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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辖区居民更加舒心 让城市管理更有温度
惠济区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管理和环境改善新格局

本报讯 为全面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关于改进城市管理和改
善人居环境等“三项工程一项管
理”的总体要求，不断增强市民获得
感、幸福感，惠济区采取多项措施，
加快推进城市道路综合改造工作。

11月 25日，惠济区召开了改
进城市管理与改善人居环境工作
会议，制订了城市道路综合改造工
程实施方案，成立了由主管副区长
担任指挥长的城市道路综合改造
工程指挥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
区住建局，由区住建局局长担任办
公室主任，建立了“日通报、周例
会、月评比、季观摩”制度。

连日来，惠济区迅速组织各镇
（办）对辖区内现状道路进行全面
摸底调查，将除“一环十横十纵”涉
及的 8条道路以外的区内其他 55
条所有现状道路列入城市道路综
合改造工程范围内，计划用3~4年

完成全部改造。目前，惠济区城市
道路综合改造一期工程已启动勘
察设计招标工作。

为避免后期重复建设，惠济区
还将在建的61条道路按照城市道
路综合改造要求进行调整，通过多
次研究论证，现已完成断面优化调
整工作，计划通过设计变更的形式

在道路施工过程中进行同步改造。
另外，惠济区积极与市级相关部门
对接，在完成“一环十横十纵”一期
工程京广路图纸交接工作后，第一
时间组织区相关单位、镇办进行现
场实地察看，并先期启动了道路两
侧违法建筑拆除、住改商整治工作。
记者 蔺洋 通讯员 杨扬 文/图

本报讯 近日，记者走在迎宾
路、兴隆铺路等路段时发现，往日
杂乱的空中“蜘蛛网”已完成入地，
抬头望去眼前一片清净。

据了解，自全市开展城市环境
综合整治提升工作以来，为加速提
升惠济区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建

立精细化管理长效工作机制，从今
年初以来，惠济区城市管理局架空
通信入地专项整治领导小组根据
《郑州市架空通信线入地改造工作
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规定，对辖区
路段的架空通信线缆情况进行全面
摸底排查，遵循先易后难、先主后

次、逐步入地的原则，对新苑路、新
城路、金河路、清华园路、宏达路、兴
南街、英才街、文化路、银通路、银河
路、迎宾路、月季街、兴隆铺路13条
道路实施架空线缆入地工作，总长
度共计13431米。投入资金100万
元，工作人员180余人，吊车、升降
车、货车等施工车辆46辆。

昔日里线缆或垂落在半空中，
或密密麻麻交错杂乱地盘亘在城
区各个交通路口上方，每每看到总
是让人惴惴不安。自开展架空线
缆入地工作以来，架空通信入地专
项整治领导小组确保做到“一天一
个样、每天不一样”，还市民干净有
序的城市环境。

惠济区现已提前完成 2019年
架空线缆入地工作任务。目前正
在开展 2020年架空线缆入地计
划，提前规划整治 2020年的架空
线缆入地工作。
记者 蔺洋
通讯员 宋璐 张凯 文/图

整装旗鼓，再出发
惠济区花园口镇召开改进城

市管理与改善人居环境秋冬季大
气污染防治文明城市创建乡村振
兴工作会议，镇党委、政府把改进
城市管理与改善人居环境工作当
做改善群众生活质量的大事扎实
推进。会上总结了城市环境综合
整治提升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了
当前的形势，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
了安排部署，动员全镇上下进一步
明确目标，强化措施，狠抓落实，推
动全镇城市管理提水平、人居环境
高品质、文明素养再提升，全面掀
起城乡接合部改造工程的热潮。

坚定信念，重整治
自花园口镇开展城乡接合部

改造工程以来，辖区道路全部纳入
第三方保洁公司保洁范围，实现高
标准、精细化保洁，有效改善辖区
脏乱差的局面。达到“路长制”工
作全覆盖，全力保障环境质量、改
善人居环境，并且坚持开展道路改
造工程、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及清洁
家园、“三捡”活动。截至目前，已
修整道路 13条、乡村平交路口修
整 3个，清理垃圾、杂物 5000余立
方米，各类广告清除 25000余处，
整治清理占道经营、突店经营
1500余处，车辆乱停乱放 1300余

处，清理“散乱污”企业 168家，并
为辖区 126家餐饮行业及公共食
堂单位签订餐厨垃圾清运协议。
同时全面排查、梳理辖区空闲、违
建拆除的土地约 3300亩，已全部
完成绿化。高铁沿线绿化完成 29
万平方米，中州大道小游园、花园
口社区游园、花溪路小游园3处新
建游园已建成投入使用，辖区生态
优势持续扩增。

