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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同心协力齐行动为城市形象增光添彩
经开区将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落在实处、落在深处

本报讯 近日，前程办事处党工
委副书记、主任陈伟带队实地督导
辖区“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华诞”城
市环境综合治理提升工作，现场查
看了园林绿化管养、市政问题维修、
道路保洁等整治情况。在督导现
场，陈伟要求，各部门要进一步细化
分解治理任务，紧扣整治目标，不断
提高工作标准并建立完善的监督考
核机制。同时全体工作人员要发挥
主观能动性，从实际出发，认清形
势，及时调整工作思路，选择正确高

效的工作方法，确保城市环境综合
整治提升工作落到实处。

陈伟还表示，开展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要以“路长制”为抓手，以网
格化为载体，结合“千百十”道路达
标提升和红旗办事处创建工程，集
全办之力共同打赢环境综合整治攻
坚战。全体工作人员要到辖区内各
条路段开展巡查整治工作，细化分
解任务，逐一对接环卫公司各条道
路负责人，建立联络机制，加
快问题交办处置速度，明确

职责，遇事不拖拉、不推诿，确保城
市环境更加“整洁、有
序、舒适、愉悦”。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陈冠名

本报讯 近日，经开区举行“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华
诞”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第一次观摩点评活动。
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樊福太带领区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党政办
公室、纪工委、财政局、城市管理局等主要负责人走进辖
区各办事处进行现场观摩，现场就绿化提升、垃圾清运、
卫生死角等出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对各办事处综
合整治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考评排名。经过考核排名，经
开区前程办事处、九龙办事处排名靠前。

据介绍，自“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华诞”城市环境综
合整治提升工作开展以来，经开区前程办事处独具特色
的“一二三四五”工作法使辖区的环境得到改善。九龙办
事处全面动员，迅速出击，高标准、严要求开展城市环境
综合整治提升工作。按照“一天一个样、每天不一样”目
标要求，九龙办事处实现闲置土地围挡合围2.4万米。

观摩活动中，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王义民做出点评。王义民说，每个办事处都有自己的情
况，都有自己的特色，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

要根据实际，因地制宜，各个办事处要找准自己的重点，
抓出自己的特色。同时，要搞好协调，开展城市环境综
合整治提升工作，要注意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尤其是发
挥好保洁公司的作用，各办事处要加强与保洁公司的对
接，各办事处之间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迎头赶上，高
标准、严要求，共同助推城市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再上新
台阶。

樊福太说，各办事处、指挥部及相关部门要认真反
思，对各辖区内存在的“脏乱差”问题及卫生死角问题进
行深刻反思，快速找到解决途径，及时整改。各相关单
位要围绕市容市貌、围绕管理水平、围绕文明素养提升，
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提升方
案。各办事处要充分调动各方力量，集中精力、下足功
夫、快速行动，立即在全区掀起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
新高潮。同时要高标准、严要求抓好问题整改，找准自
身定位，不折不扣完成目标任务，确保全区环境面貌大
提升、见成效。
记者 王赛华 文/图

提升认识迅速行动 提高标准立即整改
经开区举行“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华诞”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第一次观摩点评活动

祥云办事处 成立督查组，实行“全天候”督查
本报讯 近日，祥云办事处开展

“70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扎实推
进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办事处利
用沿街电子屏、宣传条幅、流动宣传
车等宣传环境综合整治观念、交通
秩序整治等，调动起居民参与环境
综合整治的积极性。组织办事处机
关干部、村组干部深入一线，对重点
区域及村内的乱堆乱放杂物、垃圾
死角、车辆乱停乱放、违章建筑拆除
等进行全面排查清理，彻底改善辖
区内环境综合整治面貌。在工作职
责分工上，明确了主要领导抓总、分

