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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田乡
推动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到实处

本报讯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郑州市《精准科学依法
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不
断提升环境空气质量，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近期，
圃田乡重拳出击，确保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在实处，全
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为加强对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组织领导，圃田乡成立
由乡党委书记、乡长任组长，班子成员、各村（社区）负责
人任组员的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明确党政
“一把手”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第一责任人，各村（社区）
负责人为属地责任人，并根据治污要求，精细化、科学化
分解目标任务，形成层层抓落实、齐抓共管和责任具体
到人的工作格局。

针对过渡区群众、辖区流动摊贩有无散煤、木炭
燃烧情况和各村（社区）有无杂草燃烧等情况，圃田
乡组建联合执法组，全天不间断对辖区开展不留死
角的地毯式摸排。发现问题，先由社区干部上门耐
心说服，执法中队再及时跟进，从而形成强有力的
治理。据悉，圃田乡先后开展了 4次散煤集中整治
行动，排查 2个社区和 1个村共 15网格，共劝阻燃烧
木炭、散煤 110余起，收缴煤炉 60余个，收缴散煤 500
余块。

除了日常排查工作，圃田乡线上利用“指尖上的
社区”，以微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污染防
治相关政策；线下开展“污染防治与我息息相关”教
育宣传活动，通过张贴条幅、发放宣传单、布置宣传
栏等形式引导群众广泛参与到环保工作中。
记者 王阳

打造精致宜居城市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本报讯 近日，金光路办事处以“全
城清洁”为抓手，持续开展辖区卫生环
境整治行动。

行动前，金光路党工委副书记、办
事处主任任冀军对本次集中整治行动进
行统筹安排部署，要求全员结合责任分
工和目标任务认真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积极改善辖区环境卫生状况。一方面是
积极动员，组织各村（社区）党员、干部及
企业工地、公共单位、物业公司等成员单
位，共同参与本次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发
挥团队合作能力，并鼓励辖区居民共同
参与到美化家园环境的行动中来，促进

形成共治共建共享的良好社会治理格
局；另一方面是加大环境卫生突出问题
整治力度，坚持以“清洁行动”为抓手，集
中解决卫生整治工作薄弱环节，行动要
对各重点区域道路两侧存在的杂草、散
点垃圾、碎石块等进行彻底清理，同时对
各社区内的公共区域、楼栋夹缝、楼顶积
尘等进行清除，劝阻辖区不文明行为，规
整乱放的非机动车辆，引导商贩规范经
营等，营造良好的卫生环境。

经过一上午的行动，辖区市容环境
有了较大提升。
记者 马燕 通讯员 王小丽 文/图

金光路办事处
持续开展辖区卫生环境整治行动

本报讯 为切实保障辖区群众日常
出行的道路交通环境安全、畅通，龙湖
办事处提前部署、重点把控，严格做好
日常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

龙湖办事处采取“值守、巡查、整
治”三步走的工作方法,实行领导带班
制，24小时安排值守，城管队员和各级
路长、网格长、党员志愿者采取“定人、
定岗、定时、定责”的早晚岗交接班制
度。工作人员不畏寒冷，坚守一线，每
天都要开展“地毯式”巡查整治行动，为
居民日常出行提供畅通、有序的道路交
通环境。

根据辖区道路出行情况，龙湖办事
处将人流量比较大、车辆易拥堵路段
纳入重点管控，同时因地施策，及时
文明劝离沿街游商，规范非机动车、
机动车停放，保持环境清洁，及时防
范化解各类交通风险。围绕公路交
通安全整治、“一盔一带”和机动车礼
让行人等方面加大宣传力度，安排志
愿者在学校、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发

放“文明出行倡议书”。深入社区，集
中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向辖区群
众宣讲低温天气出行的注意事项，提
升群众自觉意识、自律意识和安全意
识，为日常出行营造安全、和谐的出
行氛围。

下一步，龙湖办事处将采取有效措
施，全力开展低温天气道路交通安全保
障工作，切实破解突出道路交通问题，
力争取得“看得见、摸得到”的实效。
记者 马燕
通讯员 龚石磊 张路阳 文/图

本报讯 为了切实履行“河长制”工作职责，扎实做
好河道日常巡查、河流水域监控等工作，保障河道水环
境的持续改善，1月 12日上午，如意湖办事处绿城百合
社区工作人员对院区河流及河段进行了巡河检查。