强化督导,抓落实
花园口镇实行六级网格化管

理督导机制，将各项任务细化分
解到月、周、日，责任落实到镇主
要领导、主管领导、部门负责人、
村书记、主任、城管队长、保洁队
长各级人员，对照详细任务清单，
层层负责，夯实责任，并定期对各

级责任人进行讲评，奖先罚劣，同
时不定期召开改进城市管理与改
善人居环境问题研判会针对重难
点问题进行逐一攻克，有效推进
城乡接合部综合改造工程的深入
开展。

“今后花园口镇将始终以辖区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为标准，群
众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就尽最
大努力给予什么样的服务及管理，
将城乡接合部改造工程与乡村振
兴、生态绿化建设、大气污染防治、
城市精细化管理等重点工作有机
结合，同步推进，同步实施，努力改
善人居环境、提高管理水平、提升
文明素养，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
市管理和环境改善新格局，建设宜
居宜业宜游幸福美丽花园口。”花
园口镇主要领导表示。

本报讯 为优化城乡环境卫
生，全面提高辖区环境卫生水平
和文明清洁程度，近日，迎宾路街
道办事处在辖区持续开展全城清
洁行动，大力整治西黄刘村村容
村貌，使得村民居住环境得到了
明显改善。办事处机关干部、城
市管理员、环卫工共 50余人参加
此次活动。

早上 7点大家纷纷来到西黄
刘村村口，不顾冬天清晨的寒冷，
集合后便拿着工具开始分头行
动，所有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劳
动热情。有人拿着扫把清扫地
面上散落的生活垃圾，有人清理
村内落叶，有人清理墙上粘贴的
小广告，有人对脏污地面进行冲
洗，在大家密切配合下，很快就
将各类垃圾清扫一空。此次行
动共出动小型冲洗车 3辆，环卫

车辆 2辆，清理生活垃圾、死角垃
圾、落叶等 3车，清理小广告 40
余处，清洁过后的西黄刘村环境
面貌焕然一新。

通过近段时间的环境整治，西
黄刘村环境卫生得到明显改善，营
造了干净卫生、整洁有序、优美文
明的生活环境，有效提升了群众生
活的舒适度、满意度。下一步迎宾

路街道将继续动员环卫工人、城市
管理员、沿街商户，联合大家的力
量确保垃圾及时清理，维持辖区干
净整洁的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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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打造整洁优美的村容村貌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记者 蔺洋 通讯员 王雯雯 文/图

将路长制工作做新做细
刘寨街道有了大变化

在刘寨街道弘润路，有这么
一个由沿街商户、社区群众组成
的“弘润路微信群”，作为群管理
员，二级路长王豫实时收集成员
发至群里的关于道路提升的相关
意见建议，对反映的各类问题进行
收集，明确节点，分类解决。这是
刘寨街道路长制工作“互联网+城
市管理”新举措之一，除此之外，还
打造了智慧城市管理平台，利用数
字化城市管理应用平台，综合运用
大数据现代信息技术，实时把握路
段城市管理前、中、后工作动态，
全面提升城市管理职能化。

自刘寨街道路长制工作开展
以来，实行多元参与，“三大整治”
促长效管理机制，分别在交通秩
序、环境卫生、经营秩序等方面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整治：联合
巡防中队、执法中队和交警部门，
动态清理机动车及非机动车违规
停放；采取干式吸尘、便道冲刷、
路面冲洗等作业模式，动员沿街
商户落实“门前四包”责任制，不
断加大清扫保洁力度；整合三级
路长、城市管理员、巡查员、志愿
者等力量，不断加大巡查力度，建
立道路管理微信群，道路问题及

时上报、实时处理、按时反馈等。
修整了 9000余平方的人行

道路更加平整卫生，街角新设置
的 20余处绿化微景观为城市增
添了许多美感，道路两旁的彩绘
墙提升了整体街道的文化品位，
沿街商户门前更加整洁有序，城
市管理员为这里栽植了绿植花卉
220余棵……在路长制工作的精
心打造下，刘寨街道为市民呈现
了更加整洁、有序、舒适、愉悦的
城市环境。

