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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到哪儿感受非遗
魅力，又去哪里喝茶、聊天、开
展文化娱乐活动……在东大街
街道东关南里社区党群便民服
务中心“一站式”满足你。

这个被辖区居民称为“居
民之家”的地方，自今年2月份
正式向辖区居民投入使用后，
便受到众多辖区居民的“追
捧”，作为党群便民服务中心的
“忠实粉丝”，65岁的陈凤仙经
常对这里的服务点赞：“我喜欢
唱歌，但一直苦于没有地方发挥，
现在好了，社区给我提供了这样
一个好地方，每天和老伙伴们
在一起唱唱歌，环境既舒适又
温暖，每次待着都忘了回家。”

据介绍，东关南里党群服
务中心占地面积 1540平方米，
整个区域分为三层，一楼为党
建展示区和便民服务区，二楼
三楼为各种功能活动区，而最
有“看头”的当属一层的基层党
建展示区。

作为管城区商都历史文化
区的主战场，东大街办事处任
务和责任可想而知，为了展现
办事处所做的工作以及能够更

好地留住居民曾经在这里生活
的回忆，办事处以照片的形式
将时光停留，“我们希望通过这
些图片的展示，让群众了解到
商都历史文化区的进程，引起
群众对商都历史文化区未来的
憧憬。”东大街街道党工委书记
曹广庆表示。

同时，在服务中心展出的
一些管城区“非遗”作品，如点
翠首饰、剪纸工艺等给中心增
添了许多文化气息，让源自民
间的非遗活起来。曹广庆表
示，街道党工委紧跟商都历史
文化区建设步伐，搭建这样一
个展示平台，以共享传承传统
文化的思维，挖掘和保护辖区
“亳都文化”“非遗传承”资源，
依托文庙、社区学校开展国学、
传统文化教育，让商都文脉代
代相传；整合 10余支文化服务
队伍，开展大型文体娱乐服务、
书法画艺展览等活动，让传统
文化绽放时代新姿，成为商都
历史文化区的一道风景。

“强服务、解民忧”永远是所
有工作的核心，在东大街办事处
正在进行的路长制工作中，就是
将该工作作为工作重点来抓。

法院东街是最典型的老城
区背街小巷道路，全长 189米，
虽然街道不长，但问题却不少，
以前道路两侧人行道基本被商
户圈占，“僵尸”三轮车、空调室
外机、家禽、餐饮广告牌、碎石、
花盆等。两侧为四十三中家属
院、仪表厂家属院等，为无物业
管理的老旧楼院，存在基础设
施落后、道路坑洼狭窄、人居环

境杂乱等诸多问题。现在好
了，简洁于一身的徽式建筑装
饰特色，彰显历史文化内涵，为
街道风景增添人文风情，营造
美观大方、干净整洁环境卫生
面貌，取代了原先杂乱无章的
景象，一步一景的微景观和精
致彩绘墙体也让居民有种身临
其境的融入感。

如今的法院东街已经成为
居民心中的“牵挂”，“以前走这
条街总是百感交集，现在每天
在街上走一走，心情就会好很
多。”居民万先生说。

“办事处在打造每条街时
都会充分听取居民心声，每条
街道的环境都会与设计所契
合。”东大街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主任李翔介绍，路长制工作
开展以来，办事处广泛征集群
众意见，集思广益，对法院东街
进行统一设计，在亮化美化上
下功夫。同时，办事处还向居
民楼院延伸，对楼院内破旧道
路进行翻新，墙体立面与街道
徽派风格统一，并打造居民议
事厅、公共读书角供居民使
用。形成了“路长吹哨、部门报
到”、齐抓共管、共建共治的良
好局面，让居民群众切身体会
到环境优美、宜居宜业、出行方
便的精品街带来的巨大变化，
从以往的居民匆匆路过，改变
为居民驻足休息、拍照留影，再
到自觉维护，主动参与到路长
制工作中来，路长制工作得到
了质的提升。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刘博闻 巴治华 文/图

