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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策群力促改造群策群力促改造 美好家园大家创美好家园大家创
惠济区推动惠济区推动““三项工程三项工程 一项管理一项管理””落地见效落地见效 营造营造““整洁整洁、、有序有序、、美丽美丽、、文明文明””区域环境区域环境

本报讯 近日，黄河迎宾馆地铁站
C口施工围挡已经开始陆续收回或拆除。

黄河迎宾馆地铁站附近分布有
住宅、学校、商场等多处公共场所，人
口密集、交通繁忙，为了便民出行，惠
济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迎宾路执法中
队多次与中铁一局施工方对接，优化
道路围挡方案，现场督导站口围挡拆
除工作，共安排施工人员 10余人，拆
除围挡 40余米，共计 120余平方米。
目前郑州地铁 2号线已经进入正式
运行阶段，之前进行的路面施工围挡
正在根据实际情况陆续拆除，逐渐还
路于民，恢复正常通行。
记者 蔺洋 通讯员 宋璐 张凯 文/图

本报讯 为加快工程推进，圆满
完成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工程，惠济区
刘寨街道办事处从各部门抽调人员
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定期到各小区楼
院进行现场调研，指导工作。实行
“日例会”制度，及时梳理解决各类问
题，明确职责分工，形成工作合力，抓
细抓实各项工作举措，确保老旧小区
改造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为真正把这件惠民生、予民利、
得民心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街道
办事处采取悬挂宣传条幅、发放《致
辖区居民的一封信》和现场宣传讲解
等多种方式进行政策宣传，让广大居
民进一步了解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原

则、目标任务、时间要求，争取社会各
界的理解和支持，让“人人参与、齐抓
共管、共同受益”的理念深入心，特别
是通过试点工程的示范引领作用，通
过老旧小区改造前后的对比，让辖区
居民切实感受到老旧小区改造带来
的实实在在的效益，减少施工过程中
的矛盾和阻力，推动改造工作顺利
开展。

截至目前，街道已完成了对辖
区建成于2002年以前公共设施落后
老旧小区的调查摸底工作。经过统
计，纳入辖区老旧小区整治提升工
程的有 20个小区，共 131栋楼，改造
户数约 5420户，总建筑面积约 45.09

万平方米。目前，街道中华园、磷肥
厂家属院 2个小区改造工作已基本
完成；已完成施工招标和监理招标
小区 4个；已完成设计立项小区 6
个，正在进入评审阶段；未立项项目
8个，正在征求社区和居民的改造意
见。近期主要通过居民微信群、入
户宣传和张贴改造方案等形式广泛
征求群众对小区改造方案的意见和
建议。截至目前，辖区教委西院部
分防盗网正在拆除，门禁等安防设
施已安装到位，天秀南北院、教委东
西院的招标项目（施工、监理）备案
工作已完成。
记者 蔺洋

本报讯 惠济区刘寨街道办事处积
极响应“三项工程、一项管理”的战略部
署，对照“序化、洁化、绿化、亮化”管理及
美丽街区建设的总要求第一时间采取行
动，提高站位、创新举措、强力攻坚，高标
准、全方位开展整治提升工作。坚持试
点先行，精益求精，实行“一强化三加强”
工作法对辖区弘润路进行全方位提升，
打造示范道路街区。

弘润路规划设计采用仿古风格为主
要元素，道路两侧选用仿古瓦片装饰，复
古棕色门头牌匾和仿古外立面墙砖装
饰，对沿街 73家门头牌匾进行统一提升
改造。

加强交通秩序整治，动态清理机动
车及非机动车违规停放。整合三级路
长、城市管理员、巡查员、志愿者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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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实清除占道、突出店外经营等顽疾。

加强环境卫生巡查力度，充分发挥
路队卫生监督员工作职能，同时动员沿
街商户落实“门前四包”责任制，共同维
护整洁的城市环境。采用“机械化清扫、
人工化保洁”作业模式，确保“道牙无尘、
路无杂物、设施整洁、路见本色”。

实施绿化改造，增加街角绿植和鲜
花小品，累计整治树穴 46处，增加绿化
微景观 3处，加强日常养护，提升道路绿
化档次。通过全方位提升改造，弘润路
面貌得到巨大提升。
记者 蔺洋 实习生 王安然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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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惠济区委社治委、
区文明办联合在新城路街道开元社
区首次组织开展“文明交通进社区”
宣讲活动。

