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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祥云办事处
扎实高效地开展辖区环境综合
整治。办事处贴合自身实际，
精准施策，以清脏治乱为重点，
对祥付卢市场、郑尉路、农建路
以及各村连接道路的道旁垃
圾，村周围积存垃圾和卫生死
角进行全面清理。近期，共清
除卫生死角 50余处，清理清运
垃圾 150多立方米，取得较好
的整治效果。

办事处突出重点，加大户
外广告、交通秩序整治力
度。开展户外广告排查摸底
工作，加大对存在安全隐患
的广告门头的整治力度。对
存在安全隐患且不听劝导、
逾期未自行拆除的广告牌依
法进行清理。

在重污染天气管控期间，
办事处加大对辖区内工地、搅
拌站及管控企业的管控力度，
开展 24小时不间断巡查，共

下达 22份橙色管控停工停产
通知书，要求严格落实各项管
控，确保各项生态治理和环境
保护任务高效落实。

为改善辖区基础设施，提
升居民幸福感，办事处坚持“面
子”“里子”并重，积极改善辖区
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对 9个
行政村开展“净化、美化、硬化”
整治，改善街容街貌，提升村容
村貌，共覆盖黄土裸露 13000
余平方米，修补破损路面 9处
260余平方米。

另外 ，夯实党建基础，提
升党建质量。近期办事处
“万名党员进党校 锤炼党性
铸忠诚”（第一期）主题培训
班开班，此次培训锤炼了党
员的党性，提升了党员的工
作技能，为今后更好地开展
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卢亚兰

环境综合整治攻坚进行时

共建共治共享 共同守护好经开美丽家园

亚太社区工作队

积极发动辖区商户
参与环境综合整治
本报讯 为进一步调动辖区门店商户参与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的积极性，近日，明湖办事处亚太社区工作
队创新工作方法，设立红黑旗评比试点，广泛发动商户
参与到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来。

经过一周评比，11月 27日，亚太社区工作队向四
家商户发放流动红旗，向两家商户发放了流动黑旗。
“红黑旗评比”主要考核临街门店店内台账是否齐全，
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健康证等相关证件是否齐全，
店内卫生、物品摆放是否规范，店内消防设施是否具
备，“门店五包”是否到位等内容，具体分为店内卫生、
店外卫生、店外秩序等3个方面。依据考核细则，考核
组每周对不同路段各门店进行打分并汇总得分，根据
分数高低，得分最高者，悬挂“流动红旗”；得分最低者，
悬挂“流动黑旗”，悬挂周期为一周。连着两次悬挂“流
动黑旗”，所在门店停业整顿一周。通过开展流动红黑
旗评比活动，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充分调动商户广泛参
与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再上新台阶。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高蒙

本报讯 近日，明湖办事处岔河社区运
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处理解决社区环境
综合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整治效果。

针对社区公共消防设施不足、公共管
理机制不健全、卫生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
题，岔河社区按照“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流
程，首先召开了党支部大会，对大家提议的
需要整改内容进行讨论。社区“三委””干
部进行实地调研，随后召开社区“三委”会
议商议，并进一步讨论具体整改解决方
案。针对社区“三委”商定的结果，组织党
员大会进行审议研究。根据党员大会审议
结果，岔河社区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了

讨论表决，社区将通过表决的卫生安全整
改决议与实施方案公示，自觉接受社区党
员和群众的监督。根据整改方案，社区工
作人员联合辖区党员志愿者及村民代表积
极投入到整改工作中，取缔辖区内废品站，
清理生活垃圾，覆盖防尘网等。经过整顿，
岔河社区的环境卫生得到了有效改善，群
众的环保意识也得到进一步提高。

下一步，办事处会持续发力，创新工作
方式方法，进一步提高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水平，积极推进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再上一
个新台阶。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高蒙 文/图

远大社区工作队

发动群众力量
群策群力共建共享

本报讯 近日，远大社区工作队积极发动辖区群众力量，群策
群力，共建共享，以持续、有效的措施提升辖区综合环境水平，取得
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为使环境整治工作常态化推进，工作队先后印发 200余份宣
传单，发动辖区商户、沿街店铺开展门前“三包”，让商家们规范责任
区内的电瓶车停放，自觉清理店铺的玻璃广告，妥善处理垃圾分类，
得到了辖区内商家的大力支持。在远大社区的号召下，沿街的商家
纷纷自发行动起来，全力配合工作队开展的机动车整治、共享单车
规范管理等行动，以自发自愿的形式助力远大社区的环境提升。

