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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辖区路段进行全面提升改造
“路本就不宽，上下班高峰期

人流车流集中，极易发生交通拥
堵。”附近居民说。几个月前的宏
达路，道路两侧车横七竖八乱停，
突店经营，你家突出 5厘米，我家
就要突出 10厘米，不仅给生活带
来许多不便，而且破坏城市面
貌。依托“路长制”工作，惠济区
长兴路街道不断加大人力、物力、
财力投入力度，对辖区路段进行

全面提升改造，推动精细化管理
工作向纵深发展，在全区城市环
境卫生精细化管理周考核中再
次获得红旗路段。
宏达路平整、通畅

长兴路街道办组织 20多名
工作人员对宏达路段延边违章
路基进行拆除，对破损道砖一块
一块地过筛修补，在机动车禁行
禁停区域安装阻车桩，道路更加
平整、通畅，百姓出行更加方便；
组织 50余人，出动两辆机械车，
对沿街行道树铺设彩石树穴篦
子，对下垂电缆进行捆扎并缠挂
绿萝，通过艺术处理，极大地提
高了道路的景观效果；融入党
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
传统文化、康体健身等内容，对
路上的窨井盖、消防栓、配电箱
等市政设施及沿街墙面进行彩绘
美化，对两侧的行道树全部加装
彩灯，道路上的精神文明氛围越
来越浓厚，行人可以边走边看故

事，边走边学知识，边走边感受身
边的美丽。
推动“路长制”工作常态化

长兴路街道办建立了精细化
管理工作群，大家如对精细化管
理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及时
提出来，集思广益，共谋提升。长
兴路街道以“5+2”“白+黑”的工作
精神，以“4+1+N”的创新工作方
法，不断推动“路长制”工作常态
化、长效化、精细化。

如今以宏达路、长虹路为代
表的优秀红旗路段，路边的杂草
被绿化景观取代，破损围墙变
成了整洁的文化墙，连脚边的
窨井盖都变得有趣可爱。居住
在周边的群众普遍反映，走在
辖区道路上，处处有风景、处处
是文化。

今后，长兴路街道将继续致
力于精细化管理，逐条道路把关，
逐条道路突破，为群众营造畅、
安、舒、美的道路交通环境。

惠济区召开深入推进“路长制”市容市貌大提升活动周观摩讲评会

集中各方面力量 迅速打造一批精品道路
本报讯 近日，惠济区召开深

入推进“路长制”市容市貌大提升
活动周观摩讲评会，对全区工作进
行总结评比，对下一步工作再安
排、再部署，持续加压、持续推动。
会前，惠济区副区长黄国彦带领区
城管局主要负责人、各镇（办）主管
副职，到坡阳路、长虹路、兴隆铺
路、金河路、田园路等处实地察看
工作开展情况，并要求各单位比出
差异、比出标准、比出干劲，对照找
出自身的问题和差距，尽快对照整
改、提升，努力推进惠济区城市环
境实现质的改观和大的提升。

会议通报了上周考核评比结
果，红、黑旗路段路长发言，黄国彦

对全区市容市貌大提升工作进行
了点评，并安排布置下一步工作。
他要求，要提高认识，持续加大工
作力度。要完善机制，健全“路长
制”管理体系。要多学习先进经
验，进一步建立完善路长对“路队”
成员的工作评价机制。要突出重
点，高水平推动整改提升。要提
质转型，启动街景提升工程。要
打造标杆，以点带面全面提升。
要以特色提升为切入点，拿出新
招，搞出创意，突出惠济文化、惠济
特色,集中各方面力量，迅速打造
一批精品道路，实现以点带面、以
线带面，带动全区市容市貌的提
升。记者 鲁慧 通讯员 宋璐

本报讯 自 1月份起，郑州
市开展城市环境卫生精细化管
理工作专项检查评比活动。惠
济区迅速安排部署，多次召开深
入推进“路长制”市容市貌大提
升活动工作会议，以深化“路长
制”改革为引领，以推行“十个
一”标准为抓手，以开展“红黑
旗”评比为促进，迅速掀起了市
容市貌大提升活动高潮。

近日，惠济区城市管理局、
惠济区各镇（街道）及各成员单
位放弃周末假日，全员上阵，重
点对交通秩序、道路路面缺损、

卫生死角、占道经营等 9个方面
进行了集中整治，有力推进了市
容市貌大提升活动。

截至目前，共出动督查人员
880余人次，累计编发简报 51
期，发现问题1527个，已全部督
促整改；共修复道路破损 308
处约 984平方米；清理物品乱
堆乱放 200余处；治理非机动
车乱停乱放 2930处；共签订门
前四包商户 3769家；清理各类
违法户外广告 7240处、违法设
置的墙体广告 624处、门头牌
匾 300余处；共清洗修复果皮

