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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精细化管理，让中原区“出落”得更加动人
通过市容综合整治和交通秩序治理，让居民出门见景，出行不闹心

中原区落实郑州市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精神

边研究、边动员、边推动
尽快启动精细化管理工作

本报讯 7月16日，中原区召开交通整
治工作推进会，区委副书记、副区长李晓雷，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成小波等参加会议。

成小波对中原区如何做好治理工作
提出要求。要扩大宣传范围、宣传力
度。整治交通违法行为及电动车规范管
理，不仅要使用传统的宣传方式，还可以
通过微信公众号、手机群发短信等方式扩
大宣传范围、力度。建立联动机制，充分
利用并发挥辖区内学校、法制部门、文明
单位等社会力量，营造浓烈的宣传氛围。
建立交通治理长效机制，引入考核、督查、
排名、奖惩等措施，使交通治理常态化。

李晓雷对中原区前期交通治理工作
进行了总结，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
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会上级工作精
神，查找工作中的差距。统筹规划、统一
部署，及早将方案（试行）下发到各级单
位，做到全区上下一盘棋。各副区长对所
分管分包的职责单位要下大力气去抓，沉
到一线去，实地察看，切实解决存在的问
题。统筹各方工作力量，联合开展大督

查，每周至少召开一次工作推进会，对涉
及局委及街道工作开展情况评优评差。

同时，要加快停车场建设进度，加强
对共享单车、运营车辆、报废车辆等散乱
车辆在幼儿园周边等重点区域的治理，对
辖区易堵点开展专项治理，建立相关“工
作群”，发挥社会力量，建立志愿者队伍。

继交通治理工作推进会后，7月 24
日，李晓雷对中原区部分堵点、乱点的交
通秩序治理进行督导，区政府党组成员
王宏军陪同参加。

李晓雷一行先后察看了帝湖花园门
口、桐柏路沿线、工人路沿线。督导中发
现，帝湖花园门口道路机动车乱停乱放
现象依然存在，桐柏路和工人路沿线两侧
人行道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现象虽有所改
观，但还是存在乱象。对绿东村街道在桐
柏路陇海路口协调地铁 5号线整理工地
围挡，加强非机动车管理进行了肯定。下
一步，希望各部门、各街道提高认识，加强
执法、督导力度，全力打赢城区道路交通
秩序综合治理攻坚战。 记者 张改华

本报讯 7月25日，郑州市召开加强
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推进会后，中原区委书记乔耸于当日中午
召集交警二大队、区文明办、区城管局、区
行政执法局、区交通局、区工商质监局等
单位主要领导、各街道书记召开贯彻落实
会议，区领导李晓雷、成小波、那磊、王宏军
参加会议。

乔耸传达了市里会议精神，并对中
原区交通秩序综合治理提出五点意见：
一是研究政策。要把市里的各项政策研
究好、运用好，要研究透文件里抓的新要
求、新任务。二是明确任务。务必坚持

台账式管理，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找
准任务，谋定而后动，分工具体。三是统
筹安排。由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成小波
牵头，副区长李卫林、王宏军配合，成立
领导小组统筹安排，每周都要开一次碰
头会。四是提高工作标准。城市精细化
管理工作迫在眉睫、势在必行，要毫不犹
豫开展工作。这项工作是讲政治的需
要，是惠民生的需要，是带队伍的需要，
是抓党建的需要，各单位务必要提高工
作标准。五是工作启动要快。城市精细
化管理工作要尽快启动，边研究、边动
员、边推动。 记者 张改华

中原区召开交通治理工作推进会

加快停车场建设
加大共享单车等治理力度

中原西路街道 开展全城清洁 打好交通治理组合拳

本报讯 为加强辖区环境卫生治
理工作，使居民能有更卫生舒适的生
活环境，7 月 27 日，中原西路街道组
织相关科室、社区和物业，开展环保

卫生清理活动，对小区内所有卫生“死
角”进行彻底整治。

此外，为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秩序，
提升辖区道路交通文明程度，创造安全、
畅通、有序、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近期，
中原西路街道“两手抓”打好交通治理组
合拳。

加强宣传促意识。社区工作人员及
党员志愿者对居民进行文明出行宣传教
育，认真为居民讲解闯红灯、超速驾驶等
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积极倡导市民文
明参与公共交通，共同抵制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同时，社区广泛动员辖区安装
LED电子屏的临街商铺加入到宣传行列
中来，使用社区宣传栏、电子屏等各类载
体张贴和播放活动宣传口号，引导广大

