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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巩固郑州市国家卫生城
市创建成果，进一步做好迎接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工作，7月 9日，杨桥办事处组
织环卫人员、志愿者在杨桥村开展“全城
清洁”行动。结合辖区卫生整治存在的
问题，着力解决背街小巷卫生死角、垃圾
杂物、乱扯乱挂等现象，对各个区域逐一
清理和整治，给居民营造一个舒适、优美
的生活环境。

活动现场，大家各司其职，不怕脏、
不怕累，纷纷拿起夹子、扫帚、簸箕、铁
锹等工具来到各个小巷，认真开展卫

生清理工作。同时对沿街的“白色垃
圾”、橱窗广告、墙体广告及路边小广
告等进行了统一清理和整治，为居民
提供了良好的出行环境，受到了大家
的一致好评。

杨桥办事处以“全城清洁”行动为抓
手，全力做好城乡接合部环境卫生综合
整治工作。此次行动共出动76人，对垃
圾、杂草落叶、废弃杂物等进行清运，清
理卫生死角6处，清理和规范广告15处，
清扫保洁9500平方米。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亚敏 郝彦菊

本报讯 为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近日，博学路办事处深入建筑工
地开展验收整治专项工作，对辖区内
所有建筑工地项目逐一开展排查，对
施工现场、生活区、餐厅、公厕等重点
区域按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开展专
项排查整治。

本次专项整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主
要有施工现场卫生清洁不及时、健康教
育专栏摆放位置不明显、生活区衣服乱

搭乱晒、公厕有异味、保洁不及时、有蚊
蝇、厨房灭鼠设施不全、垃圾桶不清洁未
密闭等。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工作人
员现场指出并交办给项目负责人，并
要求责任人提高认识，避免此类问题
反复出现。下一步，办事处将对整
治情况进行追踪督查，确保问题整
改到位。
记者 马燕 通讯员 石显峰

本报讯 为切实改善镇域环境，为居
民营造更加整洁、优美的居住环境，7月
17日，白沙镇组织城管办、小陈村、城
管、锦绣家园物业等80余人雨中持续开
展“全城清洁”行动，对镇域内环境卫生
进行大清洁大整治。

行动中，志愿者和社区工作人员在
锦绣家园社区周边等区域进行清洁。有
的人拿着扫把清扫地面上散落的生活垃
圾，有的人拿着铁锹铲除积土，还有的人
动手清理墙上粘贴的小广告，在大家密
切配合下，很快就将各类垃圾清扫干
净。随后，社区工作人员还和大家一起

对乱停乱放的非机动车和违规停放的机
动车进行了摆放和清理，有效保障了辖
区道路交通秩序的通畅。本次行动共清
理生活垃圾 20余立方米，清运混合垃圾
45立方米，清理建筑垃圾 40余立方米，
清理卫生死角 25处，清理杂物堆放 30
余处，清除小广告 40余处，清理积存垃
圾1车。

下一步，白沙镇将不断把“全城清
洁”行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积极组
织、狠抓落实，努力为镇域内居民创造一
个干净、整洁、舒适的人居环境。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冉晨旭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国家卫生城
市复审工作，全力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验收，7月20日，如意湖办事处绿城百
合社区再次对院区“六小”门店开展卫
生、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本次检查以院区的“六小”门店为重
点，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有针对性地对
经营场所环境卫生是否合格、营业执照
是否齐全、食品操作区是否清洁卫生、餐
饮用具是否进行规范消毒等食品安全关
键环节进行全面检查，并对店铺消防设
施是否正常、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是否

畅通等安全隐患进行细致排查。针对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现场下达整
改通知书，要求其限期整改到位。

此次专项行动，有力排除了院区商
户的安全隐患，改善了院区商户的经营
环境，为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提供了
有力的支持。下一步，办事处将进一步落
实“六小”门店管理工作，加强宣传，正面
引导，促进辖区商业服务业健康有序发
展，进一步提升辖区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记者 马燕
通讯员 刘学馨 罗文聪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城市精细
化管理水平，7月 21日，祭城路街道办事
处联合执法中队，加大对辖区“四乱”问题
整治力度，助力“双改”工作有序推进。