管领导抓村、村委抓点的责任体
系。将村庄主要出入口、主要交通
干线周边、道路两侧、重点地段等作
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重点，分工到
位、责任到人，实行村庄联动整治，
注重点、线、面结合，全面推进全面
突破。组织成立督查组，实行“全天
候”督查，制定了“三净六无三及时”
的整治标准，做到地面净、墙面净、
绿化带净，确保无人占道经营、无车
辆乱停乱放、无积存垃圾、无黄土裸
露、无新增违章建筑、无违章广告，
及时制止各类破坏绿化及环境综合

整治的行为、及时拆除辖区内违章
建筑，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村委反
馈并督促整改，不给“脏乱差”留有
余地。记者 柴琳琳 文/图

市卫健委督导经开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
本报讯 7月10日上午，市卫健委副主任原学岭

带队对经开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进行督
导检查。督导组一行分别对郑州市十一中学比赛
场馆、好望角小区、大河国际酒店及周边环境卫生
进行了重点检查。

原学岭表示，迎接全国民族运动会是当前市
委、市政府一项重点工作，要站在讲政治、促发展
的高度，认真贯彻落实，继续加快比赛场馆建设，

注重质量与安全并重，特别是室内空气质量；周边
环境卫生要进一步整治提升，特别是绿化带、下水
道内卫生死角的清理；要增加病媒生物消杀频次，
降低密度，保障比赛期间无蚊蝇、无异味。

此次检查为经开区进一步增强城市活力，提
升城市形象，建设秩序优良、环境优美的美丽经
开，迎接全国民族运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记者 王赛华

区领导督导祥云办事处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

本报讯 7月9日上午，经开区党工委委员、工会主
席王宏伟到祥云办事处现场督导“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
华诞”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开展情况。王宏伟
来到郑尉路席庄段，实地察看交通秩序、路面整治、背
街小巷整治等相关情况。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吴晓莉对
办事处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汇报。

王宏伟对办事处上一阶段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
并对下一阶段的工作提出要求。他要求，办事处要加

强各村背街小巷、房前屋后等环境整治，对环境脏乱、
违章搭盖问题突出的区域，迅速开展整治，立足标本兼
治，精准施策；要抓紧对重点区域及周边地面、店面、立
面开展高标准、无死角集中整治，加快推进有关规划改
造工作，实现环境整洁有序；要加强配合协作，提高运
作效率，强化督导检查，确保整治工作常态长效，全员
参与高标准推进，实现环境改善提升。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卢亚兰

京航办事处
要压实工作责任、增强实干意识，持续高效推进整治

本报讯 7月9日，经开区纪工委副书记、监察
局局长梁辉对京航办事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进
行查看，京航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赵红彬陪同。
查看围绕“四个重点”“两个专项”工作开展情
况进行，梁辉一行首先查看了京港澳高速航海
路下道口附近小王庄村乡村道路整治工作。

赵红彬介绍，办事处“四个重点”任务 7月 20
日前逐一整改落实，“两个专项”任务“散乱污”
企业取缔 7月底前全部整改完毕，施工工地治

理常态化。针对下一步工作，赵红彬表示，各
村、各网格、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
要紧盯目标任务，持续高效推进；要压实工作责
任、增强实干意识，办事处全体人员、“村三委”成员
全员上阵，全力以赴做好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

梁辉对办事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采取的措施
和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同时要求办事处要结合
自身实际确保在时间节点完成整治任务，使京航
办事处整体环境有效提升。记者 柴琳琳

潮河办事处 清理楼院积存垃圾，消除卫生死角
本报讯 7月 6日上午，潮河办事处二三级路

长、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三级网格长、7个社区“两
委”干部及相关工作人员，对辖区道路沿线、施工
工地、居民楼院等进行全方位巡查，全力开展环
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

在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引导辖区商户、企
业、居民等积极参与，踊跃投身城
市环境综合治理，着力形成共治共

