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1月29日 星期四
编辑：李怡青 美编：王小羽 校对：海梅E04-05 报 聚焦二七 时

专项措施防治冬季大气污染、开展全城清洁、打好交通治理组合拳、改善市容面貌和生态环境，全力打造宜居二七……

美好的生活不是等来的 而是干出来的

路不堵了，城更美了，幸福感更
强了……这种美好的生活不是等来
的，而是干出来的。为了切实把城市
精细化管理、大气污染防治、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引向深入，二七区上
下自我加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
决，一项一项地抓好落实，勠力同心、
攻坚克难，努力提升城市综合品质。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克姮臻
邓明堡 闫士花 李杨 文/图

■城市精细化管理

本报讯 11月19日~21日，淮河路街
道组织城管办、执法中队，联合交警三大队
对航海路兴华南街附近非机动车乱停乱放
进行了集中整治，对民安路、兴华街、大学
路、政通路、汝河路机动车乱停乱放进行治
理，对大学路、政通路、淮南街等街道占道
经营进行治理……近段时间，淮河路街道
积极整合力量，唱好“三部曲”，有效提升了
辖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整体水平。

加强科学统筹。街道根据辖区实

际，做好四项统筹工作。即统筹好时
间，平衡好日常监管和集中整治的关
系；统筹好内容，对辖区数字化案件进
行归类、分流、融合；统筹好力量，根据
路段任务量和难易程度，对各路段人员
力量进行了合理调配；统筹好考评，对
工作认真成效显著的，及时进行表扬奖
励，对落实不力的进行通报处罚。

盘活辖区资源。对路段人员和沿
街商户常态化开展月度评级工作，真正

让路段“一长九员”、辖区党员、志愿者、
商户、群众在城市精细化管理路长制工
作中唱主角。

创新方式方法。督查办、城管办、
执法中队等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
工每天开展巡查、督查、反馈。同时对
经办事处、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劝阻仍不
整改的违章商户加强训诫，对数字化案
件高发问题专题研判，形成管理有影、
劝阻有痕、执法有据的长效机制。

二七区 5000多名机关党员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
本报讯“认领任务到社区，每周服

务一小时，规范自我树形象，为民城管
我先行……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文明代
言人。”近日，二七区5000多名机关党员
自觉签订《机关在职党员干部参与城市
精细化管理承诺书》，充分发挥机关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据了解，为引导全区在职机关党员
积极参与和致力于服务全区“为民城
管”城市精细化管理，区直机关党工委
牵头，制订印发了《二七区机关在职党

员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实施方
案》，明确了三大工作举措、四项活动内
容和一系列相关工作制度机制，要求全
区所有在职党员全部到对接服务社区
报到注册，每人每周服务城市管理时间
不低于 1小时。同时，严格落实“路长
制”工作机制，设立移动“城管服务岗”
“创文满意窗口”“党员先锋岗”“党员示
范岗”等共计200多个，充分发挥机关党
员的先锋模范和骨干带头作用。

同时，二七区结合每月固定开展的

“党员活动日”，把在职党员参与城市管理
工作纳入其中，对全区各区直单位党员合
理派驻到18个镇（街道）174个村（社区）
中，相继组织开展了“公共生活好言行”
“文明交通我带头”等活动1000余场。

“人民城市人民管，管好城市为人
民”。全区机关在职党员为践行好“为
民城管”服务举措，纷纷注册“志愿郑
州”和参与“城市管理+志愿服务”活
动，以实际行动和务实举措展示了良
好的党员形象。

德化街街道 500人“誓师”，开启“城市管理百日攻坚模式”
本报讯 近日，德化街街道在德化步

行街召开“实施‘路长制’推进城市精细
化管理暨‘百日攻坚’集中整治誓师大
会”。大会目的是，利用 3个月时间，以
“路长制”工作为基础，通过开展多部门
联合执法，彻底解决辖区城市管理工作
中的重点、难点、乱点问题，全面提升辖
区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和交通秩序，为
“路长制”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打下一个
良好的基础。