本报讯 近日，紫荆路与五里堡
北街突然热闹起来，每天都有不少居
民在这里驻足观看路边墙上新增的
党建、历史等知识。据介绍，紫荆山南
路街道西堡社区是管城区首个“红色
街区”，自路长制工作开展以来，社区
将“红色街区”党建主题文化与城市
精细化管理相结合，坚持示范带动、
纵横结合、抓细抓常，真正把城市精
细化管理工作做实做细，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据介绍，西堡社区总面积近 0.2
平方公里，总人口13000多人，共有3
个路段，分别是紫荆路（838米）、五里
堡西街（1124米）、五里堡北街（622
米）。“红色街区”内，路面干净整洁，一
排排法桐树整齐划一，非机动车辆有
序摆放，两侧墙壁上“永远的丰碑”、开
国元勋、十九大主题宣传等红色文化
与各类中式设计有机融合，形成一道
文明、和谐、人文、艺术的城市风景线。

在路长制日常管理中，西堡社区

坚持党建引领，召开区域党委联席
会，协调紫荆小学、商城幼儿园等 4
个辖区单位、87个沿街商户对各自门
前区域进行分包认领，形成齐抓共管
的工作格局。西堡社区作为河南省
优秀志愿服务社区，注册志愿者人数
达 1126名。社区整合“两委”干部、
在职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志愿者等
资源，组建了道路清扫、交通维护、宣
传动员等多支路长制志愿者服务队
伍，助力解决非机动车辆摆放、文明
交通、环境卫生等问题，为辖区居民

群众营造了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
境。截至目前，紫荆路荣获市级红旗
路段3次，区级红旗路段2次；五里堡
西街荣获市级红旗路段 2次，区级红
旗路段 1次；五里堡北街荣获市级红
旗路段 1次。其中，紫荆路、五里堡
西街被评为市级优秀红旗路段。

紫荆山南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李杰介绍，围绕郑州市“千百十”的工
作任务，紫荆山南路街道提出“大干
30天，全域达标”的工作目标，成立了
“争创红旗办事处”工作领导小组，对

辖区各路段逐一验收，实施销号管理
和日通报制度，并将达标完成情况纳
入各级路长的绩效考核。通过强化
督导考核，压实责任，凝聚推动路长
制工作的强大合力。

“下一步，紫荆山南路街道还将
统筹抓好‘百城提质’整街坊靓化、国
土增绿等城市管理工作，升级改造老
旧楼院 28个，打造便民游园 7个，努
力为群众营造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
环境。”李杰说。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刘博闻 薛新芳 文/图

本报讯 从“脏乱差”到“洁净
美”，一条背街小巷华丽转身的背
后是标本兼治、对症下药，精准解
决顽疾的举措。为了使居民环境
宜居舒适，自路长制工作开始以来，
南关办事处高度重视抓好背街小
巷环境综合整治，剑指背街小巷的
“脏乱差”。

二服小路就是改造中的“代表”，
“环境差、出行难，只有几米宽的路，
再加上电动车，汽车基本走不动。”在
附近居住多年的陈先生说，上下班车
行这段路要花上很长时间，“拥堵得
无法进院里，也无法出小区。”

如今再看看，老旧墙体更换成了
文化墙，无人驻足的角落变成了小游
园，破损的路面修补一新……“在此
次路长制工作中，这条路段共拆除路
面及楼院违章 78处千余平方米，整
条路共绿化面积 400平方米，种植绿
植 10余种，有爬藤类、灌木类、各种
草花类，保持四季常青。”该路三级路
长李瑞红介绍说。

南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主任赵
玉表示，自路长制工作开始以来，办
事处通过不间断加大投入，结合“一
征三议两公开”，急群众所急、想群众

所想，对现有线路进行捆扎，对路面
重新进行了铺设。同时，结合环境
见缝插绿，通过一系列措施极大改
变了辖区道路环境，得到了群众的
一致好评。

她还表示，辖区共有 34条道路，
按照规定辖区内组建了以交通、环卫、
食品安全、执法等部门及党员、群众、
商户积极参与路长制队伍，人员全部
服从路长指挥调度，各司其职，切实做
到“路长吹哨，部门报到”。同时，每周
对“门前四包”落实情况进行全面督导
检查两次，组织门店和沿街单位进行
红（黑）旗评比，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
的难点和突出问题。

