西
干线段进行集中拆除，面积有 4330平方
米，在全市打响了郑州北站铁路沿线拆
迁第一枪。

高度重视，一线指挥。为保证拆迁
工作顺利开展，惠济区成立了郑州北站
铁路沿线拆迁指挥部，区主要领导亲自
挂帅，主管副区长现场坐镇，区城管局、
林业和园林局、征收办、刘寨办事处、长
兴路办事处等单位密切配合，将指挥部
设在拆迁前线（铁路西干线铁路金桥家
园小区），高站位、齐上阵，上行下效，带
动拆迁工作不断向前。

措施得力，有序推进。惠济区建立
了日督查、日通报、日例会工作机制，组
成了6个工作小组，分别为入户宣传组、
测量规划组、督促搬迁组、拆迁实施组、

疑难问题处理组、综合协调保障组，每天
早上召开例会，明确当天工作重点；现场
办公，协同解决重难点问题，推动郑州北
站铁路沿线惠济段拆迁工作有序推进。

认真排查，建立台账。惠济区成立
排查组，结合铁路局台账，逐项排查、摸
清底数，目前全区台账内拆迁任务共125
处、总面积 188062平方米。惠济区自我
加压、加大投入，在原有台账基础上，扩
大拆迁区域，将有碍城市形象的房屋纳
入整治范围，建立了更全面的拆迁台账。

以拆促搬，初显成效。惠济区组织
召开铁路沿线综合整治工作动员会，全
面开展房屋测量以及各项政策的宣传及
实施。截至目前，惠济区出动挖掘机、雾
炮机、叉车等车辆，拆除建筑 6处、面积
约14259平方米。

惠济区将继续坚持精准施策，不断
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坚决完成铁路沿线
拆迁工作，持续优化郑州北站铁路沿线、
郑州桥工段北环线沿线生态环境，塑造
门户良好形象。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宋璐 张凯

今年以来，长兴街道还围
绕“阳光绿城、清风惠济”主题
开展廉政文化宣传。一面面廉
政文化墙应运而生，这些独特
的“长兴符号”形成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长兴路街道充分挖掘辖区
一切可利用资源，在辖区宏达
路、长柳路、江山路、银河街等主
干道路以墙为媒，运用标语、漫
画、雕塑等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结合典故、家训、传统美德
将廉政文化散播在大街小巷。

一道道廉政文化墙不仅使

百姓及时了解反腐倡廉工作，而
且在潜移默化中提高百姓的廉
洁意识，同时在社会上营造人人
思廉、倡廉、践廉的良好氛围。
另一方面全力推进廉洁文化宣
传，抬头看廉洁、低头思廉政，筑
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促使党
员干部永葆公仆本色。坚守廉
洁自律，不忘本真，脚踏实地、全
心全意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树新风，转作风，营造风清
气正的良好社会环境，长兴路街
道将会持续树立廉政文化这一
亮眼品牌。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落实郑州市关
于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工作相关要
求，持续深化城区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
理，打造畅通出行环境，近日，惠济区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马少军等带领区联席
办、社管办、长兴路街道、江山路街道、交
警五大队、城市管理局等有关单位负责
同志，出动执法人员 50余人，对辖区天
河路、京沙快速路等严管示范路周边交
通乱点、堵点开展集中整治。

当日，参与行动的联合执法人员分
为两组，对天河路、新苑路交通堵点和京
沙快速路北环至连霍高速高架桥下交通

乱点进行整治。活动中，执法人员依法
对电动三轮车、四轮车违规上路行为进
行查扣，对占用主干道的违停车辆进行
拖离，对机动车乱掉头、闯红灯、逆向行
驶等行为现场处罚教育。

在各单位的协同配合下，行动现场
处理违章驾驶、违停车辆 100余辆，拖离
违停车辆27辆，查扣“七类车”违章上路
43辆，现场“三教育一采集”违章驾驶人
员32人，发放文明交通宣传单100余张，
有力治理了堵点乱点交通乱象，净化了
辖区道路交通出行环境。
记者 鲁慧 文/图

惠济区
全面整治辖区道路堵点乱点

惠济区率先启动
郑州北站铁路沿线拆迁工作 多彩文化墙 秀出惠济新风尚

惠济区不少社区充分利用社区围墙、单元楼道等阵地，以漫画、彩绘等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和礼仪、身边的道德模范等，
传播正能量、引领新风尚。这些文化墙不仅图文并茂、美观大方，而且内涵丰富、通俗易懂，成为全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李惠 媛媛 文/图

提起南阳路北环交叉口附近
的兴隆铺，很多郑州人都比较熟
悉，但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取名兴
隆铺呢？在沙口路和兴隆铺交叉
口的文化活动广场，一面彩色的
水粉画墙壁向过往市民讲述了一
段郑州的老故事。

刘寨精细办主任崔晨光告诉
记者，此处展示的是五龙口河流
渡口，很多来往客商在此经商，因
为当地交通便捷、四通八达，居民
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繁荣，所以
取名兴隆铺村。

在兴隆铺西路公交站牌附
近，市民候车的休息椅干净整洁，
而在椅子的背后，展现惠济区隋

唐大运河、荥泽八景等历史典故
的图片被精心排列在墙上。惠济
长桥、黄河古渡、纪庙丰碑等位于
郊区的景色在这里尽收眼底，简
直就是惠济区的旅游攻略！

兴隆铺位于郑州铁路编组站
附近，是郑州的北大门，彩虹桥、
南阳路立交等多条铁路桥、公路
桥、隧道涵洞、高架在此汇聚。结
合当地桥多的特点，刘寨街道办
工作人员在文化墙上展示了中国
各种特色桥梁的建设历程及意
义，让附近居民耳目一新。