落实路长制工作
打造长兴美丽街区

惠济区宏达路东起金杯路，
西至京沙快速路桥下，是长兴路
街道办事处二级路长黄欢管辖的
路段，也是长兴路街道在开展城
市精细化管理“路长制”市容市貌
大提升活动中，重点打造的特色
示范街道。

作为宏达路的二级路长，为
了提高“路长制”管理水平，黄欢

经常通过走访商户、对辖区居民
进行问卷调查等形式来了解民情
民意。在宏达路的升级改造工作
中，根据沿街楼体的风格、颜色，
对宏达路的门头改造提升工作提
出了很多建议。针对非机动车乱
停乱放的现象，还提出要科学、均
匀地增加非机动车停车区域，进
一步加强了宏达路的非机动车停
放规范管理。

长兴路街道开展“路长制”市
容市貌大提升工作，不断创新、探
索，制订详细的方案，每日出动
300余人，通过路队成员的努力工
作，商户没有店外经营的现象了，
流动商贩都自行进入市场经营了，
沿街橱窗都不再张贴宣传品了，店
铺门口不再随意晾晒衣物了，并且
都自觉地承包了门前卫生。

提升城市形象，重在细节，在
接下来的工作中，长兴路街道将
踏实干、认真干，尽心尽力把道路
管好，让辖区居民更加舒心，让城
市管理更有温度。

惠济区
加快推进城市道路综合改造工程

花园口镇
掀起城乡接合部综合改造工程热潮

冬季在温暖的阳光下，林荫步道上欢乐的老人、孩子，草坪椅上休息的居民。看着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对幸福生活的满足，对环境改变的肯定，更加能体会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更加认识到了“双
改”的重要性。记者 蔺洋 通讯员 王轶楠 朱海燕 文/图

“看不见”也是一道风景
惠济区率先完成今年架空线缆入地任务

加大整治力度
大河路街道狠抓城乡接合部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加大机械化
保洁力度，常态化开展清洁家园
活动，巩固保洁效果。每天出动
环卫人员 70余人，洒水车 5台，机
扫车 5台，全天实施人机结合对
辖区道路、绿化带和卫生死角尘
土、垃圾、杂物进行清理，对沿街
城市家具进行擦拭，清理沿街小
广告 200余处，规范店外经营 30
余家。

提高整治标准
按照城乡接合部道路实际作

业难度和工作量，合理调配清扫
保洁人员，彻底清除死角死面；
安排专人做好监督检查工作，及
时发现问题，并迅速整改到位；
对反复出现问题的区域进行重
点治理，增加人员和机械，推动
整治效果的巩固和提升，给辖区
群众创造一个干净、整洁、有序的
生活环境。

加强监督检查
组织街道相关部门有针对性

地对城乡接合部道路沿线，采取
巡查与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监管。严格落实道路清扫、保洁
人员日签到制度；每天对道路保
洁质量、整治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对整改不力的下发督查通
报，发现问题立即督促相关部门
进行整改，确保辖区道路整洁、
有序。

确保取得实效
大河路街道遵循“属地管理、

联合执法、突出重点、稳步推进”
的原则，各行政村与部门间相互

配合，有效推进城乡接合部环境
卫生综合整治工作顺利开展。近
期集中力量对绿源路沿线违章建
筑进行拆除，目前已拆除违建 20
余处，有效改善了辖区市容环
境。街道联合交警大队每天出动
叉车、拖车各 12辆对辖区重点道
路沿线乱停车辆进行整治，规范
机动车 200余辆、非机动车 800余
辆，劝教驾驶人3000余人次，使辖
区交通秩序明显获得优化，不断
提升街道品位形象。

大河路街道
全面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近期大河路街道市容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以前惠济桥村到处都是摆摊卖东西的，给群众出行带来不
便。你看现在小商贩不见了，道路干净畅通多了。作为经营户，我们也积极响应号召参与到城乡环境综合
整治当中，积极做好配合工作，为建设美丽大河做出一点贡献。”一位惠济桥村的商户说道。

大河路街道按照市委市政府“三项工程、一项管理”战略部署，统筹安排、狠抓落实，全面开展城乡接合
部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记者 蔺洋 通讯员 赵建营 文/图

迎宾路街道
抓好村容村貌整治 打造宜居美丽家园

当好“路管家”管出“好颜值”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个词
逐渐被大家熟悉——路长。有了
他们，路灯亮了、人行道地砖整齐
了、停车秩序规范了……大街小
巷旧貌换新颜。他们用脚步、用
真心，让城市真正亮起来、美起
来，让居民拥有更多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记者 蔺洋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