德化街地处市中心窗口区域，商业
密集、客流量大，如何利用“百日攻坚”做
好城市精细化管理这项重中之重的工作
呢？大会对此提出了具体要求。

街道将组织城管、工商、交警等职

能部门，联合开展集中执法行动，坚
持每天开展“集中执法+夜查”行动不
少于 3次，推行常态集中执法，公安专
项打击暴力阻挠执法和黑恶势力现
象。三级路长要按照要求每天深入责
任路段开展“四乱”清理，新招录的路
长制协勤人员要高标准管好责任路
段。各科室、社区要做到一岗双责，
主动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集中执法行
动和整治行动。

“我宣布，城市精细化管理百日攻坚
行动现在启动！”活动最后，随着负责人
一声令下，德化街街道相关部门工作人
员500余人兵分多路，迅速投入到自查自
纠、市容市貌整治行动中。

淮河路街道 唱好“路长制”工作三部曲

本报讯 为加强辖区卫生整治管
理，提高党员参与意识，营造整洁、文
明、舒适的人居环境，近段时间，京广
路街道实行“路长制”与“全城清洁”相
结合的工作模式，让辖区党员按照城
市精细化管理“路长制”每日巡查机
制，对道路两边乱停放的共享单车和
非机动车进行规范整理，督促沿街商
户按照“门前新三包”责任内容，对门
前环境卫生整改到位。

在 11月 16日的“全城清洁”行动
中，辖区党员身穿红马甲、头戴小红
帽，从细节入手、小事着眼，把精细化
管理工作的重点、难点和群众反映的
热点作为工作的着力点，劝导不文明
行为，发挥好引领示范作用。对巡查
中发现的卫生死角、墙体“牛皮癣”、
非机动车乱停等问题及时清理并督
促整改，确保各商铺落实“门前三包”
责任制。

京广路街道“路长制”+“全城清洁”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再提升

■创文在行动

五里堡街道 文明创建齐参与 巾帼助力展风采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辖区妇女群
众在城市管理中的主力军作用，持续
推动城市管理+志愿服务工作，进一步
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11月 21日
下午，五里堡街道联合二七区妇联在
城市精细化管理棉纺路示范街开展了

“为民城管 巾帼助力 增辉二七”主题
志愿服务活动，辖区最美家庭优秀代
表及居民50 余人参加了活动。

街道将参加活动的志愿者分成三
个小分队，分别负责摆放棉纺路周边
的非机动车、道路清扫保洁以及沿街

社区楼院的环境卫生清扫。活动中，
三支巾帼志愿者队伍发扬不怕脏、不
怕累的精神，纷纷对道路花坛内的垃
圾、落叶，以及周边绿化带上的烟头、
塑料袋、纸片等进行清理，并将沿街乱
摆放的共享单车整齐归位。志愿者们
还向沿街商户及过路群众发放了《郑
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读本、《致辖
区广大群众的一封信》、《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倡议书》等资料，广泛宣传郑州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以实际行动
带动身边的人参与城市管理、参与文
明创建。

据悉，五里堡街道每个社区均成
立了巾帼志愿服务队，常年围绕文明
创建、未成年人教育、温暖二七建
设开展形式各样的志愿服务。近
期，街道还将组织巾帼医疗志愿者
深入辖区楼院开展便民义诊，围绕
文明城市创建开展公益宣传等活
动，以实际行动为二七发展贡献巾
帼力量。

解放路街道 宣传《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大《郑州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宣传力度，进一步提
高市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11
月 21日上午，解放路街道采取多种形
式，向辖区居民群众大力宣传《郑州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相关内容。

街道工作人员向辖区居民、沿街
商户发放《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宣传册、《致辖区群众的一封信》、《郑

州市民文明公约》等宣传资料，并结合
近期郑州交通整治工作实际，倡导居
民要遵守交通规则、驾车礼让行人、走
人行横道，爱护公共卫生、不乱扔垃圾
纸屑，讲文明话、干文明事、做文明人
等文明新风。