除了生活环境的改变，民生工作
也是南关办事处所关注的问题。

6月4日中午，饭点刚到，在印刷
厂社区中金养老中心的老人已经开
始准备进行午餐，今天的午饭是素包
子、米饭和菜、汤。养老中心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老人的餐点都是经过严
格的营养搭配，每天都不重样。“现在
大多数子女工作繁忙，白天没时间照
顾父母，很多老人一日三餐都是凑合
解决，开设这个中心就是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中心设有棋牌室、多媒体

室、书画室、按摩区、美发区、助浴室
等，还有专人负责老年人的日间照
料，给辖区老人老年朋友提供了一个
集休闲娱乐、保健养生、用餐供应为
一体的服务场所。”印刷厂社区书记
周非介绍，作为管城区最早的“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中心采取“区级
指导、街道主体、机构中运营、社会监
督”的管理模式，2018年 7月 22日开
始营业,中心共设50张床位。

“中心从老人的实际需要出发，
设有助餐服务，对于白天没有人在家
给老人做饭的老人，中心还会提供专
门人员为老人送餐到家，打造老年人
身边的‘睦邻小厨’。”周非说。

街道党工委委员、副主任熊凯表
示，下一步，办事处将进一步提升辖
区内老年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真正
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
乐。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居家养老服
务质量，将在 2020年以前在全辖区
建立日料中心，为社区居家养老提供
专业服务支撑，整合服务资源、拓展
服务功能，更好地满足现代老年人多
元化的需求。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刘博闻 张磊 文/图

本报讯“以前这里居住
有 10多户居民，一部分为铁
路部门分配给职工的住房，
一部分为个人自建房屋，管
理有很大难度，比较乱。整
治后焕然一新，我们附近居
民经常来这儿散步聊天。”目
睹身边环境的变化，居民张
女士很开心。

据了解，航海东路街道
办事处铁路沿线违法建设拆
除涉及京广、陇海、中储 3条
铁路段，全长 3.6公里，沿线
两侧共有仓储、彩板房、铁路
局职工违建房等 22处，总面
积 3.2万平方米。自铁路沿
线拆迁工作启动以来，街道
共出动各类工程机械 5台、
50余次，出动人员 150余人，
清运垃圾 14644立方米，平
整场地约 3万平方米，覆盖
六毡防尘网约10万平方米。

同时，街道加快铁路沿
线绿化和游园建设，京广、陇
海铁路沿线绿化已完成，绿
化面积 3.8万平方米。游园
建设方面，紫辰路、石化路等
3个游园共 2.3万平方米，已建成开放；紫东、
魏庄西街等 5个游园共 4.62万平方米，目前
地面附属物全部拆除完毕，已完成征地，下一
步将尽快完成培土绿化。另外，由企业出资
建设的花韵、雅韵等4个9500平方米的游园，
积极协调督促跟进，目前正在有序施工建设。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海军说：“结合正
在如火如荼开展的路长制，我们着力实施拆
墙透绿、见缝补绿等工作，极大改善人居环
境，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在全力做好辖区铁路沿线绿化工作的同
时，航海东路街道依据全市深入推进路长制、
市容市貌大提升活动精神，结合辖区实际，打
造德风街、云鹤路等4条特色文化路段，形成
一路一特色文化氛围；建设“微绿地”，扎实推
进 7个小游园和 15个楼院的绿化等项目，推
动市容市貌持续转变。

街道办事处主任李静介绍说，街道充分协
调调度区、街道、社区和社会单位4个层级力
量，探索建立“一长三员七队”队伍管理机制，即
以三级路长为核心，由督察员、巡查员、劝导员
“三员”配合，工商、执法、食药、交警等7支下沉
及公共单位共同参与的路长制队伍，从小处着
眼、从细处着手，做到“时间无盲点、空间无遗
漏”，从而确保城市管理内容的具体化、精准化。
记者 冉红政 柴琳琳
通讯员 黄帅 张晓鹏 文/图

紫荆山南路街道

讲好“红色故事”打造红色街区

南关街道

路长、居民联动，背街小巷焕发新活力

航海东路街道
下“绣花功夫”
“绣”美丽家园

近段日子以来，不少细心的市民发现，不经意间管城区身边的街头、游园、
微公园悄然增加了不少，除此之外，小区里、道路旁……许多地方都被“美颜”，
这些民生工程让辖区群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近日，《郑州晚报·管城
时报》走进管城区的乡、办，用镜头和文字感受管城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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