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全面深入推进城市
精细化管理“路长制”工作，激发辖
区单位、商户参与热情，促进各级路
长、各责任人等之间互相学习、共同
提高，3月21日，桐柏路街道联合城
市管理执法人员针对辖区洲海路路
段出现的问题，召开路长现场工作讲
评，街道各级路长、各路段长，各责任
人，相关科室等共计60余人参加。

在讲评现场，大家身穿路长各
色马甲，亮明身份，街道一级路长
刘学桢带队沿着辖区洲海路，挨个
查看沿街门店门头、空调外机、垃圾
箱、广告栏、花坛、卫生死角、路面砖
块、绿化等问题，边走边指出道路周
围突出的共性、个性问题，并对照
市、区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实
施方案要求，强调一是进一步压实
责任、认清形势。严格对照“路长吹
哨、部门报道”路长制工作职责清单
要求，提高站位，强化使命担当，增
强路长制工作的荣誉感、责任感和

紧迫感，以饱满的热情和最佳的状
态投入到工作中；提升标准，重点发
力。各级路长要排布时间，定时上
路，加强重点路段和乱点区域巡查
频次，从细节入手，加强对各类车辆
专项治理力度、打击小广告、凸店经
营等各类问题，及时对绿化区域内
的垃圾等进行清理，号召商户落实
“门前四包”，动员群众力量补齐工
作短板。强化督导，长效管理。目
前，街道精细化人员队伍管理逐渐加
强，要将路长制相关工作督查考核进
一步强化，真正把评比、考核、督导机
制建立起来，加强各路段的评比通
报，进一步提升路长制工作成效，让
辖区市容市貌进一步改观。

“路长制”工作开展以来，桐柏
路街道不断探索工作模式，各级路
长主动作为，按照“心要细，腿要勤，
话要到，干要实”的工作方法，全身
心投入到“路长制”常态化管理工作
中，从条到块，不断深化细化，有效
解决了涉及辖区环境卫生、市容秩
序、各类安全隐患等一系列突出问
题，推动了辖区社会管理、社会服务
越来越精细化、快捷化、长效化。

二是进一步转变观念、创新举
措。多次组织各级路长集中上路，
持续不断地走进辖区内每条道路
“找茬儿”，现场查找问题现场处理，

实地讲评交流互学、沟通经验，不断
提升工作水平，同时推行“错时上岗
工作制”，针对在日常工作中，矛盾
相对较为突出的路段，要求各级路
长错开时间，不间断上岗，加强重点
路段的整改执法力度，通过采取不
定期巡查整治、定时定点定人管理
的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全天
候无缝隙覆盖，彻底确保整治有效。

三是进一步营造氛围，引导“全
民共治”。街道通过制作路长制宣
传牌、门前四包公示牌，印发宣传彩
页等形式，开展各类宣传活动，推动
全民参与，为每名路长配备了高压
冲洗机、铲子、刷子、扫帚、毛巾等
“路长工具箱”，发动商户，全员上
阵，大到路面，小到沿街门头、空调
外机等都冲洗一遍，不断推动城市
精细化管理走向“全民共治”。

四是进一步加大监管，确保整
治长效。街道依托路长微信群平
台坚持全天不定时督查，督促各级
路长规范巡查日志、理清责任人，
每日将发现的问题迅速上传到街
道路长微信群，确保问题及时有效
处理，同时全面建立了巡查记录、
服务热线、举报投诉受理、日常保洁
等工作机制，确保整治长效。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徐超 谢梦姣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市容市
貌提升整治工作，努力做好市容环
境改善，汝河路街道总结并运用了
比较好的工作方法：一是针对工作
中发现的问题，路长组织相关部门
协同解决，形成多部门联动，综合整
治；二是用有限的人员发展无限的
力量，动员辖区内广大商户与公共
单位，通过微信市容共治群紧密联
系，形成良好的共治氛围；三是每日
由督查组对辖区各项工作进行督
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并做及时整
改；四是定期开会总结工作，并借鉴
其他街道的良好工作方法积极推
广，弥补自身不足，同时提高各级路
长的责任意识。

通过近段时间的努力，使得辖
区面貌得到了良好的改善，以欧丽
路、沁河路为例，每日对垃圾箱、栏
杆、道路等位置冲洗擦抹，使得城

市更加规整、亮丽，街面光亮如新；
重新规划非机动车停车线，并实时
整理，停车更加规范，秩序井然；然
后对该路段内所有破损、污损墙体
立面进行重新粉刷，并绘制文化
墙、美化树坑、摆放绿植；同时在合
适位置打造微景观，提高市容的同
时也更具观赏性，愉悦身心。

