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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京广路街道通过走到位、
看到位、做到位“三到位”工作法，确保
完成创卫复审任务。

街道紧绷创卫之弦，始终保持高压态
势，坚持“一条巷走到头、一栋楼走到顶、一
个社区走到边”的“走到位”原则，要求各
社区分包领导同社区书记、分包科室、网

格员、物业把社区每一个角落多走几遍，
确保不遗漏卫生死角。街道要求工作人
员在“走到位”的同时要“看到位”，不能
走马观花、匆匆了事。要善于发现问题，
做到对社区存在的问题了如指掌、牢记
于心，同时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制度，责
任到人。

各社区以网格为单位，按照“谁网
格谁负责”的原则，对社区楼院乱堆乱
放、支路及背街小巷卫生死角、扫包不
到位、残缺小广告、绿地边角杂物等问
题进行不间断排查整治，确保不遗漏任
何一个卫生死角，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圆满完成创卫任务。

京广路街道“三到位”工作法助力创卫攻坚战

“小区干净整洁，出来遛弯感觉舒心很多”
二七区强力推进迎接创卫复审工作，让居民感觉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连日来，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二七区根据迎接国家卫生城
市复审的总体要求及工作部署，把创卫复审工作当作利民惠民的一项
民心工程来抓实抓好，加强动员组织、明确工作任务，统筹推进迎接国
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为早日实现“双创”工作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以前小区杂物、垃圾乱堆，现如今，小区整洁干净，晚上出来遛
弯舒服很多。”大学路街道居民看到社区为迎接创卫复审开展的各
类整治活动，伸出大拇指点赞。 记者 张改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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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小区杂物、垃圾乱堆，卫生情
况较差，现如今，小区整洁干净，车辆也
有了统一的规划，晚上出来遛弯舒服
很多。”7月 17日，大学路街道新华社
区居民张阿姨向记者介绍自己小区的
变化。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大
学路街道根据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的总体要求及工作部署，统筹推进创
卫复审工作。

为加强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的
推进，街道成立了卫生整治专班小组，
按照“谁分管、谁负责”的原则，逐级
细化责任，具体落实到个人。“一把
手”带头抓，多次召开会议，制订工作
方案，压实工作责任，及时研究解决
复审涉及到的环保热点难点问题，动
员全办上下进一步高度重视、快速行
动、抓好落实，全面提升辖区卫生环

境质量，形成领导带头、全程督查、常
态长效的工作机制。同时，邀请辖区
居民、人大代表当环保监督员等方式
监督工地施工，积极开展志愿者活
动，引导辖区公共单位和市民共同参
与到卫生城市复审工作中来。

街道重点针对农贸市场、环卫设
施、交通秩序、占道摆摊、墙体广告、“六
小”门店、社区楼院综合治理等方面狠
下功夫、抓好整治。对影响市容秩序的
行为“零容忍”，发现一处、整治一处，动
真格、重实效，强化创卫氛围营造，推进
卫生盲区整治，全面整治城区“脏乱
差”“破旧丑”等问题。截至目前，累计
清理垃圾30余吨，清理卫生死角200余
处，清理私搭乱建 100余处，铲除小广
告 400余处，清理白色垃圾 1.2平方公
里，修理街边小区路面30余处。

7月13日，五里堡街道志愿者穿着
醒目的志愿者马甲，亮出鲜艳的志愿
服务队旗，自带卫生工具，纷纷奔赴辖
区各无主管楼院，以整治环境卫生
“脏、乱、差”为重点，彻底清理辖区老
旧楼院杂物、枯枝烂叶、花池卫生死
角，用辛勤劳动为郑州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添砖加瓦。

为持续推进创卫复审工作落实落
细，连日来，五里堡街道依托各社区绿
城使者志愿服务站，公开招募志愿者，
开展创卫工作宣传、垃圾分类宣传及
清洁家园等志愿服务活动，经过前期
的精心发动，辖区不少热心群众、青
少年、公共单位干部职工纷纷报名参
加，18个社区累计招募近 500名志愿
者。为了合理使用这支志愿服务力
量，街道统筹安排每周在各社区开展
一次“全城大清洁”志愿服务活动，共
同营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7月 13
日上午，在街道的统一安排下，两支
各 20余人的志愿服务队分别走进水
工社区、二环道东社区老旧楼院，阳
台下、花池内、车棚里、楼道内，到处
都有志愿者忙碌的身影，他们清理小

广告，清理大件废旧家具，捡拾废砖
弃瓦……一片繁忙景象之后，留下的
是楼院干净整洁的环境。

高举党旗、胸戴党徽、身穿红马
甲……近日，福华街街道联合区委组
织部、区人社局、区建设和交通局等
10个区直单位成立的 19支“党员先
锋队”，成为辖区最美的流动景色。
街道通过开展“支部联建、干部分包”
“全民创卫、清洁家园”等活动，以党
建带群建，整合凝聚辖区“两新”党组
织、群团力量等积极助力“双改”“双
创”工作。

“创文创卫工作是一项民生工
程，街道实行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践
行‘一线工作法’，800余名党员深入
社区、网格、楼栋巷院，零距离接触
群众，有效解决居民关切的问题452
个，做到了决策在一线制定、工作在

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成效在
一线检验。”福华街街道负责人介
绍，面对辖区老旧楼院多、基层治理
难等问题，街道以“五联模式”为载
体，积极推行“区直部门、街道、社
区、公共单位、群团力量”的“党建+
双改、双创”工作模式，对160个老旧
楼院、1400余家市场门店、建筑工地
等分类管控，掀起了党员进社区、小
区亮身份、当先锋、树榜样参与“三
项工程、一项管理”及创卫复审的新
热潮。

