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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全城清洁”全力助推“创卫”复审
为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连日来，郑东新区以改进城市管理、改

善人居环境工作为契机，以“整洁、有序、舒适、愉悦”为目标，全力开展“全城
清洁”行动，切实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如意湖办事处“全城清洁”人人参与
本报讯 为进一步维护辖区

卫生，给居民创造一个整洁、有
序的生活环境，近日，如意湖办
事处组织开展“全城清洁”行动，
全力助推“创卫”复审工作，全面
提升辖区城市环境卫生质量，巩
固创建成果。

绿城百合社区的社区工作人
员、辖区公共单位、党员志愿者及
物业公司围绕院区内的卫生环境
展开“大清整、大清洗、大扫除”。
一是积极动员院区商户及时清扫

门前的垃圾杂物，清除橱窗、玻璃
门、沿街墙体、路面上，乱贴乱画、
乱悬乱挂的小广告，维护门前车
辆秩序；二是对人行道、绿化带、
树穴内等区域的卫生死角、积存
垃圾进行全面清理；三是物业保
洁对果皮箱、垃圾桶等公共设施
彻底清掏擦洗。此外，办事处还
安排城管综治巡防大队规范非机
动车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等，以崭
新的城市形象和一流的市容环境
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

本次活动，办事处共出动工
作人员、志愿者、公共单位、巡防
队员及物业公司共 400余人，清
理垃圾杂物26处，清理小广告30
处，整治突店经营 35处，规范非
机动车停放点30处，规范摆放非
机动车、共享单车350余辆，张贴
文明停车温馨提示卡60余张，劝
离违规停放等不文明行为 60余
起，拖离违停机动车57辆。
记者 马燕
通讯员 王静 刘学馨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开展“四乱”专项整治
本报讯 为营造干净整洁

的 市
容环
境 ，
有效
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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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提 升
城市管理水

平，迎接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6 月 20

日至 22日，祭
城 路
街 道

办事处
组织城管

办、执法中
队、各村改居

社区、各物业公
司等职能部门集

中开展了“四乱”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办事处城管办联

合交警六大队、执法中队对辖区
内机动车乱停放、占道（突店）、
户外广告等问题进行整治清除；
把乱停放的非机动车整齐规范
地摆放在指定停放区，并与共享
单车公司进行对接，把损坏严
重、投放超量的单车进行清
运。在整治的同时，城管队员
耐心地对沿街商户进行说服教
育，向其讲解有关城市精细化
管理方面的知识，做好“门前
四包”工作。办事处祭城社
区、白庄社区、崔庄社区纷纷
开展“全城清洁”行动，社区党
员干部及志愿者联合各小区
物业携带劳动工具对老旧小
区楼道、墙角、花坛等卫生死
角的垃圾杂物进行了集中彻
底清理。截至目前，共清理占

道经营 30 余处，摆放非机动
车、共享单车 500余辆，清除小
广告 200余处，共清理出生活垃
圾、装修垃圾以及居民丢弃的
废旧家具等 10车，清除卫生死
角30处。

此次整治行动，不仅有效解
决了辖区“四乱”问题，为辖区居
民营造出一个整洁、舒适的生活
环境，更保障了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工作的顺利开展。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吴囡 文/图

商都路办事处 楼院整治大清洁
本报讯 为迎接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提升社区居民生活
环境，近期，商都路
办事处永平路社区
组织开展楼院整治大
清洁活动，着力提升
小区颜值。

活动中，社区工作
人员联合物业对辖区
楼院进行实地走访，
全面排查卫生死角，
建 立 了 问 题 整 改 台
账。针对发现的绿化
带存有垃圾、垃圾场清

理不彻底、楼前楼后杂物乱堆
放、垃圾桶杂乱差等问题，对照
卫生城市复审细则，举一反三
进行了整改。为保持整改效
果，防止出现反弹，专门建立了
“回头看”制度，定期对问题进
行回访检查，确保常态长效。
此次活动，整改问题 5处，发放
创卫宣传单 120余份，并对在公
共区域堆放杂物的居民进行了
劝诫，告知生活环境改善对居
民的益处，得到了居民的理解
和支持。