此次环境整治过程中，社区也借助了辖区共建单位的力量，工
作队先后联合理想城物业公司等共建单位，集中对小区周边机动
车占用非机动车停车位及人行道乱象进行清理，共清理乱停车辆
50余辆，拆除私装地锁10余处，安装隔离桩40余个，有效维护了小
区周边交通秩序，真正实现还路于民，受到辖区群众的高度评价。
对此，远大社区工作队带队干部黄亦婷表示：“环境整治就像慢工
出细活，需要持续性，规范化，才能保持城市的美观。此次社区也
是充分发挥了共建力量，通过辖区群众和商户的多方配合，将环境
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李志辉

本报讯 11月 26日，前程办
事处组织全体班子成员、驻村工
作队长、相关站所长、各村主要负
责人共计 70余人，对各村环境综
合整治情况进行了逐村观摩。

本着“对照先进找差距、发现
不足立刻改”的态度，每到一处，
观摩组均实地查看各村观摩点的
环境卫生、违建拆除、环保整治等
情况，并现场听取各村负责人的汇
报，交流学习先进做法和典型经

验，通过对比，查找差距和不足。
办事处主任陈伟对观摩情况进行
了点评，他要求，通过观摩评比，各
村要找差距、补短板，落后村要向
先进村学习，先进村继续往更深、
更细的方向努力。会上还对工作
进展较快的 3个村（古城村、韩庄
村、潘店寨村）进行了表扬。同时
对行动迟缓、效果差的村提出了批
评，指出了问题和努力方向。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张静

本报讯 近日，京航办事处
结合实际，严格按照“2+2+1”工
作法推进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成
效显著，整治工作日趋常态化。
办事处班子成员、网格长及区下
沉人员深入各村，围绕十项工作
任务，全面发力，齐头并进，推进
整治工作向纵深发展。班子成
员带队进行入户宣传，主要对蒋
冲村主街、吴庄村主街及航海路

二十二大街周边进
行巡查，向商户讲政
策，讲危害，敦促商
户自行清理。对不
理解、不支持、不配
合的商户依法采取

措施进行处理。确保占道经营
清理到位，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同时，办事处在第一时间积极应
对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对瑞绣
14号楼、宇通专用车工地、经南
十七路等在建工地进行巡查，对
存在黄土裸露、降尘措施不到
位、不符合“8个100%”的工地下
发整改通知书3份，待整改到位，
取得开复工许可后，方可施工。

同时，结合“路长制”，做
好道路治理工作。为改善蒋
冲村车辆乱停乱放、交通混乱
问题，办事处在此处设置隔离
栏150米。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张鳅

本报讯 九龙办事处自全区
“531”行动全面启动以来，先后召
开全办环境综合整治动员大会、
再部署会议、网格员（下沉人员）
培训会等，对全面贯彻落实全区
环境综合整治动员大会精神进行
安排部署，重点对开展环境综合
整治行动的意义、重要内容和具
体措施进行强化指导。成立办事
处党工委书记刘磊任组长的工作
领导小组，建立健全横到边、纵到
底、无缝隙、全覆盖的责任体系，
确保全办上下思想统一，齐心协
力，共同投入到环境综合整治行
动中来。

同时，在主干道路口、社区、
人口密集处等醒目位置制作安装
大型喷绘20余处；所有网格人员、
下沉人员真正沉下去，入户入企
业入工地逐一宣传讲解；发放宣
传页、《致商户朋友们的一封信》
等彩页 5000余份；沿街门店、医
院、学校等 Led电子屏 24小时滚
动播放；临时安置区悬挂宣传彩
旗，真正使宣传达到无缝隙全覆
盖，使老百姓感受到开展该项工
作的决心，也吸引全民参与到活
动中来。

依托“办、村、组、户”四级联
动体系，利用好“1+6”工作队伍，
及时将发现的问题和整改情况汇
总，列入作战图表，实施挂图作
战，做到动态增补，通过每周一次
的挂图销号，加快推进问题整改

速度。每周一次观摩评比路线随
机，十项工作内容不定，重点是打
造特色亮点，找出问题差距，相互
交流经验，以达到促进整改提升
的目的。在解决安置区停车无序
问题上，各村集中学习东贾村统
一标准规划停车线的经验；在解
决门前乱堆乱放问题上，肖庄村
在各户门前统一规划种植花草。
各村因地制宜，突出重点难点、问
题目标长短结合，精准施策，长效
管理，通过 3个月的集中攻坚，力
争取得明显成效。