当日早上 7时 25分，福华南街
社区党组织书记已巡查完社区的各
个角落，重点察看前一日清理的楼
院垃圾是否反弹、京广路外立面改

造进度等，筹备共驻共建
“全城清洁”活动；8时30分，
新圃西街社区的林荫廊道
内，一场“小板凳恳谈会”开
始了，社区党组织书记就居
民反映的问题一一作答，有
效提升社区治理能力……街
道坚持“以点代面”，将13个
社区责任区域分解成“点”，分批改造
71个老旧楼院、逐项开展全城清洁
行动 50余次，组织道路整治联合行
动156次，清理垃圾2万余立方米。

截至目前，福华街街道督导整改
问题 280余处，拆除违建 200余处，
1200余名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在基
层治理中受到了锻炼。

近日，马寨镇围绕“全城清洁”工作
目标，积极组织各村（社区）、公共单位、沿
街商户、党员群众、志愿者300余人开展
清洁家园活动，助力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
作有效开展，营造卫生整洁的生活环境。

活动中，各村（社区）集思广益，各
显神通，按照分组分工，针对各自辖区
长期存在垃圾积存、乱堆乱放等问题的
区域进行地毯式大清扫，有效改善了环
境面貌。沿街商户也积极参与清洁活
动，落实“门前四包”责任，主动做好店
铺门口以及周围的环境卫生清理工
作。很多居民也积极自发投身环境卫
生清洁中，用实际行动建设美丽马寨。

本次活动，共出动车辆25辆，清理
垃圾杂物近100立方米，清除卫生死角
15处，清理小广告 53处，修剪行道树
14处，规范乱停乱放车辆 21处，使辖
区面貌焕然一新，得到群众一致好评。

大学路街道
对照标准 狠抓落实
统筹推进迎接创卫复审工作

五里堡街道
在奉献中乘风破浪 为创卫复审增添力量

福华街街道 争当“护卫”先锋 助力创卫复审

马寨镇 开展“全城清洁”共同扮靓家园

蜜蜂张街道 强化问题整改 全力推进创卫复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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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路街道 立足早、落实细、确保净“六小”门店这样整治

“你好，我们是人和路街道的，现在
正在开展迎接国家卫生复审工作，要对
辖区‘六小’门店进行考核，现将检查标
准发放给你们，请对照标准将发现的问
题及时整改。”连日来，人和路街道社区
专职人员带着这句话在辖区近 300家
“六小”门店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我们
全力配合，操作台每天消毒一次。”郑飞
社区一家热干面店主说道。

人和路街道辖区有近300家民生小
店，包括小浴池、小餐饮店、小熟食店、小美
容美发店、小旅馆、小歌舞厅等，这些民生
小店关系到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5月下
旬开始，人和路街道结合实际情况，按照
“动员阶段”“迎接省爱卫办验收阶段”“迎
接全国爱卫办复审阶段”“巩固提高阶段”
四个阶段开展卫生复审工作。民生小店虽
小，但五脏俱全。人和路街道通过摸排的

形式，及时将各类标准传递到位。
“我们小区北门的拉面馆挺干净

的，下班一起去吃吧。”荆胡社区一家装
修店店员说道。“对面小区的旋转小火

锅最近去吃的时候发现干净了好多，下
次一起去吧。”华府社区物业人员说道
……半个月的摸排，辖区内越来越多的
民生小店获得市民的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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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街街道 集中整治交通违规现象

连日来，建中街街道采取多种措
施改善道路交通环境，加大力度整治
车辆乱停乱放、交通拥堵等问题，助
力创卫复审工作。

街道印制了 5000余份机动车停放
温馨提示和文明出行宣传页，由社区路
段责任人放置到违停机动车上，同时积
极响应郑州市“车让人、人守规”的文明
礼让倡议，充分利用LED屏、宣传车、宣
传栏等多种途径广泛宣传文明交通的
意义和违章停放的危害性，引导市民养
成文明出行习惯。

街道力量与社区力量充分融合，各

社区安排专人负责交通秩序综合整治
工作，按路段将各项工作分解到人，各
责任人与街道各路段城市管理员不间
断在道路上巡查，遇到突出门店经营、
随意摆放非机动车等情况，及时制止，
责令改正，并将整治前后的对比照片
进行上报。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及
时与街道城管、执法中队等部门沟通

联系，予以解决。
街道每周联合区交通运输局、交

警三大队、执法中队等部门在学校、市
场等重要路段开展交通联合执法整治
行动，对占道经营、机动车乱停乱放、
非机动车载人及行人横穿马路等交通
违规现象集中整治，对违规人员积极
教育引导，动员辖区居民共同创造安
全畅通、文明和谐的交通环境。

自创卫复审工作开展以来，蜜
蜂张街道按照市、区创卫复审工作
方案要求，全面强化六大举措，全
力推进创卫复审工作。

街道按照八大项整治任务分
门别类建立任务台账，根据各工作
组承担工作任务，对单位、居民楼
院、窗口单位、卫生医疗机构、学
校、“六小”门店、市场等建立三级
责任台账，对市、区、街道自我督导
的问题建立3本问题本问题台账。这些台
账是蜜蜂张创卫复审工作开展的
基石，具有指导性意义。

街道针对复审迎检工作，要求
街道复审领导小组办公室，各牵头
领导、工作组积极与市、区工作组
对接，确保把市区下发的各项政
策、任务吃通吃懂，确保工作方向
无偏差。

此外，强化问题整改，做到立
行立改、及时回复；强化信息报送，
做到工作干出来、成绩说出来；强
化亮点打造，起到标杆、示范作用；
强化内部沟通，做到心往一处想、
力往一处使，共同推进创卫复审工
作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