此次活动，不仅改善了居民
生活环境，增强了居民的卫生

意识、环境意识，更保障了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工作的顺利开展，
营造了共创美丽社区的浓厚氛
围。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歌 戚江涛 文/图

龙子湖街道办事处 集中治理“三小”门店
本报讯 为迎接国家卫生城

市复审，营造健康宜居的辖区生活
环境，近日，龙子湖街道办事处开
展“三小”（小旅馆、小美容美发
店、小浴室）门店排查整治工作。

活动中，工作人员挨家挨户
上门走访，严格按照督导检查评
分表所列各类共计 28项内容要
求进行细致排查。其中，重点检
查各家门店的卫生、饮用水、通
风是否符合标准，各类警示标识

是否张贴完备，营业执照、卫生
许可证、人员健康证等资质合规
情况，察看消毒设施使用与台账
记录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工作人员当场予以指出，
要求门店进行立即整改，不能当
即整改的，进行台账登记，告知
相关责任人，要求 3日内限期进
行整改，同时安排专人进行问题
跟踪，严格督促落实整改，直至
问题清零销号。此次活动中，共

排查三小门店50余家，问题台账
登记30余处。
记者 马燕 通讯员 李鹏飞 文/图

龙湖办事处 共建和谐美丽家园
本报讯 为进一步美化市容

环境，保障道路环境卫生及交通出
行安全，6月22日，龙湖办事处组织
机关干部、村委人员、物业保洁人员
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大清洁行动。

行动中，办事处以网格为单
位，定人定岗定责，划分责任区
域，细化任务到人，对辖区各网
格道路路面进行清扫保洁，捡拾
各类垃圾，规范摆放共享单车，
清理小广告，进一步提升市容市

貌。同时，加大交通秩序整治力
度，对车辆乱停放进行清理，对
道路上被车辆撞坏的机非隔离
桩进行修复并加固，对一些非消
防通道缺口进行封堵，全力确保
道路出行安全。此外，办事处还
发动社区党员、居民、辖区商户，
组建志愿巡逻队，共同参与到环
境卫生整治工作中，为守护国家
卫生城市荣誉、营造优美和谐环
境出力尽责。此次行动共出动人

员 50余人，清理小广告 40余处，
规整摆放非机动车500余辆。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李恒 文/图

博学路办事处 整治提升“六小”行业
本报讯 为做好迎接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工作，近日，博学路办
事处“六小”行业综合治理指挥部
指挥长刘建坡带领卫生监督部
门、市场监管所、执法中队、垃圾
分类办及网格人员，到辖区龙子
湖周边微时代、博雅广场等区域
开展“六小”行业综合治理行动。

此次行动，共检查住宿业、

小酒馆、理发店、餐饮店等场所
20家，对 5家不达标场所现场下
达了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
改，并对涉及部门下发督查件，
督促商户整改落实到位。下一
步，办事处将持续开展整治活动，
进一步提高标准，全力保障全国
卫生城市复审工作顺利进行。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司英宏 文/图

龙源路办事处 开展公益广告排查活动
本报讯 为做好辖区精神文

明建设，切实发挥公益广告传播主
流价值、弘扬文明新风尚的作用，
近日，龙源路办事处以辖区公益广
告为重点，积极开展公益广告排查
维护行动。

排查中，工作人员重点对辖
区主要道路、社区内外等有公益广
告的区域就是否存在错别字问题、

是否存在概念性错误问题、是否存
在公益广告破损问题、是否存在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等问题作全面排
查。经过工作人员系统排查，将能
处理的及时解决，对需要更换和修
补的一一将位置记下并拍照留存，
下一步将对破损、缺少的公益广告
进行全面更换、重新修补。
记者 马燕 通讯员 王君 文/图

