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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须水街道筹备组积
极行动，扎实开展市容市貌整治提升，
做好“路长制”巡查工作。

5月16日，须水街道筹备组重点对
辖区内城市管理“四乱”等问题进行综
合整治，组织人员对辖区内户外广告
进行清除，对乱停乱放的非机动车整
齐规范地摆放在停车区域。共计清理

乱堆乱放杂物 7处，清理卫生死角 10
处，清理各类违章小广告10处，清运各
类垃圾、杂物15方。

须水街道筹备组要求工作人员提
高工作标准，强化工作责任，加大对各路
段、各区域“四乱”问题的巡控力度，保障
每天城市管理工作无死角、无盲点，确保
对发现的问题迅速处理，美化家园。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市容环境卫生，
强化辖区内道路整洁，提高保洁质量，
街道筹备组还对辖区各路段情况进行
日常巡查，并积极开展大扫除，清理道
牙侧的杂物，覆盖裸露的土堆，摘除挂
在树上的小广告牌，对紫竹路等路面进
行了冲刷除尘，确保辖区道路路面无
尘、路见本色。此次大扫除不仅为辖区
内居民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卫生环境，还
向大家宣传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带动
群众养成爱护环境的好习惯。

5月 17日，须水街道筹备组以“路
长制”城市管理工作为依托，持续开展
城市环境治理工作，对辖区游商占道经
营、小广告随意乱张贴、非机动车乱停

乱放等“四乱”现象加大治理力度，并对
辖区内主次干道进行洒水降尘和路面
冲洗工作。洒水车在道路上开展不间
断洒水喷雾作业，冲洗路面，以保持道
路湿润，抑制道路扬尘污染，实现城市
精细化管理，提高辖区城市卫生管理水
平，让居民有一个舒心的生活环境。

连日来，街道筹备组各级路长及
工作人员每日对责任路段、片区进行不
间断巡查，安排人员对高压冲洗水车维
护保养加满水，为开展道路整治提前做
好准备，并对发现道路环境、市容市貌问
题进行协调处理和监督落实。各级路长
从严整治占道突店经营、橱窗广告、机动
车和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等违章行为，对
道路沿线树穴进行美化，冲洗路基道牙，
为路边花草浇水。在开展道路整治的同
时，路长们还积极宣传郑州市“路长制”
工作职责，确保“路长制”工作家喻户
晓、人人皆知，以进一步推进街道
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提高居民
生活环境质量。
记者 张改华 文/图

须水街道筹备组 持续清扫路面 细化到道牙杂物也不放过

亮点
展示

本报讯 5月 15日下午，在
一级路长王政英的带领下，秦
岭路街道二级、三级路长走上
街头，对辖区各路段情况进行
日常巡查，边走、边听、边看，对
各条道路情况定人定责，对发
现的问题整改到位。

巡查中，王政英一行对路面
的环境卫生情况进行了仔细检
查，了解保洁管理制度运作情
况，对存在的问题现场开展协调
沟通，寻找问题所在。王政英
说，每一个社区、科室要密切配
合，积极作为，主要领导更要亲
力亲为，以“舍我其谁”的姿态，
进一步强化主体意识、履职意
识，明确责任导向。深入每家商
户，做细思想工作，阐明“路长
制”工作的重大意义，创新思路，
切实回应经营户的诉求，最大限

度地争取他们的理解、支持和积
极主动配合。坚持科学规划，根
据实情做好辖区路况的整治规
划工作，要以铁的纪律、铁的手
段强化责任落实，压实工作任
务，突出重点，对车辆乱停放、出
店经营、摊位乱摆放等现象，立
行立改。管理要到位，坚持每日
巡查制度，并按照“轻重缓急”的
原则，集中开展综合整治，根除
“牛皮癣”、乱张贴、乱拉挂、乱停
放、乱堆放等现象，切实解决群众
关心的问题，实现城市形象转变。

王政英说，各社区、科室要发
挥各自工作职能优势，切实提升
负责路段的交通秩序和整体环境，
把“路长制”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保证第一时间解决问题，不让乱象
过夜，保证乱象不回流、不反复。