3月 21日上午，汝河路街道负
责人还带领街道班子成员、各社区
书记主任、相关科室负责人等 50余
人组成观摩组，本着“走出去，学进
来”的原则，到金水区、二七区实地
观摩学习“路长制”工作。观摩组
先后来到金水区经四路、顺河路及
二七区兴华南街等路段学习参观，
详细了解了商户门前四包、非机动
车停车管理、街道美化、清扫保洁
等具体工作。观摩期间，观摩组边
走边拍边记，并和身边同事一起讨
论、归纳，及时对先进街道的特色
和亮点进行探讨，现场学习氛围十
分浓厚。

下一步，汝河路街道将继续秉
持着高标准、严要求整治态度，并加
大人员与资金投入，提升各路段的
面貌。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程国飞 许秩康 文/图

本报讯 面对城市精细管理
的要求，绿东村街道重点解决影
响城市环境的突出问题，构建了
一个街道社区联手、部门联动、
社会联建的组织体系，着力打造
整洁、有序、美观、便民的高品质
城市环境。

做好三个机制。一是保洁
运行机制，换掉原有的保洁公
司，聘用能力强、效率高的保洁
人员；二是巡查监督机制，第一
时间发现问题，寻找解决办法；
三是联合执法处置机制，遇到新
问题及时反馈响应，快速处理。

发动三个群体。一是促进
企业商户落实好“门前四包”制
度，增强沿街商家门户的责任意
识；二是发动辖区党员开展工
作；三是发动群众，关注、支持、
帮助开展工作。

提升三个能力。一是提高
要求标准，加强对地面、门头立

面整治力度，提高发现问题的能
力；二是提高沟通问题的能力，
对商户提出的问题要第一时间
响应，正确面对；三是提高解决
问题的能力，遇到问题立即解
决，不留尾，干净利落。

确保三个到位。一是宣传
到位。加强城市精细化工作的
正面报道，营造宣传氛围。二
是协调到位，对辖区单位及沿
街商户做好协调工作，确保路
长制工作更好地开展。三是
领导到位。下一步街道办事
处准备成立路长制城市信息
中心，进一步重申各级路长的
工作职责、考核内容、考核方
法，坚持“路长负总责、多员共
担当、部门作保障、社会齐动
员”的工作思路，坚持分级推
进、因路制宜的原则，进一步
强化工作的落实。
记者 张改华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拔高路
长制工作坐标，切实提升实际工
作水平，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共
同参与城市管理，共享美好家
园，3月 22日上午，政协中原西
路街道工委组织政协委员深入
街道辖区，现场察看城市精细化
管理“路长制”工作实效，并就该
项工作提出中肯可行的意见和
建议。

政协委员一行徒步察看了
中原路沿线的道路环境卫生、门
前四包、施工围挡美化等实情，
并听取了相关村、社区三级路长
的情况介绍。随后，委员们偕同
三级路长、巡查员、监督员代表

到会议室座谈交流。街道政协
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了中原区和
中原西路街道开展“路长制”工
作的具体举措和体会，并呼吁委
员们动员本单位职工积极参与
到“路长制”工作中，为营造安全、
整洁、有序、文明的城市环境而奋
斗，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安全感。

各位委员纷纷表示，今后要
积极投身“路长制”工作，对城市
管理、社会治理等关乎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的大事、实事要加强调
查研究，并立足工作实际建言献
策，力争为中原区城市精细化管
理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王睿

中原西路街道
组织政协委员检查辖区“路长制”工作

桐柏路街道
“四个进一步”推动“路长制”长效发展

汝河路街道
多措并举加强路长制工作开展

绿东村街道
创新工作方法
提升城市精细化工作管理水平

本报讯 3月21日下午，绿东村街
道昆仑社区巡查员巡查至华山路颖河
路口时发现一处窨井盖塌陷，存在安
全隐患，为避免安全事故发生，巡查员
当即上报三级、二级路长，同时联系相
关部门进行维修。在没有彻底解决
前，需要采取防范措施，于是，巡查员
便回社区打印标识贴在井盖上，以提
醒行人注意危险，安全绕开窨井盖过
往。截至发稿，塌陷窨井已经修复。

这个事情并不是个例。自从路长
制工作开展以来，绿东村街道昆仑社
区在街道领导的指引下，结合负责路
段的实际情况，落实路长制巡查制度，
用脚丈量问题，用心倾听民意。隐藏
在草丛里的纸屑、烟头；街边人行道路
石破损；花坛里植被损坏；道路施工黄
土裸露……巡查员从这些城市生活中
的小问题入手，一点一滴地改善着辖
区环境。

自实行路长制以来，昆仑社区工
作人员分组分段分管辖区路段，加入
“郑州路队”，成为“中原区巡查员”，每
日不少于 4名道路巡查员进行常态化
的华山路—天山路—陇海西路进行道
路巡查，让每一条道路都有人负责巡
查发现问题，整改处理问题，形成人人
有任务、路路有人管的工作格局。