现场，交巡警五大队胡警官介
绍了日常出行中闯红灯、逆行、随
意占道等常见的违法行为，通过观
看事故现场监控及宣传片，结合实
际案例就交通事故产生的原因进
行深入分析详解，同时向大家深入
浅出地普及了针对行人、非机动车
驾驶人交通法规，并提示大家不但
要身先力行，还要慢慢引导周边的

人驾驶机动车遵守交通法，确保出
行安全。

为提高群众的参与度和知晓度，
现场设置关于交通安全知识的有奖
竞答环节。通过该活动进一步调动
了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气氛，让文明交
通的普及工作更加深入人心。活动
最后，由区委社治委宣读《非机动车、
行人文明出行倡议书》，居民们都在
倡议书上签上自己的姓名后，纷纷表
示将以身作则，引导和带动周围的人
共同维护好道路交通安全。

据了解，自文明交通宣传教育活

动开展以来，惠济区共组建近 20支
社区志愿者队伍在主要交通道路口
对不文明交通行为进行劝导、教育；
组织社区青少年，老年人观看文明交
通宣传片 10余场；组织社区干部及
居民开展文明交通知识竞赛5场；印
制文明交通宣传海报并张贴千余张，
覆盖所有社区楼院；由社区组织开展
各式交通文明宣传活动近百场，真正
让文明交通走进千家万户，使每个居
民都能知法守规，养成良好的文明出
行习惯。
记者 蔺洋 通讯员 岳瀚

黄河迎宾馆地铁口 优化围挡方案 方便市民出行

惠济区 开展文明交通进社区宣讲活动

本报讯 长兴路街道自开展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以来，始终坚持“美好
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的理念，
着眼于提升群众居住环境问题，将公
共服务提升与老旧小区改造有效结
合，相关工作有序推进。

据了解，街道办事处为切实解决
群众关心问题，结合实际情况，初步
将北教工、十二中家属院、丹尼斯家
属院等 9个老旧小区纳入升级改造
计划中，结合前期宣传动员工作中收
集、整合的民情民意，针对基础设施
缺失、设施设备陈旧、功能配套不全、

日常管理服务缺失、环境脏乱差等问
题制订了相关改造提升方案，探索建
立老旧小区后期管理长效机制，切实
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
全感。

日前，位于国基路上的北教工小
区率先完成改造，按照试点先行，由
点到线、连线成面的循序渐进原则，
丹尼斯家属院、恒大家属院等的改造
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长
兴路街道常青路 2号丹尼斯家属院
电力施工已入场，一号楼和三号楼的
绿化带和健身器材处地砖已清理完

毕并覆盖防尘网，重新规划车位，在
三号楼后开设新门，切实解决居民停
车难的问题，方便出行。居住在一号
楼的王阿姨高兴地告诉记者：“楼道、
院墙，连楼梯扶手都重新粉刷了，整
个小区焕然一新，一下就勾起了我刚
搬进来时的回忆。”丹尼斯家属院的
门卫室经过初期改造，整洁干净,门
卫师傅连连感慨：“以前小区门卫室
又小又破，现在宽敞明亮多了，让人
进入小区就很舒心，很期待小区整体
改造完成的样子。”
记者 蔺洋 通讯员 王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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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寨街道 扎实做好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长兴路街道 老旧小区绽新颜 百姓居住更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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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期，大河路街道严格落
实市委、区委工作部署和要求，全力推
进“三项工程、一项管理”改进城市管理
与改善人居环境工作，以“拆违、清污”
为抓手，不断提升辖区“颜值”，打造群众
宜居生活环境。1月4日上午，为进一步
巩固城乡接合部整治工作成效，加大工
作力度，街道开展城乡环境整治观摩活
动，先后对辖区铁炉寨、保合寨、前刘、岗
李、新庄等7个行政村进行观摩评比。

本次观摩不看表面、不看亮点，坚
持“揭短板、亮缺点、查问题”的原则，突
击检查各行政村环境整治薄弱环节，通
过“红红脸、出出汗”现场点评的方式直
击痛点、难点，督促各行政村高度重视
城乡接合部整治工作，以全新的面貌迎
接2020年春节。