5月16日，秦岭路街道各路

队深入包抓区域，在细节管理上，
抬高标准，抓细抓小，认真落实
“路长制”职责，检查并清理老旧
小区积存垃圾，绿化带内白色垃
圾等，各路段发现问题立行立
改。就深入老旧小区整改来说，
社区不仅多了发现问题的“眼
睛”，还长出了“三头六臂”，撸起
袖子处理堆积的日常垃圾、破旧
生活用品，俯下身子清扫枯枝落
叶，踮起脚尖擦拭宣传栏等，工作
人员以绝对的高标准和责任心，
解决小区各种“疑难杂症”，确保
小区卫生常净。

下一步，秦岭路街道将科学
规划、精心实施“路长制”工作内
容，深刻植入精细化城市管理理
念，让社区更有温度，真正为老
百姓做实事，切实提高居民的获
得感和满意度。记者 张改华

秦岭路街道
一级路长街头办公 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不让乱象过夜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城
市管理工作，提升工作水平，
落实工作责任，近日，中原西
路街道实施路长间相互“挑刺
儿”的工作模式，推动城市管

理工作向纵深发展，向更精更
细发展。

二级路长按照辖区路段督
查安排表每天下午4点30分带
队到其他路长分管路段查看
“路长制”工作落实情况，对道
路环境卫生、沿街商户履行“门
前四包”、下沉人员履职等情况
进行交叉检查，在相互检查中
找差距补短板，实现合力监督，
形成工作常态。

每次交叉检查结束后，当
场下发“路长制”工作督查整改

通知单，明确整改时限及要求，
督促限期整改到位并及时上
报整改报告，街道“路长制”
工作办公室将存在问题及整
改报告进行梳理汇总形成工
作台账。同时，严格实行责任
追究机制，对不定期、不如实
整改的村（社区），严肃追究责
任，以问责倒逼问题整改、工
作落实，确保“路长制”工作取
得实效。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李倩 文/图

中原西路街道
交叉检查找问题 督促整改促实效

合力
监督

航海西路街道
邀请政协委员出谋划策 共建美好辖区

本报讯 5月 16日下午，航
海西路街道组织辖区政协委员
调研街道重点工作。

首先，街道相关负责人带
领政协委员实地察看了辖区前
进南路段。现场由前进南社区
对社区“路长制”工作做了汇
报，并讲解了社区“路长制”工

作的具体举措和此路段主要
变化；街道城管办负责人详
细介绍了街道“路长制”的工
作任务和工作模式，以及尚
且存在的问题。随后，委员
们实地察看了正在建设中的
前进南路社区办公用房建设
情况，了解建设进度和主要

功能区建设，对社区规范化
建设的综合性功能和人性化
设置表示肯定。

调研结束后，委员们召开座
谈会。会上，航海西路街道详细
介绍了街道重点工作的思路及以
后工作的重点，希望委员们多建
言献策，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委员们就这次重点工作的调研
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各自的想法
和见解。

航海西路街道向各位委
员表示感谢，感谢各位能为
航海西路街道的发展出谋划
策，发挥民主监督的责任。希
望各位委员凝聚智慧，为航海
西路街道的发展、中原区的发
展贡献一份自己力量。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丁洁 文/图

汝河路街道 500余人上阵清理卫生 老旧社区换新颜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改善老旧小

区环境卫生问题，打造温馨舒适的生
活环境，5月10日，汝河路街道以“全城
清洁”为契机，组织人员对辖区楼院进
行道路、立面清洁、广告清理、杂物整
理、共享单车清运。

由于汝河路街道老旧小区较多，
物业接手时间较短，设施老化承载能
力越来越差，小区内私圈乱占，乱贴乱
画，垃圾、共享单车随意乱扔乱放等情
况时有发生，使得本就公共面积较小
的空间更加无立锥之地。

5月 10日，汝河路街道共组织 500
余人对老旧小区进行清理。首先是清

理乱堆放杂物，有主物由居民自行处
置，无主物清运拉走。接着对树坑、绿
地、楼道进行打扫清理，并对墙体小广
告进行铲除。最后对所有共享单车进
行一车车清运，同时倡议居民之间互
相监督，杜绝垃圾乱扔乱倒现象，共同
改善生活环境和质量。

街道负责人说，只有将工作做到
实处，才能在大大提升辖区居民居住
生活品质的同时，真正让文明意识、
整洁习惯深入社区、深入民心，为全
面打造幸福和谐社区凝心聚力、夯
实基础。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程国飞 文/图

