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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小家与大家举案齐
“美”
23 年间，刘素琴家一共装修了 3 次房子。
第一次是新家入住，第二次是儿子娶媳妇儿，第三次就是 2020 年 10 月份。这第三次装修，本不是刘素琴的
想法，是外力推动。这个外力，就是金水区老旧小区改造启动这件事儿。 记者 王翠
太阳升起来了
刘素琴的家住在北林路街道汇城社
区北苑小区。
北苑小区 2 号楼 1 单元 1 楼西户这套房
子，
刘素琴和家人不打算长期居住，
小区路
面坑洼不平，
污水管淤堵，
房顶漏水……
惊喜的是，2019 年，北苑小区被金水
区北林路街道纳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2020 年 6 月，
小区改造正式启动。

一颗希望的种子

1 月 12 日，北林路街道主任石中亮在
小区门口踱步，边走边与设计公司、小区
物业念叨：
“ 门口划线按照交规一直划到
花园路上，颜色标示都要清楚；这些小推
车没有规范摆放，物业抓紧划线……抓紧

时间！”
从楼院开始设计、拆违建、做思想工
作到改造，小区道路，石中亮已经走过无
数遍。
从 2020 年 6 月开始，汇城社区党总支
书记齐惠静将改造前的照片和改造后的
设计图醒目地挂在小区入口处。3 个月的
时间里，一眼再一眼，刘素琴和所有北苑
人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

种子长出绿嫩芽
老旧小区改造中啥工作最难？齐惠静
沉默了一下，
“拆除违建”
。
做事容易，攻心难。小区改造的第一
周，
7天之内，
所有临时党支部和社区的工作
人员只做一件事情：
做思想工作。齐惠静的

团队决定一定要做通思想工作。电话、
上门、邀请到社区沟通，工作人员、社区
书记、街道分包领导挨个上阵，摆事实、讲
道理……
最终，3000 余平方米、39 处违章建筑
总共用了 20 天拆除完毕。
小区的变化有很多，改造前：大门样
式陈旧，表面腐蚀严重；墙面漆皮脱落，广
告涂鸦密布；路面破损严重，凹凸不平；多
处违章建筑，电线电缆私拉乱扯，突出防
盗网杂乱无章。改造后：门卫整洁有序，
道路更新沥青路面，新增慢跑步道，机动
车位重新规划修整；拆除违章建筑，墙面
整修刷漆；
新增休闲凉亭，
新增健身游园。
目前，小区拆除防盗窗 323 户 9000 余
平方米，
改造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杨金路：
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稳步推进
9 个行政村抓好“两委”换届工作

人大代表视察党群服务中心

本报讯 连日来，杨金路
街道 9 个行政村“两委”换届工
作进行中。
重部署。街道召开换届
工作推进会，建立班子成员联
系包村制度，全面了解各村选
情及现任村干部思想动态。
抓培训。街道成立 9 个换届指
导组，定期向各村换届指导员

本报讯 近日，人大杨金
路街道工委组织辖区人大代
表开展人代会 前 视 察 活 动 ，
代表们通过现场听取汇报、
实地察看等方式开展集中
视 察 ，为即将到来的金水区
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做准备。
视 察 中 ，代 表 们 一 行 实

开展业务培训，加强政策掌握
与执行。严纪律。深入行政
村开展村“两委”换届选举法
纪教育宣传“村村行”
活动。
截至目前，杨金路街道已
完成辖区 9 个行政村党组织换
届选举工作，村委换届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司文可

垃圾分类培训会倡导环保新生活
本报讯 近日，由杨金路
街道举办的垃圾分类知识教
育培训会举行。培训会上，讲
解了垃圾分类的政策、垃圾分
类体系建设、厨余垃圾、其他

垃圾、可回收垃圾以及有害垃
圾的正确分类方法，使大家对
垃圾分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徐青