另外，加强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队伍管理，严格下沉工作人员
纪律考察；加强对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的督促检查，将督查结果运
用到年底考核和干部提拔任用等
方面。辖区25个党（总）支部积极
带头参与到环境综合整治活动当
中，自觉亮出旗帜，600余名党员
身戴党徽亮出身份，形成全体党
员创先争优，坚持讲党性、树正
气、做贡献的正能量氛围。

截至 11月 26日，累计清理垃
圾 2051立方米，拆除违建 1900平
方米，黄土裸露苫盖 102000平方
米。发现环境综合整治问题共计
693项，已整改 600项，正在整改
93项，整改完结率达86.6%。生态
环境保护、施工工地治理、城市精
细化管理、交通秩序治理等方面
的问题整改完结率达100%。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徐荣梅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市容管理，
打造整洁干净、文明有序、便民利民的市
容环境，潮河办事处持续开展“四乱”专项
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共出动 15名精细办人员对

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占道突店经营、
乱堆乱放、非机动车乱停放、乱张贴小广告
等乱象进行集中整治。共清理占道突店经
营 10余处、小广告及软体条幅 20余处，规
范整治非机动车 80余辆，辖区市容环境得

到显著提升。下一步，办事处将加大巡查
力度，防止出现问题回潮。同时加强宣传
教育，劝导商户规范经营行为，共同维护
良好的市容环境。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李贝

京航办事处

结合“路长制”
做好道路治理工作

九龙办事处

齐抓共管 共建美丽九龙
祥云办事处

全民联防联控
共建美好家园

明湖办事处岔河社区

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解决社区环境综合问题

潮河办事处

开展“四乱”专项整治行动 守护整洁市容环境

前程办事处

自加压力 再完善再提升

说“环境”
□欣然 陈慧贞

环境是指周围所存在的条件。人们把环
境习惯上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
境是指以大气、水、土壤、植物、动物、微生物
等为内容的物质因素；社会环境是指以观念、
制度、行为准则等为内容的非物质因素。

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优良的投资环境，
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大类。如果说，一个
气候宜人、环境优美、区位有利的硬环境是吸
引投资的重要条件，那么，一个安全、卫生、温
馨舒适的软环境也是吸引投资的重要因素。

经开区作为郑州市和全省现代化产业基
地、国际化开放高地，必须营造与之相匹配、
相适应的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近年来，
经开区在环境建设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也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毋庸讳言，与争当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排头兵、为中原添彩
的使命担当相比，与全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相比，与先进发达地区相比，我们
的环境建设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特别是
面对产业发展快、开放步子大、综合实力强的
可喜态势，城市建设、管理还跟不上，不论软
硬环境都有短板和滞后之处。作为每一个经
开人，都应产生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感。

11月6日，习近平同志在上海浦东新区
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了解上海在推进城市
精细化管理方面的做法时做出重要指示，一
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响应
总书记号召，乘省、市开展环境整治的东风，
区党工委、管委会把生态环境保护、施工工地
治理、城市精细化管理、交通秩序治理、生态
绿化、基础设施建设、违章建筑拆除、社会综
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安全生产等涉及环境
方面的工作统筹协调、综合整治，可以说是抓
住了工作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
住了问题的要害和关键。各级各部门每个党
员干部和群众都要坚决拥护、大力支持、自觉
参与到全区环境综合整治“531”行动上来。
一要加强道德教育。从我做起，从点滴小事
做起，从时时处处做起，严格遵守环境综合整
治各项规定，痛改在环境方面不文明、不卫
生、不守法的行为，让长期以来形成的陋习和
积弊有一个彻底的改观。二要加强监督制
约。要发挥社区监督，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
督，新闻监督等各方面的监督作用，形成对破
坏环境建设者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浓厚
氛围。三要加强执法惩处。要严格执法、严
厉查处有损环境建设的行为，集中办理一批
典型案件，铁腕扫除乱搭乱建、乱排乱放、乱
抛乱洒、乱贴乱画、乱停乱放、乱吐乱扔、强买
强卖等违法违规现象。四要加强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环境建设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扭
转经济建设强、环境建设弱，一条腿长、一条
腿短的局面。

高质量的发展首先需要高质量的环境。
让我们倍加珍惜、呵护来之不易的环境成果，
齐心协力，再接再厉，用勤劳智慧营造美好的
环境，装扮幸福的家园，为顺利完成“双十工
程”、早日实现“百千万”发展目标、率先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征程廓清障碍、铺平道路，把全市、全省对外
开放的“窗口”擦拭得更加洁净、明亮，焕发出
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