居民群众自觉树立安全出行、做文明交
通人的正确理念。

严抓共管促成效。对万达广场周边
非机动车停放乱点区域进行集中治理。
重点是共享单车的摆放，工作人员分组分
头把乱停乱放共享单车搬移到指定的停
车区域，督促引导群众规范摆放非机动
车，共同维护城市环境。同时，对秦岭路、
华山路等主干道上的逆行、超速、横穿马
路、超速超载、不礼让行人等违反交通秩
序的人员及其行为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
并依法进行处罚，并督促大家出行时要文
明礼让，安全行车。此次行动的开展有效
降低了辖区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提高了居
民安全意识。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李翠颖 高培玲 文/图

航海西路街道
多方联合全面排查 整治辖区市容市貌

本报讯 7月25日，航海西路街道联
合交警二大队、航海西路街道执法中队、航
海西路街道食药监所、城管办、大气办共计
50余人，对辖区颍河西路铁道沿线市容环
境问题开展市容综合整治联合行动，重点
对突店经营、占道经营、户外广告等市容问
题进行整治。整治中，食药监所工作人员
发现该路段的餐饮店均未办理相关证照
后，对沿线 12家餐饮店下达责令整改通

知书，目前已全部停业整顿。同时，对 3
处私搭乱建的彩板房下达责令整改通知
书，要求限期内拆除完毕。此次活动整治
占道经营7处，拆除LED灯3个、墙体广告
4处、违章门头两处。

7月24日，航海西路街道联合中原区行
政执法局、交警二大队一中队共计100余人
在陇海路桐柏路周边开展市容综合整治行
动，整治重点为机动车违章乱停、非机动车
占道乱停乱放以及沿线擅自设立障碍物、小
广告、条幅。当日暂扣非机动车27余辆、共
享单车70余辆，规范停车20余起。

另外，在整治过程中发现桐柏路大商
地下停车场出入口处有一片空地被某商
场圈建，执法人员当即对圈建设施进行拆
除，并取消路面机动车停车位，扩大给非
机动车停放区域，统一划定非机动车停车
位。目前，该处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约
100余处。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朱琳 文/图

汝河路街道 交通整治、市容环境“一把抓”
本报讯 为使城市精细化管理得到

进一步提升，7月 20日上午，汝河路街道
组织辖区 12个社区、辖区文明单位、城
管人员、青年团员志愿者等 200余人，开
展了“交通秩序”“市容环境”大整治系列
活动。

随着《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向
纵深开展，全市把交通治理工作列为重
点，汝河路街道紧跟步伐，利用“全城清
洁日”这一契机，组织人员头戴小红帽、
佩戴志愿者袖标冒酷暑走上街头，在各
自管辖区域内开展了“交通秩序”大整
治，对未按照规定停车的车主进行了劝

说，积极劝说其规范停车，不要占用公共
车道；对人行道边的非机动车辆进行了
规范摆放，一个人推不动，喊来大家一齐
动手搬。

同时，12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加大巡查
力度，对排查出部分沿街商户为了招揽顾
客，张贴宣传海报、标语等造成视觉污染，
影响了市容环境整洁美观的橱窗广告，耐
心细致地进行了劝导，督促商户动手撤除
并擦拭干净。

当天活动的开展，共劝导机动车50余
辆、非机动车摆放300余辆、橱窗广告清理
40余家，有效缓解了交通压力，提升了城

市整体美观度。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李建霞 文/图

本报讯 为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深入开展，积极响应全市“文明交
通”专项整治活动号召，建设路街道结合
辖区实际，持续开展交通综合整治活动。

近日，建设路街道城管科、执法中队、协
管员、巡防队员及交巡警二大队三中队近50
人开展联合执法，对辖区中原路桐柏路、中
心医院附近等重点路段乱点进行集中整治。

对于中心医院周边乱点问题，建设路
街道协调中心医院增加看车人员，提高管
理标准及要求，安排增加人员看管车辆，
并联合交警对辖区违规停车进行贴条、扣
留、拖移。通过制作宣传条幅、PVC板等，
标注禁止停车区域。

经过 10多天的整治，共治理机动车
1000余辆，暂扣三轮车 40辆、共享单车
300余辆、电动车500辆，劝阻乱停乱放共
360次，摆放非机动车1000余辆。

此次开展文明交通整治活动，为辖区
内市民的安全出行、文明礼让营造了良好
的宣传氛围，全面提升了城市整体形象和
文明程度，进一步营造了安全畅通、文明
交通的道路环境。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敖明成 陈静