会议强调，各行政村行动都比较迅

速，尤其是绿源路沿线环境秩序整治工
作，已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发挥好
村“三委”干部模范带头作用，体现村级
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行动力，各行
政村要自觉学习先进，对标赶超；要明
确态度、压实责任，保持务实的工作作
风，针对前期无人机航拍交办的问题台
账逐个销号，实现辖区有序、整洁。

截至目前，共组织人员 2300余人
次、各类机械车辆 720余台次、集中力
量清理垃圾约 2.2万立方米，清理占道
经营 340余起，拆除私搭乱建 30000余
平方米，覆盖黄土裸露5.8万余平方米，
整治乱停乱放车辆 740余辆。经过近
期的整治，大河路街道辖区环境、卫生
明显改善，整体形象显著提升，群众幸
福感、满意度大幅提高。
记者 蔺洋 通讯员 赵建营

刘寨街道“一强化三加强”打造弘润路示范街区

本报讯“不一样！就是跟以前不一
样！最近这村里的环境啊是越来越好
了，俺们住得越来越舒心了！”家住李西
河村的杨大爷说道。

近日，新城街道办事处以“改进城市
管理与改善人居环境”为契机，以辖区李
西河村为示范点，多措并举，着力对李西
河进行全面打造。李河西村在改造下，

道路更宽了，路面更干净了，停车秩序更
加规范了，长期无人管理的犄角旮旯里
的破旧废物不见了，时不时还能看到一
群群工作队伍在打扫卫生，一车车垃圾
在往外清运。

新城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李西河
村的改造由村党政一把手亲自抓，‘三
委’干部齐上阵，包村干部来督查的工作

机制，密切配合，形成城市综合整治的强
大合力，努力实现干净、整洁，富有文化
气息的美丽乡村环境。同时，为真正将
工作深入群众当中，今后将不定期举办
以党员干部为代表的整治工作日活动，
让村民共同参与、共同受益。”
记者 蔺洋 实习生 王安然
通讯员 宋艳芳

本报讯 为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安
全感和幸福感，花园口镇以营造“整洁、
有序、美丽、文明”的镇域环境为目标，将
“以人为本、精准治理、突出长效”作为工
作原则，创新机制，聚焦重点，推进“三项
工程 一项管理”。

认真执行“拆、清、建、管”四字精神，
成立专项工作队伍，铁腕拆除各村房前
屋后私搭乱建、活动板房、“鸽子棚”等违
法建筑，坚决拆除取缔辖区砂石厂、废品
收购站等“散乱污”企业，确保拆违扩容，
快速“治标”；落实包村领导牵头，各村组
织专人配合，出动机械对背街小巷垃圾

积存等问题进行全面清理，确保还路于
民；将道路整治作为改进城市管理与改
善人居环境的重要内容，对 8个村所有
道路进行全面排查，镇、村、组三级联动，
定区、定责、定人，一线作战，全面整修；
加强环卫保洁队伍建设，按照“道牙无
尘、路无杂物、设施整洁、路见本色”的标
准，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果。

结合“路长制”、党员联系户、党员积
分制，创新镇域环境整治提升机制，采取
“两上两下”工作法。结合镇域环境实
际，对道路整修、交通秩序、园林绿化等
14个方面拉高标杆，对辖区主次干道进

行控面蹲点，守线到位，确保第一时间发
现问题、第一时间反映问题、第一时间解
决问题。

截至目前，该镇共清理卫生死角500
余处，拆除破旧围挡 2100余米，清理生
活垃圾、杂物 7000余方，整治乱停乱放
车辆 360余辆，整治占道经营、突店经
营、店外立招、橱窗广告、村社小广告200
余起，向村民群众分发《文明倡议书》《郑
州市民文明公约》等宣传材料 6000余
份，全镇“三项工程 一项管理”工作迅猛
推进。
记者 蔺洋 实习生 王安然