下一步，街道将持续加大宣传力
度，营造人人讲文明、争做文明人的浓
厚氛围。

蜜蜂张街道 开展“崇尚文明、清洁家园”志愿活动
本报讯 11月 16日，蜜蜂张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依托辖区各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开展了以“崇尚文
明、清洁家园”为主题的环境卫生治
理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伊始，京北社区工作人员
带领参加活动的居民一起学习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相关内
容，然后大家根据所学所思所悟，并

结合自身的工作岗位进行了深刻的
讨论。随后，一起以实际行动积极
投入到志愿服务活动中，对京北社
区楼院及公共活动区域的垃圾、落叶
等进行了全面清理。

人和路街道 开展道路交通文明整治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城市道路

交通秩序，改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近
日，人和路街道广兴社区在辖区开展
道路交通文明整治活动。

活动中，青年志愿者们在辖区主
干道、十字路口等人流量集中的地方，
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资料，讲解相关交
通安全知识，宣传文明出行……同时，
将乱停放非机动车拖移至停车点，并做
到车头朝向一致，停放整齐。另外，志
愿者们还对乱停放机动车张贴了“交通
整治温馨提示”的警示标识，提醒辖区
居民自觉维护我们的绿色通道。

此次活动，不仅使广大居民认识
到了维护交通秩序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增强了遵规守法的自觉性，更为城
区开展交通秩序整治活动营造了良好
的宣传氛围。

■大气污染治理

大学路街道
对辖区集贸市场开展联合执法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辖区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进一步改善环境面貌，提高空气质
量，11月 23日下午，大学路街道环保办带
队，街道祥和社区联合工商、食药监、综合
执法、社区、网格员、环保督察员，对位于祥
和社区市场南街的集贸市场油烟净化、燃
煤情况、环境卫生等开展集中执法。

在经过初步的实地检查后，街道组织
市场内50余个商户召开了商户环境保护现
场会。会议对环境整治、油烟净化、散煤治
理等5项工作进行了详细安排部署，要求商
户从当日起利用3天时间迅速行动，对照各
自存在的问题立即整改到位，把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切实落到实处。

侯寨乡
“严”字当头落实重污染天气管控

本报讯 为全面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有效减轻重污染天气影响，侯寨乡迅
速行动，“严”字当头，多轮驱动，全力以赴
落实重污染天气管控工作。

严排查。对全乡建筑工地、企业、“小
散乱污”进行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问题严
格按照“8个100%”标准进行整治。同时加
大昼巡夜查力度，对工地停工、企业停产等
管控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管。

严落实。充分发挥“一长三员”的作

用，采取驻村、驻工地、驻企业的方式严格
落实到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同时，认真
落实“小散乱污”企业排查取缔。

严监管。辖区内涉及大气污染防治的
企业、工地一律停产停工，裸露土堆、工地
统一使用六针防尘网重新覆盖。针对取缔
后的“小散乱污”企业由各网格进行严防死
守，防止死灰复燃。对违规使用散煤户保
持高压打击态势，发现一户查处一户、取缔
一户。

本报讯 进入秋冬季以来，每晚将近11
点左右，一马路街道微信工作群就会准时
出现辖区工地的照片。这是街道城管二科
的工作人员在夜查辖区工地，通过持续加
大监管力度，从严从细落实“8个 100%”要
求，全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落到实处。

据悉，一马路街道辖区工地严格执行
管控方案，多措并举开展工作。一是宣传再
动员。开展“全城清洁”行动，发动群众全面参

与，营造大气污染防治的浓厚氛围。二是责任
再细化。成立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实
行组长负责制，各社区、网格实行分包责任制。
三是机制再完善。建立健全大气污染防治监管
网格体系，实施条块结合，层层分解责任，明确
工作目标；加强业务培训，增强环保意识，提升
工作能力和水平；强化跟踪
督查，创新监管方式，努力
改善大气环境。

一马路街道
大气污染零容忍，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