社区工作人员身穿红马甲，用手中的垃圾钳、垃圾
袋等工具对东风渠河段沿岸的白色垃圾、烟蒂、果皮和
纸屑等进行清理，并对河道及两岸进行全面巡查，仔细
观察河面是否有漂浮物，水体是否有发黑、发臭现象，河
道两岸是否有排污、乱倒乱堆垃圾等现象，将各类问题
和现象做好详细记录。最后，他们还向过往居民开展护
河宣传教育，号召大家一起参与到河道治理工作中来，
共同守护美丽河道。记者 王阳 通讯员 海贝贝 文/图

龙子湖街道办事处
多举措提升居民生活环境

本报讯 近日，龙子湖街道办事处将“双改”工作
纳入“挂图作战、集中攻坚”重点工作，建专班、明标
准、定时限，城区功能、质量和形象得到有效改善，群
众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龙子湖街道办事处以“路长制”为依托，建立长
效管理机制，促使市容市貌全面提升，对于小区改造
提升，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大大提高精准度。

据悉，龙子湖街道办事处改造前期共发放“老
旧社区提升改造调查问卷”1920份，收回有效问卷
1578份。将天然气改造、市民驿站建设、党群服务
中心建设等作为重点任务目标，现在时埂社区
1216户居民已全部用上了安全清洁的天然气；建
设 1个市民驿站，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阅读、餐饮
等便民服务；打造 2个党群服务中心，配置“四点
半”课堂、群众调解室、舞蹈室、阅览室、健身房等
群众活动场所。截至目前，时埂社区飞线整治已
全部完成，安装桥架 496米，重新铺设强电缆 3000
余米，弱电整治飞线 10000 余米；外墙整治完成
16000余平方米，单元门楼改造 108个，切实提升了
居民生活环境。

对于偷倒垃圾、脏乱差、无人管理等“乱点”区
域，龙子湖街道办事处进行集中整治，通过拆迁、培
土、微地形塑造、绿化等措施，实现“乱点”区域美化，
不仅节约成本，而且从视觉效果上引导群众自觉爱
护环境，杜绝垃圾偷倒现象，取得高质量管理实效。
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让龙子
湖街道办事处荣获郑州市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红旗街
道办事处”称号。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张亚娟

博学路办事处
打出综合整治“组合拳”

本报讯 智慧岛作为大数据企业的聚集地，项目
建设日益成熟，各类单位、产业逐渐入驻。为进一步
营造良好市容环境，推动智慧岛环境、品质全面提
升，近日，博学路办事处打出“组合拳”，有效提升城
市管理水平，进一步改善岛内人居环境。

随着智慧岛快速发展，主要道路上车辆乱停乱
放现象日渐增多。为使广大市民形成有序停车理
念，优化城市环境，博学路办事处建立健全机动车、非
机动车管理长效机制，以岛内“三教育一采集”联合执
法站点为中心，采取宣传教育、合理引导和集中整治
的方式，全力开展交通秩序综合整治工作。对平安大
道、明理路、修业街、中道东路等重点路段督促市政
公司每天至少一次全面保洁；加大占道经营整治力
度；加大楼宇内部及周边保洁力度,督促楼宇物业做
好商户门前“四包”工作，并组织人员对商务楼宇市
容保持情况定时进行督导检查，形成长效机制。

针对流浪犬只，博学路办事处开展联合执法，加
大抓捕力度。在城市道路、高校园区、公园、停车场
等公共区域内增加日常巡逻频次，争取做到发现一
只抓捕一只，保护居民的人身安全。抓捕到的流浪
犬只，实行集中收养、开放领养措施，同时指导社区
完善文明养犬自治工作。

下一步，博学路办事处将持续通过综合治理行
动，及时有效处置突出问题、管理盲点，使岛内单位、
居民群众知晓、支持、配合、参与治理工作。引导群
众主动维护街区、道路市容环境，实现岛内市容环境
不断提升的目标。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崔慧娟

本报讯 近日，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正光街社区组织辖区四网格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郑东新区调查队、郑东新区
规划分局、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兴
东市政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河南东龙市
政工程有限公司、市场发展中心郑东新
区市场分中心、平顶山银行8家单位共
计 100余名志愿者开展了“全城清洁”
活动，重点对辖区农业南路上的公共护
栏、垃圾桶、广告栏进行擦洗，并摆放非
机动车。