本报讯 自“三项工程 一项管理”工
作开展以来，迎宾路街道办事处着力推
动城市功能、品质、形象全面提升，打造
“整洁、有序、舒适、愉悦”的环境。

成立领导小组，制订《“三项工程 一
项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将工作内容和
考核评比的机制进行细化，进一步压实
责任。深化推进“三全两结合一考核”工
作法，进一步细化明确整治提升任务，列
出近30天的阶段性重点工作清单，以10
天为一个节点，分阶段设立工作目标，细
化责任分工。践行“三全两结合一考核”
工作法。围绕道路环境、市容环境、农村
人居环境、交通秩序和污染整治5项短板
弱项开展“治标”工作，高标准、高质量整
治，最终达到“治本”目的，确保“改进城市
管理与改善人居环境”工作全面落实。

截至目前，累计出动人员 300余人，

对“一环十横十纵”道路综合改造一期工
程中涉及镇办桂圆南街、桂圆北街、田园
路、金达路 4条道路周边违法建筑进行
排查，暂未存在违法建筑；累计整治卫生
死角 300 余处，清理混合垃圾 8600 余
立方米；累计出动环卫工人800余人，洒
水车80余辆，小型冲洗车150余辆，洒水
面积430万平方米，机扫面积360万平方
米；清理绿化带白色垃圾2300余米；整治
占道经营、突店经营 480余处；清除乱贴
小广告、橱窗广告 500余处；拖离违停机
动车380余辆，张贴违法告知单600余张；
拆除占道工棚30余处；清除废品收购站4
处。记者 蔺洋 通讯员 张俪凡 文/图

本报讯 近日，长兴路街道办事处
开展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改造，整合多方
力量，扎实推进整治工作，全力保障铁
路运输安全，优化铁路北站东西干道、
南北环线的沿线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
位、塑造门户形象。

据了解，长兴路街道辖区属郑州北
站拆除范围内的违法建筑、有碍观瞻的
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已全部完成拆除，共
出动工作人员120余人，动用大型挖掘
机50辆，铲车50辆，炮雾车50辆，拆除
面积约 150000平方米；后期严格按照
“六清”即清理生活垃圾、清理建筑垃
圾、清理杂草、清理菜地、清理水面漂浮
物、清理杂物，“八无”即无生活垃圾、无
建筑垃圾、无菜地、无杂草、无废品杂
物、无水面漂浮物、无旱厕、无露天暴露
垃圾池，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了对西
干线的环境卫生整治，东干线正在紧张
实施中；绿化方面已与惠济区林业局对
接，加急布置绿化，精致“妆容”，让铁路
沿线“靓”起来。

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展‘三
项工程 一项管理’工作是完善城市治
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举
措，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增进
民生福祉的迫切需要。此次开展铁路
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是一个非常有
利的契机，真真切切地改善了周边人
居环境。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发力，尽
快实现城市环境‘整洁、有序、舒适、愉
悦’的目标，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记者 蔺洋 通讯员 王明月 文/图

本报讯 为改进城市管理与改善人
居环境，江山路街道高度重视、快速行
动，严格按照“整洁、有序、舒适、愉悦”
的城市管理目标和“序化、洁化、亮化、
绿化”的要求，扎实推进“双改”工作，着
力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和发展品质。

成立以街道党政正职为组长，常务
副主任任常务副组长，街道班子成员，各
村（社区）书记、主任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为成员的“双改”工作领导小组，并结合
辖区实际制订具体实施方案，成立了城
市道路综合改造工程、城乡接合部综合
改造工程和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3个指
挥部，分别由一名科级干部任指挥长。

建立私搭乱建、“散乱污”企业、交
通秩序、城市环境卫生、户外广告、城市
道路综合改造违法建设6项问题台账，
街道督查办严格对照台账加大督查力
度，坚持边排查、边整改、边销号，确保
“双改”工作各项任务落细落小、见实见
效。建立日督查制度、周例会制度和月
观摩制度。

街道以师家河村、双桥村为重点，
综合推进城乡接合部综合改造工程和
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加大积存垃圾清
除和城市乱象治理力度，清理垃圾 60
余立方米、杂物乱堆乱放25处，清扫道
路20万平方米。记者 蔺洋

新城街道 扎实推进人居环境大改变

花园口镇 创新工作方法 建设宜居乡村

迎宾路街道 落实落细“三项工程 一项管理”

长兴路街道
精致“妆容”让铁路沿线“靓”起来

江山路街道
着力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大河路街道
提升辖区“颜值”打造宜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