文化墙上，古有惠济桥、赵州
桥、卢沟桥，现有黄河大桥、长江
大桥、港珠澳大桥等桥梁文化的

特色展示。一步一景，一路一特
色，漫步在附近的道路上，特色文
化宣传与城市管理相融合，彰显
出当地办事处及路长们的“绣花
精神”。

周末闲暇时光，一些家长带
着孩子在这里一边遛弯一边欣赏
“中国桥”，据这里的老居民回忆，
曾经道路两侧墙面破烂不堪，如
今却成为大家休闲锻炼的乐园。

刘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申亚
沛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将把这
些文化元素推广到南阳路、丰乐
路等城市其他道路，实现“一路一
文化”“一路一特色”，让更多美丽
的精品街道与市民相约！

长兴路街道办事处银河街
西段文化墙赢得好评如潮。银
河街是一条老街，街上有众多小
区，西段紧邻惠济一中，银河街文
化墙选取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忠、
孝、诚、信、礼、义、廉等，文字与图
画交相辉映，传递出浓浓的传统
文化价值观念，让人过目难忘。

“别走啊，过来看看这个
墙。”惠济一中放学后，文化墙引
起了学生们的注意。一篇篇讲
述传统美德的小故事，于润物无
声中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附
近众多居民散步时，无论是牙牙

学语的孩童，还是白发苍苍的老
者，三三两两驻足对文化墙进行
观看阅读。“这个文化墙真是太
好了，原来的墙面又脏又破，如
今不仅美观，而且还有故事，我
们都非常喜欢。”路过的市民以
朴实的言语对文化墙称赞道。

据了解，长兴路街道自大力
开展城市精细化“路长制”工作
以来，为文化寻找到新的载体，
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散播在
大街小巷，以寓教于“墙”的方式
提升城市形象，彰显独特的城市
魅力。

长兴路街道
寓教于“墙”讲述中华美德故事

以墙为媒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宣传

让人眼前一亮的还有古荥大
街上新建的荥泽八景文化墙。惠
济辖域的“荥泽八景”是中原历史
文化的一个经典，可以概括为纪
公忠烈、岳山耸翠、隋堤烟柳、黄
河古渡、鸿沟暮云、广武晴岚、惠
济长桥和古城牧唱8个景观。这
8个景观分布在隋唐大运河通济
渠（郑州北部的索须河与贾鲁河）
沿岸。起始于隋代，繁荣于唐

代。宋代以后与汴梁“清明上河
苑”一脉相承，同称为中原文化经
典之翠。古荥镇政府为了挖掘荥
泽八景的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的
文化内涵，经过精心设计制作，打
造出这面文化墙，以扮靓该镇的
主干道。

“以前脏得不敢走，现在美得
不敢认。”提起环境的变化，家住
惠济区古荥镇居民周先生感慨万

千，家门前的古荥大街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路灯亮了、地砖平
了、乱停乱放不见了、占道经营没
影了，墙角堆积的垃圾变成了鲜
花盛开的花坛……如今的古荥大
街已然成为惠济区的精品街。

自精细化管理路长制开展以
来，古荥镇政府全力推进各项工
作，干净整洁、井然有序的路面环
境已成常态。

古荥镇
小小文化墙讲述“荥泽八景”故事

刘寨街道
文化墙串起兴隆铺的故事

塑气质 升颜值

上路找“茬”
实事办到百姓心上
将问题路变身红旗路

我叫杜炎，是长兴路街道兴隆铺路、丰
乐路、长虹路和学前街这 4条道路的二级
路长。4月5日清明假期第一天，我跟往常
一样上路巡查。我们路长就像眼睛，要随
时随地发现问题。每天，我的路长巡查工
作从上班前就开始了。在上班路上，我依
次巡查兴隆铺路、丰乐路、长虹路、学前街，
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记录下来一一解
决。上午我会在工作之余继续上路巡查，
每走到一条路上我都会和这条道路的三级
路长和巡查员在约定地点见面，大家一起
回顾一下前一天的工作，梳理当天的工作
任务，明确工作要点、难点和突出问题，大
家齐心协力，共同出谋划策。

现在每条道路上的各种情况我都了然
于心。丰乐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路上
游商较多，突店经营现象时有发生。针对
这一情况我组织开展了集中巡查，在商户
中开展“文明示范店”评比活动，每周评选
出2~4家红旗商户。

每每走到长虹路，都有感动和欣慰，我
参与了这条路改头换面的历程，更见证了
这条路日新月异的变化。曾经的长虹路道
路破旧、垃圾满地，突店经营、违章停车现
象严重，我作为这条路的路长责无旁贷，一
点点补齐城市管理短板，组织人员不间断
开展垃圾清扫，对路口处的破损道路进行
修补，对沿街商铺进行逐户走访劝说。针
对郑大体院南门附近的小商铺，更是下大
力气规范，从环境卫生整治到统一门头招
牌都一一落实。针对乱停车问题，在道路
一侧划出固定停车区域，在机动车禁行禁
停区域安装阻车桩。如今的长虹路路面整
洁通畅，道路两侧绿树掩映、花草点缀，不
仅脱掉了“脏乱差”的黑帽子，更是以“畅、
安、舒、美”的新面貌赢得了辖区居民的交
口称赞，并多次被评为市级红旗道路。

随着路长制工作的纵深推进，我对精
细化管理路长制工作从模糊的感知转变成
具体的认知。作为路长要有基于岗位又高
于岗位的责任心和服务意识，要善于发现
问题，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要善于想民
所想，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从打造这样一
条条便民利民的道路开始，尽自己所能满
足辖区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想，这就
是精细化管理工作的意义所在。

■长兴路街道路长工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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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色无边景动人 黄河之畔美几分

夸一夸“大美惠济”，环境整治有妙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