箱 50048次；道路侧石（道牙）
擦拭约 617万米；硬隔离擦拭
约 33 万米；共清理各类垃圾
3732处；地面积尘工作共称重
260条路，达标率 100%；共清理
绿化带垃圾 1200余处，绿化带
冲洗约 84万平方米；共清理占
道经营 520余处、突店经营 300
余处；共检查公厕 270余次，发
现问题 126 处，已全部整改。
深入推进“路长制”市容市貌大
提升活动成效显著，全区面貌焕
然一新。
记者 鲁慧

■新闻1＋1 惠济区掀起市容市貌大提升活动高潮

本报讯 近日，惠济区市
场监管局以“治差、治乱、治
脏、治软”为总体目标，深化
巩固“路长制”管理方式，加
大惠济区市场环境秩序整治
力度，着力构建责任明确、协
调有序、监管严格、规范长效
的街面问题发现和处置机
制，全力营造整洁、有序、优
美、文明的城市环境。

细化“路长制”工作实施
方案，推进“六小”门店精细
化管理，建立问题直报、立
刻解决机制。强化多部门
联动工作机制。惠济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主
动做好与镇（街道）的有效
对接，服从辖区路长调度指
挥，扎实开展好市场监管相关
企业和门店的深度排查整治。
下沉人员开展工作时严格执
行统一着装规定，佩戴执法
证、执法记录仪，每天必须有
工作开展的照片和信息，并
及时上报工作群。同时建立
部门联动机制，及时发现和
协调、督促解决责任区域城
市管理问题。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苏博 李立志 文/图

区市场监管局
加大市场环境秩序整治力度

本报讯 近日，惠济区
清洁服务公司坚决做好全
区 22条道路的人工加机械
化清扫保洁、吸尘、洒水降
尘工作。

严格按照“ 双 十 标
准”，对道路浮尘称重检
查 实 行 差 别 化 验 收 标
准。主干道快车道辖区
道路每平方米积尘不超
过 5 克，对死角、深沟、施
工地点进行深度作业，保
持路面无积尘。

2月27日~3月5日共出

动洒水车约 214台次；洒水
面积约3293万平方米；推洗
面积约 692万平方米；机扫
车约 237台次；机扫面积约
868万平方米；吸尘车约188
台次；吸尘面积约 658万平
方米；清理垃圾约358吨；喷
雾面积118万平方米。清洗
果皮箱9602个，修复果皮箱
5个；道路侧石（道牙）擦拭
约 128 万米；硬隔离擦拭
49296米。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宋璐 张凯

惠济区清洁服务公司
按照“双十标准”做好清扫保洁工作

城市精细化管理宣传服务进社区

各镇（街道）齐出招共发力
本报讯 3月5日,惠济区各镇

（街道）分别在兴隆铺路清华园社
区门口、新城路清华园路交叉口
西南角、水境怡园、坡阳路珠江荣
景小区门口、森林湖商业街门口、
西山路长兴苑、花柳路、长虹路宏
达路口东北角等处开展宣传服务
进社区活动。

其中，江山路街道办事处在
坡阳路珠江荣景小区门口，开展
以“路长制”“垃圾分类”为主题的
“精细化宣传服务日”活动，带动
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对坡阳路的全
面整治，消除沿街乱贴、车辆乱

停、垃圾乱放、占道和突店经营等
现象，确保辖区道路环境“清、净、
整、洁”。刘寨街道精细办工作人
员与城市管理员在兴隆铺路清华
园社区门口设立了精细化管理
“路长制”宣传服务台，现场为群
众介绍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的相
关业务知识。长兴路街道在长虹
路宏达路口东北角正商广场门
口，以路长制与垃圾分类及交通
综合整治为主题开展宣传活动。
花园口镇更是别出心裁，将主题
党日活动与宣传服务日活动相结
合，号召辖区退伍老兵、党员、学

生等共同参与城市管理。
此次活动，惠济区共设立宣

传展板39块，涉及宣传社区8个，
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 1715份、调
查问卷 487份，现场解答疑问 240
余次。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宋璐 张凯 文/图

处处有风景 处处是文化
长兴路街道为群众营造畅、安、舒、美的道路交通环境

本报讯 近日，记者来到
长兴路街道办宏达路探访，这
条路曾经违章、占道经营随处
可见。经过整治，宏达路周边
路况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不
少细心的市民发现，宏达路正
在悄悄褪去昔日的尘垢，转而
换上一袭整洁的装束。
记者 鲁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