建设路街道
营造安全畅通、
文明交通的道路环境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群众交通
安全意识，桐柏路街道多措并举，开展交
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

加强宣传。街道通过召开动员会、张
贴标语、悬挂横幅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
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排查整治
工作，使交通秩序综合整治工作深入人
心，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截至目前，街
道结合平安建设宣传活动制作了200条宣
传条幅悬挂于辖区显要位置和居民楼院，
并利用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交通整治内
容，摆放沿街违停非机动车辆，引导广大
居民自文明出行。

因地制宜。结合目前辖区交通秩序
的实际情况，街道组织人员重新合理喷化
规范机动车存放区，共喷画 6000平方米，

并在醒目的车辆停放处放置标识，为非机
动车、行人创造良好的停放和通行条件。

严格排查。街道组织人员 150人次，
联合桐柏路公安分局、交警二大队、执法
中队、保安公司等多部门采取现场查纠和
取证拖移处罚相结合的处理方式，灵活治
理非机动车占道违停现象，截至目前共暂
扣乱停乱放非机动车辆 110余辆，现场教
育违停电动车主50人。

规范劝阻。针对上下班高峰期和学
校周边交通秩序大环境，加大交通志愿者
劝阻力度，要求各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每日在上下班高峰期及中小学上放学时
间段上路执勤，劝阻不文明行为，截至目
前共劝阻违法行车760例。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谢梦姣

棉纺路街道
专项整治
非机动车乱停乱放

本报讯 近日，棉纺路街道联合桐柏
路公安分局、交警二大队等，在棉纺路丹
尼斯周边开展非机动车乱停乱放专项整
治行动。

此次行动，一是对棉纺路丹尼斯周边
非机动车辆占用机动车道、停车位、人行横
道乱停乱放等现象进行集中整治，对乱停乱
放的非机动车车主逐一进行教育和规范，对
拒不改正者的车辆进行依法暂扣；对无人认
领的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辆，进行暂扣。二是
安排专人加大巡查力度。对辖区商场、地铁
口周边等重点场所及易拥堵的路段设立重
点区域，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巡查，及时劝阻
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行为。

此次联合执法整治行动使辖区内非
机动车的乱停乱放现象整治取得明显的成
效，改善了市容环境。记者 张改华本报讯 近日，三官庙街道联合执法中

队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治理。街道针
对辖区交通现状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召开工
作推进会，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细化工作
措施，确定整治重点，确保整治成效。

设置交通治理岗，强化重点路段的管

控。严查非机动车乱停放、闯红灯、违规载
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教育一起，整
治一起。截至目前，整治非机动车1000余
辆，教育劝导违停行为人50余人，现场制止
教育闯红灯、电动车违规载人100余人。

宣传教育，营造氛围。一是通过设置
宣传咨询点、悬挂横幅、张贴标语、发放宣
传页以及宣传手册等各种形式，广泛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二是组织社区宣传工
作人员向居民群众讲解交通法律法规，宣
传文明交通理念，提醒居民文明行车、文
明驾驶、文明行走，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抵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张丽丽 文/图

本报讯 为全面提升秦岭路街道辖区
内道路交通管理水平，按照《中原区城区
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总体方案》要求，
秦岭路街道联合相关执法部门在辖区开
展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工作。

7月18日，秦岭路街道召开交通综合
治理动员大会，成立领导小组，并成立由

桐柏分局、交警二大队、秦岭路街道执法
中队组成的执法应急小分队，并建立交通
整治微信工作群，迅速开展工作。

针对建设路地铁口、王府井、锦艺城等
周边堵点、乱点区域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乱
停乱放问题，秦岭路街道城市管理工作分
包领导与桐柏分局、交警二大队、秦岭路街
道执法中队现场共同研讨，根据以上3处路
段实际情况分别制订不同的整治方案。

为解决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秦岭路
街道城管部门联合行政执法局、交警二大
队对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开展集中专项
整治行动。此次联合整治重新摆放共享
单车 300余辆，搬离乱停放的共享单车
500余辆。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丁东红 文/图

桐柏路街道 多举措开展交通秩序综合整治

秦岭路街道
成立执法应急小分队迅速开展工作

三官庙街道
交通综合治理，让辖区居民生活更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