上路
清扫

棉纺路街道 政协委员上路 清理卫生死角
本报讯 5月 14日上午，棉纺路街

道政协工委组织政协委员深入街道辖
区参与“路长制”工作，不断增强委员
责任意识，强化履职能力，共同参与城
市精细化管理。

棉纺路街道政协工委负责人向委
员们介绍了街道“路长制”工作开展
情况，带领委员们拿起清扫工具以实

际行动带动辖区居民、沿街商户对门
前环境卫生进行清洁，并对发现的问
题进行限时整改。同时，委员们还对
沿街群众进行文明规劝，及时劝阻随
地吐痰、乱丢果皮等不文明行为，引
导市民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提倡
全民参与，为辖区市容环境整治和
“路长制”管理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

在参与“路长制”活动中，委员
们重点清理了各类卫生死角、杂物
堆放等问题。委员们纷纷表示，将
更加积极关注街道精细化管理工
作，吸引更多社会力量投身到城市精细
化管理工作中，进一步履职尽责，切实助
力城市精细化管理“路长制”工作再
上新台阶。 记者 张改华

5月20日，记者在位于河南工业大学
粮食学院北门以西、嵩山饭店以东、伊河
路南侧的金桂飘香游园看到，该游园以
金桂飘香为主题，形成曲径通幽、层次丰
富、统一连续的绿色生态环境。对外的街
景立面，以五重种植的方式形成绿廊绵
延、花团锦簇的效果，优化提升街景，同时
结合出入口设置有效引导人行交通。环
境提升与文化传达密切结合，休息廊架和
景观框架不仅满足了游人的休憩需求，侧
面还结合廊架立柱书写有朝气蓬勃、引人
奋发的格言金句，烘托城市人文特色，提
高城市文化气质。

建设路街道辖区协作路桐柏路东南
角的“口袋公园”毗邻郑州市中心医院，
利用拆除的门面房，将城市留白空间利

用，结合周边需求，设计立意以简洁中式
景观和较完善的公共设施充分结合，是
一处像城市景观会客厅般的“口袋公
园”，以高品质有意境的园林景观，提升
市民的使用感受和观感，以园林之美结
合“治疗花园”功能，服务周边，缓解医院
周边人员的紧张情绪。

康乐里康乐街微景观则是在拆除违
章、违建后，增加建设了花坛、花带。花
坛内以造型小叶女贞、观赏草等植物形
成优美的花境，营造和谐生态的街道入
口，以藤本月季、栅格等形成立体绿化，
增加绿量。见缝插绿是一大亮点，增加
为居民服务的坐凳、活动场地等提升服
务功能，体现生态为民的大理念，使微景
观成为好看、好用、舒服的功能景观。

这是公园？
不，这是微景观

中原区打造街头微景观80余处
生态建设呈现新局面

这段时间，走在中原区的街头，是不是发现了处处是景，街头微景观
应接不暇？这得益于中原区生态办结合中原区一直深入推进的路长制市
容市貌大提升行动，见缝插绿，在一些拆除的门面房或违章建筑区域搭建
起了“口袋公园”“路长驿站”等微景观，处处独具匠心，让“生态中原”近在
眼前。

目前，中原区共在伊河路、协作路等道路建造绿化微景观80余处，在
五厂南院、电缆厂家属院等老旧小区建设微游园9处，辖区居民能够时时
处处感到环境的改善。街头微景观最为靓丽地分布在秦岭路、计划路、市
场街、康乐里、协作路等路段，快跟记者一起去看看吧。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孙婧 文/图

据了解，中原区在公园、游园建设
中，提出了“老城区+公园、新城区公
园+”的建设思路，在老城区内拆除违
章建筑，在死角、边角空地见缝插绿、
留白增绿，建设公园、游园。在新城区
内建设公园、游园时，增加体育、休闲、
游乐等设施，提高新建公园、游园的服
务功能。

截至目前，中原区还在桐柏路、协作
路、计划路、市场街等13条道路栽植各种
月季 800余棵，娇艳的月季花让人心醉，

一路鲜花绽放的景观受到了周边群众的
一致好评。

2018年，中原区新建公园 5座、游园
40座，现已全部开放，建设面积约 190.27
万平方米。2019年，中原区计划新建公
园 5座、游园 40座。截至目前，已建成游
园 16座，正在建设公园、游园 29座，规划
建设面积137.51万平方米。

这些公园、游园的陆续建成开放，将
大大改善辖区居民的生活环境，提高辖
区居民的生活品质。

见缝插绿“口袋公园”成城市景观会客厅

留白增绿 2019年已建成游园16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