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改善我市大气环境质量，强化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助推“迎民族盛会，庆七十华诞”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加强我市餐饮服务业油烟净
化治理力度，现将7月21日至7月31日期间餐饮服务业油烟净化治理工作考核排名公布如下。

一、县（市、区）、管委会考核排名
（1）市区组排名（含管委会）：
第一名：金水区
第二名：郑东新区
第三名：经开区
第四名：高新区
第五名：二七区
第六名：中原区
第七名：管城区
第八名：惠济区
（2）县市组排名（含上街区、航空港区）：
第一名：新密市
第二名：上街区
第三名：中牟县
第四名：荥阳市
第五名：新郑市
第六名：航空港区
第七名：巩义市
第八名：登封市
二、乡（镇、街道办事处）考核排名
（1）金水区：
第一名 大石桥街道办事处
第二名 北林路街道办事处
第三名 未来路街道办事处
第四名 花园路街道办事处
第五名 南阳路街道办事处
第六名 杜岭街道办事处
第七名 凤凰台街道办事处
第八名 南阳新村街道办事处
第九名 人民路街道办事处
第十名 丰产路街道办事处
第十一名 文化路街道办事处
第十二名 杨金路街道办事处
第十三名 国基路街道办事处
第十四名 丰庆路街道办事处
第十五名 兴达路街道办事处
第十六名 东风路街道办事处
第十七名 经八路街道办事处
（2）中原区：
第一名 航海西路街道办事处
第二名 林山寨街道办事处
第三名 莲湖街道办事处
第四名 三官庙街道办事处
第五名 建设路街道办事处
第六名 汝河路街道办事处
第七名 桐柏路街道办事处
第八名 绿东村街道办事处

第九名 西流湖街道办事处
第十名 棉纺路街道办事处
第十一名 柳湖街道办事处
第十二名 须水街道办事处
第十三名 中原西路街道办事处
第十四名 秦岭路街道办事处
（3）二七区：
第一名 大学路街道办事处
第二名 建中街街道办事处
第三名 五里堡街道办事处
第四名 嵩山路街道办事处
第五名 福华街街道办事处
第六名 蜜蜂张街道办事处
第七名 一马路街道办事处
第八名 德化街街道办事处
第九名 金水源街道办事处
第十名 樱桃沟管委会
第十一名 解放路街道办事处
第十二名 京广路街道办事处
第十三名 马寨镇
第十四名 人和路街道办事处
第十五名 长江路街道办事处
第十六名 侯寨街道办事处
第十七名 铭功路街道办事处
第十八名 淮河路街道办事处
（4）管城区：
第一名 金岱园区
第二名 南曹乡
第三名 紫荆山南路街道办事处
第四名 陇海路街道办事处
第五名 航海东路街道办事处
第六名 东大街街道办事处
第七名 二里岗街道办事处
第八名 十八里河街道办事处
第九名 西大街街道办事处
第十名 北下街街道办事处
第十一名 城东路街道办事处
第十二名 南关街街道办事处
（5）惠济区：
第一名 迎宾路街道办事处
第二名 刘寨街道办事处
第三名 长兴路街道办事处
第四名 新城街道办事处
第五名 江山路街道办事处
第六名 花园口镇
第七名 古荥镇
第八名 大河路街道办事处

（6）郑东新区：
第一名 博学路街道办事处
第二名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第三名 龙子湖街道办事处
第四名 如意湖街道办事处
第五名 商都路街道办事处
（7）高新区：
第一名 双桥街道办事处
第二名 石佛街道办事处
第三名 梧桐街道办事处
第四名 沟赵街道办事处
第五名 枫杨街道办事处
（8）经开区：
第一名 明湖街道办事处
第二名 前程街道办事处
第三名 九龙街道办事处
第四名 京航街道办事处
第五名 祥云街道办事处
第六名 潮河街道办事处
（9）航空港区：
第一名 滨河街道办事处
第二名 龙王街道办事处
第三名 社区服务中心
第四名 龙港街道办事处
第五名 清河街道办事处
第六名 明港街道办事处
第七名 八岗街道办事处
第八名 郑港街道办事处
第九名 银河街道办事处
第十名 冯堂街道办事处
第十一名 张庄街道办事处
第十二名 八千街道办事处
第十三名 三官庙街道办事处
（10）新郑市：
第一名 新华街道办事处

孟庄镇（并列）
第三名 新烟街道办事处
第四名 新区管委会
第五名 龙湖镇
第六名 新村镇
第七名 城关乡
第八名 具茨山管委会
第九名 薛店镇
第十名 梨河镇
第十一名 新建街道办事处
第十二名 郭店镇
第十三名 观音寺镇

第十四名 和庄镇
第十五名 辛店镇
（11）荥阳市：
第一名 京城街道办事处
第二名 崔庙镇
第三名 刘河镇 乔楼镇 汜水镇（并列）
第六名 城关乡 高山镇 索河街道办

事处（并列）
第九名 高村镇
第十名 广武镇 贾峪镇（并列）
第十二名 王村镇
第十三名 金寨乡
第十四名 环翠峪
第十五名 豫龙镇
（12）新密市：
第一名 西大街街道办事处
第二名 新华路街道办事处
第三名 尖山风景区管委会
第四名 青屏街道办事处 曲梁镇