活动中，志愿者们统一身穿红马
甲、头戴小红帽，带着水桶、抹布等工具
来到正光北街与农业南路交叉口集合。
待分配好清洁区域后，志愿者们就开始
了行动。他们不惧寒冷，将打好水的桶
放在一旁，拿出抹布浸湿仔细擦洗护栏
和垃圾桶表面，不放过每个细微之处。
同时，志愿者们还将路边乱停的单车摆
放得整整齐齐。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劳
动期间不忘向行人宣传卫生健康知识。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秦颖贞 文/图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常态化开展“全城清洁”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环境卫
生质量，不断营造优美的宜居环境，近
日，郑东新区豫兴路办事处组织城管办
人员、环卫人员、“绿城使者”志愿者开
展常态化道路卫生清洁行动。

此次清洁行动主要针对刘集水厂
北侧区域。因杂草较多，地处偏僻，
容易积存垃圾，工作人员不畏严寒，
不怕辛苦，坚决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
处，并做好日常保持，力求不再“返

工”，确保“全城清洁”行动发挥预期
效果。

人人齐参与，共建美丽城。下一
步，办事处将在做好常态化清洁卫生的
同时，做好动员宣传，引导辖区广大群
众增强环境卫生保持意识，不随地扔垃
圾，加强全员参与，共同营造优美、干
净、整洁、有序的美丽环境。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孙晓阳 沙迪 文/图

豫兴路办事处
确保“全城清洁”行动发挥预期效果

本报讯 近日，杨桥办事处按照“双
改”工作要求，结合上级和自查发现的
问题，组织辖区志愿者、沿街商户及环
卫人员在万滩村全面开展“全城清洁”
行动。

行动前，办事处对本次“全城清洁”
行动进行统筹部署和合理安排，要求每
一个工作人员要脚踏实地、地毯式清理
脚下的每一片土地，确保“全城清洁”取
得实效。大家对分包责任区域内的散
点垃圾、卫生死角、树穴烟头、路边积尘
等进行认真清理，对照督查问题和难点

突出问题紧盯实效整改，营造了良好的
家园清洁氛围。同时，大家还主动向居
民宣传开展清洁行动的重大意义，增强
全体人员的家园保护意识，邀请辖区群
众及周边商户等参与进来，形成“共参
共建共享”的辖区环境治理新秩序，共
同建设和谐美丽杨桥。

接下来，杨桥办事处将继续常态化
开展“全城清洁”行动，加大对群众的宣
传，鼓励广大群众主动参与、自觉维护
道路周边卫生环境。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亚敏 宋宁 文/图

杨桥办事处
邀请辖区群众参与“全城清洁”行动

整治环境卫生 保障交通安全

本报讯 为改善辖区安置区周边道
路的交通安全环境，扎实推进“双改”和
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攻坚”整治工作，1
月13日，白沙镇联合交警六中队民警，
在大有庄、张湖桥、高庄3个安置区周边
开展交通治理和“一盔一带”宣传活动。

工作中，工作人员对安置区周边违
停的机动车辆张贴《违章停车告
知书》。同时对过往群众发放“一
盔一带”宣传彩页，广泛宣传交通
法规及安全常识，提醒群众出行
注意安全，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活动中，周边群众和多处沿处沿
街商户主动询问有关道路交通安通安
全知识，工作人员均耐心进行了

一一解答。大家主动参与，共同将人行
道堆积的杂物进行了清理，并将非机动
车有序停放在停车位内，共同营造了良
好的道路安全环境和活动氛围。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张云龙 袁书华 文/图

本报讯 为解决社区、学校、地铁
口、湿地公园、中州大道附近重型货车、
机动车乱停乱放现象，近日，龙源路办
事处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机动车专项整
治行动。

为预防重型车辆进入辖区影响交
通安全，龙源路办事处设置专人专岗，
及时劝离驶入辖区的重型车辆；针对重
点区域，加派人手加大巡查力度和频
次，一经发现违规占道车辆，立即进行
劝离，对于车主不在的车辆，及时张贴
“车辆乱停放告知单”，提醒尽快驶离，

针对不配合工作车辆，联合执法队依法
依规进行清理；学校上学和放学时，处
于交通高峰期，针对学校周边交通安
全，加派人手加强学校周边管理，提醒
接送学生车即停即走，避免道路拥堵。
据了解，此次行动共出动人员 70余人
次，张贴温馨提示单25张，驱离违停车
辆50余辆。

下一步，龙源路办事处将深入开展
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工作，积极创建和谐
文明交通环境，提升道路交通管理水平。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傅俊豪

龙湖办事处
开展低温天气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

龙源路办事处
开展机动车专项整治

白沙镇
开展交通治理和“一盔一带”宣传活动

如意湖办事处
做好河道日常巡查等工作

改善河道环境

防治大气污染

提升市容市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