此次整治行动重点对严重影响市容
环境的占道经营、突店经营、共享单车无
序停放、杂物乱堆乱放及非法户外广告等
问题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整治现场，工
作人员向辖区商户耐心讲解了城市管理
的有关规定，并督促违章经营商户及时整
改；针对店外乱堆乱放物品的商户，执法
人员现场对其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在期
限内整改完毕。此次行动共整治占道经营
30余处，清理橱窗广告、违规条幅、户外小
广告120余处，摆放共享单车500余辆。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张佳莉 文/图

本报讯 7月20日，商都路办事处安
平路社区组织青年志愿者，对辖区内乱
停放的共享单车进行统一规范整理，对
摆放共享单车不文明现象进行劝阻，他
们用行动感染身边的不文明骑行者，呼
吁过往居民自觉摆放共享单车，营造文
明共享、绿色出行的理念。

工作人员先对乱靠在鑫苑鑫城小区
大门口附近的共享单车和停留在盲道的
车辆进行清理，随后整齐地摆放在辖区

指定停放位上，接着清理一些共享单车
身上的小广告，并对一些有质量问题的
单车联系相关部门进行处理，进行集中
拖运转移。同时，志愿者在各个小区楼
道张贴文明出行公告，劝导市民“善待单
车”“文明停放”，对急忙上班乱停放人员
进行劝阻，提醒过往人员约束自己的不
文明行为。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亚斐

本报讯 为切实提高辖区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效率，促进各村（社区）找问题、
寻差距、共进步，推进迎接国家卫生城市
复审工作再上新台阶，近日，龙湖办事处
进一步完善奖惩机制，开展迎接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工作“红黑旗”评比工作。

办事处从铁路沿线和河渠治理、社
区楼院治理、工地治理、交通秩序治理、
市容环境卫生治理和“六小”行业治理等
六方面进行“红黑旗”周评比，各行业分
管领导、包村干部、路长、物业负责人、工
地负责人和商户等相关责任人皆在评选
之列。通过“评比会”上问题点评和颁旗
活动激励获得“黑旗”的单位和个人查漏

补缺精准发力、鼓励获得“红旗”的单位
和个人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动员其他相
关责任人比学赶超争当一流。同时，进
一步引导辖区各相关责任人提升迎接国
家卫生城市复审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参
与感，着力打造整洁、有序、舒适、愉悦的
辖区环境，为全市扛稳国家卫生城市金
字招牌贡献出龙湖力量。

据了解，在“红黑旗”评比开展后，各
部门、各村（社区）和相关责任人迅速行
动、狠抓落实；各相关单位积极配合，及时
整改。同时，办事处联系媒体对“黑旗”商
户进行曝光，督促其按要求限期整改。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董铮 文/图

龙湖办事处
你追我赶促提升

本报讯 自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
开展以来，龙子湖街道办事处立足长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从
解决群众关切的实际问题出发，不断探
索，力求根治村改居社区楼院问题。同
时高标定位城市社区，打造精品示范小
区，最终摸索出一条“精准分类、分片划
区、分段整治”的路子，高效、精准下好村
改居社区楼院问题“清零”这盘棋。

一是分级别发力。按照问题立行立
改、限时整改、难以整改等原则，将楼院
问题划定为私搭乱建、大型杂物堆积、大
型垃圾堆积等一级风险问题，立招、私拉
乱扯、LED广告灯、绿化带缺株少苗等二
级风险问题，垃圾桶未密闭、非机动车乱
停乱放、无禁烟标识、卫生死角等三级风
险问题，用好社区分类治理“绣花针”，精
准、高效破解治理难题，取得良好成效。
截至目前，共清理垃圾585000立方米，出
动车辆1170车次，发动人员35100人次，
已实现4个村改居社区问题全部“清零”。

二是分片区突破。针对面临的人员
少、任务重等实际困难，办事处推行“划
片分区”和“机关＋社区”专班人员分片
包干治理模式，辖区共有503栋楼，结合
困难系数，按照大社区以8~9栋为单位，
中社区以5~6栋为单位，小社区以3~4栋
为单位原则共划分 133个“责任田”，以
有限人力逐片区大扫除，督导组同步调
整督导点位，一步一个脚印实现村改居
社区问题“清零”打造示范片区，而后逐
步实现示范区。