金光路办事处 迅速行动 全面清洁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全国
卫生城市复审工作，营造干净、整
洁、文明的人居环境，推动“双
改”、环保等工作深入推进，近日，
金光路办事处切实发挥“全城清

洁”行动卫生整治作用，广泛发动
辖区各村“三委”干部、党员、志愿
者、沿街商户等根据督查问题台
账开展“全城清洁”行动。

本次清洁行动以辖区主次
干道、路边沟、老年安置点等为
清洁重点，对各场所内的白色垃
圾、乱堆乱放现象等进行彻底清
理。行动前，金光路党工委副书
记、办事处主任任冀军以上级督
查、本级督查、各区域自查自纠
等问题为导向，结合各村（社区）
实际工作进度，对各区域整治工

作进行分工。在清洁现场，各区
域人员分组分区对问题严重区
域进行环境大扫除，将白色垃
圾、杂草、路边沟废弃物等全部
一扫而空，从严整治“脏乱差”等
不文明现象，确保整治工作开展
有效、问题整改落实到位，切实
改变辖区居民的人居环境和生
活环境。本次行动约出动 260
人，各类车辆约 16辆，清除卫生
死角约55处，垃圾约10立方米。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王小丽 文/图

豫兴路办事处 做好病媒生物防制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助力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工作，有效降低
蚊、蝇、蟑螂的密度，预防和控制

病媒生物引发的传染病，切实保
障辖区群众身体健康，6月21日，
豫兴路办事处联合 PCO消杀公
司在辖区内开展病媒生物防制
工作。

本次工作开展范围以社区
楼院为主体，通过药物喷洒
对道路两侧绿化带、垃圾桶
以及边沟水体等蚊蝇滋生地
进行消杀，在重点位置新增
鼠饵站并对之前鼠饵站饵料

剩余情况进行检查，及时进
行补充。

下一步办事处将定期持续
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并动员
辖区群众积极开展环境卫生整
治，清除卫生死角，消除四害滋
生地，采取环境卫生整治与消杀
相结合的方式来进一步控制病
媒生物密度，全面助力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工作。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朱明 文/图

杨桥办事处 清理整治杂乱电缆
本报讯 为破解城乡接合部

治理痛点难点问题，不断激发
城乡接合部基层治理新活
力，近日，杨桥办事处城管办
联合移动、联通、电信、有线
电视等部门，对辖区主干道沿
线弱电线缆私拉乱扯、凌乱不
堪问题进行为期 10 天的捆扎
规整工作。

针对办事处主干道线缆杂
乱问题，按照“属地管理、部门联

动”的原则，办事处城管办积极
与移动、联通、电信、有线电
视、国家电网等部门工作人员
对接，实地排查确定高空杂乱
线缆通电情况，并对通电线缆
进行标记规整。

自“双改”工作开展以来，杨
桥办事处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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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问题导向，狠抓整改提

升，全力推动办事处“双改”工作
出形象、见实效。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郝彦菊 文/图

白沙镇 排查整治“六小”门店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镇域

内公共场所卫生环境，迎接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工作，近日，白沙
镇加大“六小”行业整治力度，组
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六小”门店
进行专项排查整治。

整治中，工作人员坚持“有
证必看、有物必查、保证零错漏”
的原则，对辖区内餐饮行业所、
公共场所所需《食品经营许可
证》、从业人员健康证、食品产品

进货台账、消毒记录、信息公示
栏、有无超范围经营以及是否配
备风幕机、灭蝇灯、防鼠网、消毒
柜等情况进行拉网式排查。排
查的同时，建立问题台账，及时
送达《整改通知书》，督促“六小”
行业经营业主对照标准整改。
对一些屡次检查不达标不到位
的经营单位实施重点监管，专人
负责，限定时限，动真碰硬。下
一步，白沙镇将对标自查抓落

实，认真整改，巩固整治成果，再
掀整治高潮。
记者 马燕 通讯员 冉晨旭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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