（并列）
第六名 苟堂镇
第七名 矿区街道办事处 米村镇

（并列）
第九名 超化镇
第十名 岳村镇 刘寨镇（并列）
第十二名 来集镇
第十三名 城关镇
第十四名 大隗镇 袁庄乡（并列）
第十六名 平陌镇
第十七名 牛店镇 白寨镇（并列）
（13）登封市：
第一名 少林街道办事处
第二名 中岳街道办事处
第三名 嵩阳街道办事处
第四名 告成镇
第五名 唐庄镇
第六名 卢店镇
第七名 徐庄镇
第八名 大冶镇
第九名 宣化镇
第十名 阳城区
第十一名 颍阳镇
第十二名 东华镇
第十三名 白坪乡
第十四名 送表矿区
第十五名 石道乡
第十六名 君召乡

第十七名 大金店镇
（14）巩义市：
第一名 杜甫路街道办事处
第二名 紫荆路街道办事处
第三名 孝义街道办事处
第四名 新华路街道办事处
第五名 北山口镇
第六名 回郭镇
第七名 鲁庄镇
第八名 西村镇
第九名 新中镇
第十名 河洛镇
第十一名 站街镇
第十二名 芝田镇
第十三名 康店镇
第十四名 米河镇
第十五名 小关镇
第十六名 永安路街道办事处
第十七名 竹林镇
第十八名 大峪沟镇
第十九名 涉村镇
第二十名 夹津口镇
（15）中牟县：
第一名 刁家乡
第二名 狼城岗镇
第三名 韩寺镇
第四名 文化创意产业园管委会
第五名 官渡镇
第六名 东风路街道办事处
第七名 刘集镇
第八名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
第九名 雁鸣湖镇
第十名 现代农业管委会
第十一名 黄店镇
第十二名 万滩镇
第十三名 姚家镇
第十四名 郑庵镇
第十五名 雁鸣湖管委会
第十六名 汽车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第十七名 广惠街街道办事处
第十八名 大孟镇
（16）上街区：
第一名 工业路街道办事处
第二名 中心路街道办事处
第三名 新安路街道办事处
第四名 济源路街道办事处
第五名 峡窝镇

郑州市餐饮服务业油烟净化专项治理工作考核排名（7.21-7.31）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倩）记者昨日从市交通运输
局了解到，今年 6月起，市客运
管理处通过广泛宣传、全员培
训等多项举措，抓出租汽车驾
驶员文明素养、规范运营，净化
市场环境。

为使出租汽车更好地宣传

我市良好形象，更好地服务乘
客，客运管理处建立“神秘乘客”
制度，暗访抽查车辆车容车貌和
驾驶员营运行为，暗访结果作为
考核依据，提高驾驶员主动提升
服务的意识；强化结果运用，引
入“红黑旗”和“红黑名单”制度，
建立行业信用制度和驾驶员退

出机制，对严重违章驾驶员，吊
销其从业资格证，将处罚结果推
送至行业和省市征信平台，并纳
入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结合市交通局执法支队的
违章通报，市客运管理处已对
796名违章驾驶员开展一周惩
戒性停业培训；组织开展了行

业 400余名党员驾驶员和 150
余名行业特色车队人员、100余
名行业志愿者等特色培训工作；
组建行业文明特色车队，组织开
展“爱心送考”、“义务献血”、“大
手拉小手，共圆微心愿”社区志
愿服务、礼让斑马线交通秩序维
护等多项公益活动。

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投
资2.2亿元，建成72公里“四好
农村路”，占比56%。目前，我
市各县道日常养护工作均能有
序开展，做到清扫保洁到位，路
面整洁，路肩、排水、绿化设施
齐全。从通客车情况看，我市
所有行政村客车通达率为
100% ，其 中 班 线 客 运 占
82.5%，预约客运占17.5%。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加大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创建力
度，对获得市级、省级、国家级
示范县的单位，市政府将分别
给予 500 万元、1000 万元、
3000万元的资金奖励，对工
作力度小、效果差的县市将进

行约谈和通报批评。
同时，推动“百县通村入组

工程”和农村公路提档升级，
力争全市在两年内彻底打通
农村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

此外，还将推进“万村通
客车提质工程”和运输服务水
平提升。今年9月底前，全市
所有贫困村将全部开通班线
客车或公交车，建设客运（公
交）停靠站290对；年底前，全
市实现“公交化运营和班线客
运线路连通的建制村比例提
高到95%以上，预约班线客运
线路连通的建制村比例下降
到5%以下”的目标，让农民群
众“出门见路、抬脚上车”。

“神秘乘客”暗访出租车服务
严重违章驾驶员吊销从业资格证

建设“四好农村路”
9月底前，全市贫困村全部开通班线客车或公交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倩 文/图）昨日，我市组织召开“四好
农村路”建设现场观摩会，观摩了中牟县和新郑市“四好农村路”建设
现场。今年，我市计划投资3.97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130公里。

“广场经典诵读”
首赛火热报名中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唐学勤）8 月 10 日上午，2019
“广场经典诵读”首赛——中小
学生专场，将在西太康路的新
华书店郑州购书中心 6楼电影
厅举行，目前正在报名中。自
8月 5日郑州客户端推送《“广
场经典诵读”中小学生专场邀
您登台 30个名额，快来报名
吧》的消息，仅两天时间 24个
名额被“秒抢”。

你可以拨打郑州晚报热线
96678、郑 州 购 书 中 心 电 话
0371-66256848报名，7岁至 18
岁青少年均可参与，目前仅剩
6个名额，快来抓住机会一展
风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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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中华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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