享新格局，为辖区居民
提供良好的宜居环境，

为创建文明城
市做出最大的
努力。

办事处
严 格 按 照
“ 八 个

百分百”施工要求检查辖区各在建工地，对施工
工地物料堆放、工地围挡、施工现场等问题进行
查看，发现违规作业的一律严肃处理，现场停
止作业并下发停工整改通知单。严格按照楼
院环境整洁、建筑外墙美观、车辆停放有序等
工作目标，组织工作人员对瑞锦小区进行全面
整治，现场工作人员热情高涨，帮助小区居民
清理楼院积存垃圾，消除卫生死角，引导车辆
合理有序停放，同时对建筑物外立面进行清
洗，清除楼道、广告栏等小广告。下一步，办事
处将提高此类活动的开展频次，继续以“路长
制”为依托，加大日常巡查，认真排查重点区域
存在的问题，狠抓工作落实，持续开展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为辖区居民提供良好的
生活环境。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王莹 文/图

明湖办事处
全体党员冲锋在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的第一线

本报讯 近日，明湖办事处召开
“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华诞”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推进会。会议对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再安排、再
部署，要求各社区要进一步加大
宣传力度，广泛动员企业、商户、
居民参与，在辖区内积极营造全
民行动的良好氛围；各责任单位、
责任部门要认真学习文件精神，
对照文件要求进一步明确各自任
务，明晰重点区域和重点工作，深
入开展逐项整治；各单位、各社区
要根据自身情况，精心谋划、理清

思路、认真落实，有方法、有重点
地解决各类问题。

明湖党工委书记魏喜盈要求，
全体参会人员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从思想上充分认识此次行动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责任、狠抓落
实，坚决保障各项部署任务落实到
位；各社区党支部要充分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全体党员冲锋
在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的第一
线；纪委办、督查室要强化督查与问
责，对存在懈怠、敷衍、工作不及时、
落实不到位的相关责任人进行纪律

处分，全力推动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取得实效。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周永凯 文/图

本报讯 早“六”晚“八”错峰执法、“全城清
洁”更加细化，每周五上午 8:30，九龙办事处班子
成员、机关人员、社区人员、志愿者 200余人穿着
五颜六色马甲汇聚于此……近日，九龙办事处党
工委书记刘磊现场对当前辖区环境综合整治提
升工作进行再安排再明确，切实保证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落在实处。

九龙办事处建立联动长效机制，细化“全城
清洁”各村参与其中。“全城清洁”行动在原有每
周五开展基础上，每周三、周四在九龙、八里湾、
东贾等 7个村相继开展，切实将此项行动落在实

处、落在深处，带动更多的人从行动上进行改变
助力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建立“早安排 晚汇报”
错峰执法工作机制，6支执法中队 40余名人员每
天 6：00~8:30、11:00~14：00、18:00~20:00在龙善
街、龙美街等人流量密集街道进行错峰执法，并
建立执法“日汇报、日解决”制度。从机关到 7个
村的“全城清洁”行动，到错峰执法，认识上再深
化，标准上再提高，作风上再深入。下一步，九龙
办事处将强化责任担当，用心、有力抓落实，动员
辖区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努力，营造九龙干净、舒
适的宜居环境。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王楠

九龙办事处
早“六”晚“八”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显决心

区建设局
加大区内交通环境整治工作力度，为城市形象增光添彩
本报讯 近日，经开区建设局联

合郑州市交通运输局执法处四所对
辖区驾校开展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此次联合行动紧紧围绕扬尘国控站
点周边驾校开展检查，要求各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单位做好扬尘管控工

作，严格按照省、市、区工作部署，特
别是针对个别练习场地未硬化、易
起尘特性，拿出具体行动方案，立即
整改。行动现场查处三友驾校练车
道未硬化，扬尘防控不达标，已责令
立即整改。

下一步，区建设局交通管理科
将继续加大对区内交通环境整治
工作力度，为创建经开区干净、整
洁、靓丽、文明、有序的城市形象增
光添彩。
记者 柴琳琳

前程办事处
集全办之力共同打赢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