针对沿线居民和商户关注的城市
管理的痛点和难点，列出了巡查问题
清单，让巡查人员干有标准、查有方
向。不管是酷暑严寒，还是狂风骤雨，
按照徒步巡查任务要求，每人每天至
少巡查 1小时，每天以“照片+文字说

明+地址”的形式上报突店经营、非法
小广告、非机动车停放等方面的问题。

至今，道路巡查次数不计其数，发
现问题上报百余条，其中，涉及车辆无
序停放、小广告乱张贴、垃圾暴露等的
动态问题，采取当场劝阻、处置，集中
整治等方式进行处理。

除此之外，巡查员还自封为“推广
大使”，在巡查过程中，动员商户包卫
生、包立面、包绿化、包秩序，做好自己
门前的卫生，努力创造一个干净、舒
适、美观的街面；向路过的行人宣传志
愿服务理念，宣传路长制下精细化管
理的意义，倡导广大市民自觉维护城
市环境卫生，积极营造“我为城市文明
做贡献”的良好氛围。

经过昆仑社区巡查员的努力，辖
区所管路段整体环境清爽整洁，宣传
氛围浓厚，路面破损、非机动车乱停、
道路“僵尸车”、小广告等难题被一一
破解，形成了人人建设、人人维护的良
好局面。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胡向前 文/图

中原区召开深入推进“路长制”市容市貌大提升月度讲评会

再动员再鼓劲再加压 力促市容市貌再提升
本报讯 3月20日下午，中原区

召开深入推进“路长制”市容市貌大
提升第二次月度讲评会。区领导
李晓雷、魏建民、刘斌参加会议。

会前，区领导带领各街道、各有
关部门负责人到汝河路街道部分
路段进行实地观摩。会上，副区长
刘斌宣读了第八周和月考核成绩
通报；第八周考核第一名、最后一
名的街道和红黑旗路段二级路长
上台领了旗；月排名第一和倒数第
一的单位分别作了典型发言和表
态发言。

中原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晓雷
传达了郑州市深入推进“路长制”
市容市貌大提升二月份讲评会会
议精神，对中原区深入推进“路长
制”市容市貌大提升工作进行总结
讲评。

关于做好下一阶段工作，李晓雷
说，要认清形势，充分认识市委、市
政府开展深入推进“路长制”市容市
貌大提升活动的重要意义，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树立
全区上下“一盘棋”的思想，形成强
大工作合力，助推路长制工作向纵
深推进。

建好机制。进一步探索研究全
民参与机制，调动社会力量，主动承
担社会责任，合力打一场城市管理
的人民战争；要完善第三方考评长
效机制，强化路队考评机制，对路队
工作进行细化、量化，制定考评细
则，加大监督力度，从根本上解决
“人在不办事、出工不出力”的问题。

深挖中原区文化。中原区有厚
重的文化底蕴，是郑州市最早的工
业集聚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要深度挖掘二砂、三棉、郑煤机等现
代工业文化，寻找历史印记，唤醒老
城区的青春，让曾经在这里辉煌的
人看到过去的自己，形成共鸣，统一
思想，引领大家共同参与城市精细
化管理，努力让中原更出彩。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李飞龙 李刚帅 文/图

三官庙街道
赴花园路街道观摩学习“路长制”先进经验

本报讯 为了查找自身不足，补齐
短板，进一步提升“路长制”工作水平，
3月 20日下午，三官庙街道组织班子
成员、科室中层、各社区书记和主任等
40余人，集中乘车到金水区花园路街
道观摩学习“路长制”工作。

观摩团在经四路听取了花园路街
道工作人员关于商户门前四包、非机
动车停车管理、烟头不落地、每天“实
地教学”等工作措施的详细介绍。观
摩期间，学习组边走边拍边记，并和身
边同事一起讨论、归纳，及时找讲解员
对讲解过程中的特色和亮点进行探
讨，现场学习氛围十分浓厚。

三官庙街道负责人在对此次活动
进行点评和总结时说，在“路长制”工

作时，要主动作为，持之以恒，将“路长
制”工作标准化、专业化、常态化。

下一阶段，三官庙街道将进一步
加快推进所有主次干道两侧沿街门店
管理工作，加大巡查力度，层层压实责
任，大力开展经验典型、特色亮点的宣
传，进一步营造浓厚的“路长制”舆论
氛围，确保路段全天候“干净、整洁、安
全、有序、美观”，同时要坚持以“六个
看不见”标准为底线遵循，保证城市管
理大整治大提升在辖区能够横到边、
纵到底。各二级、三级路长、巡路员等
要紧密配合、合理分工，保证“路长制”
工作真正实现全民参与，争取取得更
大成果。
记者 张改华

陇南社区无名小路整改前 整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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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社区的巡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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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员将提醒标语贴在塌陷的井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