三是分阶段施策。整治阶段以私搭乱
建、大型杂物堆放、卫生死角等为整治重
点，集中20天时间攻坚“清零”实现大头落
地；攻坚阶段着力抓实抓细，滤网式实现小
问题“清零”；提升阶段致力精益求精，以绣
花精神擦亮楼院靓丽容颜。各安置社区
专班细列问题清单，按照“一阶段一重点”
原则明确各阶段发力点，挂图作战，全力
实现村改居社区楼院问题“清零”目标。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张亚娟 文/图

本报讯 为营造和谐宜居环境，将国
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与“双改”有效结
合，近日，金光路办事处积极展开工作部
署，社区楼院及窗口单位治理工作组紧
抓落实，多措并举开展社区楼院环境卫
生自查自改整治行动，对园区所有卫生
死角进行彻底整治，竭力给居民提供干
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一是加大宣传，积极动员。利用
LED大屏幕、广播循环播放等方式提醒
广大居民对乱停乱放电动车、杂物占用
公共区域、高空抛物等不文明行为进行
主动纠正，提升居民素质；利用每周村
（社区）例会强调村干部、楼栋长管理职
责，多方引导辖区居民养成良好的卫生
习惯，让大家都积极参与到国家卫生城
市复审工作中来，增强每个居民共建家

园的责任心。二是加强巡查，自查自
改。安排物业协调办加大巡查、督导力
度，对照督查标准进行问题反馈，要求
村（社区）和物业公司限期、高标准整
改，上级和本级督查整改率必须达到
100%；要求各园区主动进行卫生环境
自查自改，对堆积杂物、楼缝白色垃圾、
杂草、绿化死株等进行集中清理，派专
人跟踪落实自查自改情况。三是剖析
研判，重点治理。针对社区楼院私搭乱
挂、小广告、电动车乱停放、垃圾场清理
不到位等易于反弹的问题，迅速成立社
区楼院治理工作群，让所有楼栋长进
群，压实其管理职责，协助物业公司开
展卫生环境整治行动，给园区环境来一
个“大换脸”。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静

本报讯 为了加快郑州市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的步伐，推动改进城市管理与
改善人居环境，7月21日，豫兴路办事处由
党工委书记马国彦、办事处主任林庆超带
队，组织进行现场观摩道路提升工程，道
路提升工程涉及村的包村领导、包村干
部、村组干部、有关施工单位参加观摩。

观摩检查团先后检查了道路周边房
屋、鱼池等障碍物清除情况，施工方现场
作业情况，详细了解了施工单位与各有
关村的配合沟通情况，询问施工单位当
前阶段的建设进度以及存在的困难与问

题，并要求施工单位与各有关村“两委”
做好配合，坚决保障道路提升工程质量
与效率。

据悉，该项道路提升工程是豫兴路
办事处 2020年重大的惠民民生工程之
一，力求通过实施道路提升工程，全面提
升辖区路面硬化面积，切实改善道路周
边生态环境，营造路边无积存垃圾、绿化
带整洁有序的道路环境，极大地促进国
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确保道路周边环
境符合相关卫生环境标准。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沙迪

本报讯 为全力保障国家卫生城市
复审工作顺利进行，进一步稳固推进
“创卫”工作，7月21日，龙源路办事处积
极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行动中，办事处工作人员以龙源嘉
苑、龙文嘉苑两个安置区商业街为重
点，对商业街的商户进行全面排查，按
照统一标准、统一内容、统一规格的原

则，对其是否亮证经营、卫生许可证是否
挂于前厅显著位置、员工是否持健康证
上岗、相关制度是否上墙等各项情况进
行逐一检查。对沿街商户突店经营、占
道商贩等现象当场劝导、整治，并要求商
户清理门前垃圾，督促沿街商户紧守“门
前四包”责任制度。
记者 马燕 通讯员 张超捷 文/图

用“绣花精神”提升郑东品质 冲刺创卫复审
如意湖办事处
全力整治“六小”门店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持续开展“四乱”整治行动

商都路办事处
持续整治共享单车“顽疾”

龙子湖街道办事处
绣出居民美好生活

金光路办事处
开展自查自改整治行动

豫兴路办事处
现场观摩道路提升工程

龙源路办事处
创卫工作在行动

博学路办事处
排查整治重点区域

白沙镇
雨中开展“全城清洁”活动

杨桥办事处
推进城乡接合部专项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