腊八节慰问环卫工人
本报讯 腊八节当天，杨
金路街道联合美盛物业共同
组织开展“疫情当下，情暖腊
八”慰问活动，慰问了辖区环
卫工人。
工作人员为环卫工人现

场送来了口罩和毛巾。活动
中，企业员工变身志愿者，纷
纷主动拿起扫把、笤帚参与进
了街边道路美化中，为杨金市
容助力。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王彦鹏

地察看新庄党群服务中心，
高标准建设的综合性党群服
务中心让人大代表眼前一
亮。随后的座谈会上，代表
们纷纷表示，要充分利用好
党群服务中心，更好地满足
不同群众的多样化需求。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孙志方

廉政谈话会筑牢纪律防线
本报讯 近日，
杨金路街道
组织召开春节前廉政谈话会。
会 议 提 出 ，机 关 党 员 干
部、全体工作人员必须要把
讲政治放在党风廉政建设的
首要位置；班子成员和党员
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春节

来临前把牢廉政思想认识的
总开关。
杨金路街道将严格遵守
中央八项规定，坚决杜绝“四
风”现象发生，认真部署落实
春节期间的有关工作安排。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李政

为学生发放“观影券”
本报讯 近日，杨金路街
道妇联联合团委、工会组织
开展了“观影冬令营 寒假乐
不停”主题观影活动，6~18 岁
学生可持本次活动发放的
“学生观影券”
免费观看。

本次计划将 3000 张电影
票的赠送活动分两部分完
成。一部分是送给柳林镇第
三小学的学生，另一部分送
给辖区留郑过年职工。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马艳华

何适君：
“我是农民的儿子，要带着农民创业致富”
本报讯 1月6日，
郑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传出消息，
全国优秀农民工和农民工工作
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郑州市 4 名人员荣获全国优秀
农民工称号，河南回家吃饭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何适君便是其
中之一。
1978 年 4 月 ，何 适君出生
于河南信阳潢川县江家集镇的
一个农民家庭。在参加过抗美

援朝的父亲潜移默化下，懂得
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的深刻含义。怀揣父亲的
嘱咐和梦想，何适君靠双手创
造财富改变命运，在餐饮业摸
爬滚打多年，步步成长，创立
以“孝文化、家文化”为主题的
连锁餐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认可。
创业历程不忘打工农
民。何适君坚持走“扛着党旗

谋发展，引领脱贫不动摇”的
经营思路，创新了“劳务协作+
公益岗位+企业救助”的扶贫
模式，为社会创造了近千个就
业岗位，吸收残疾人、下岗工
人、转业军人及退休人员等就
业，带领农村穷人家的孩子谋
出路、求致富。
扶贫模式不忘帮扶济困。
何适君组织员工参与走访慰问、
爱心捐助等志愿服务活动，
切实

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
题。目前，累计捐赠物资已达
200 万元。疫情期间，购买紧缺
医用等物资，累计捐款捐物达
100多万元。
荣 誉 面 前 ，何 适 君 不 忘
初心：
“ 我 是 农 民 的 儿 子 ，做
了应该做的，荣誉是信任，更
是 责 任 ，我 需 要 走 的 路 还 很
长很长。”
记者 王翠

经八路街道
联合执法行动
集中管理道路交通安全

本报讯 1 月 22 日下午，经八路
街道开展城市管理暨道路交通安全
集中整治
“百日攻坚”
行动推进会。
会上，街道主任赵聪对 1 月 20
日起到春节为期一个月左右的重
点区域攻坚部署，要求由城管科牵
头对商场、地铁、医院、学校等人口
密集地点进行职能部门联合集中
整治；公共单位门前乱点，联合单
位负责人进行门前负责制；沿街门
店开展责任“三包”，做好卫生、绿
化、秩序工作；对辖区内重点区域
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实行专项整
治，联合职能部门开展处罚、拖车
等有力措施。赵聪提出，城管科要
联合交警、执法部门成立交通整治
专项小组，对乱点、重点区域进行
监督长效、
整治有力的专项工作。
会后，城管科、交警二中队及
执法六中队领导带领工作人员对
郑州市人民院周边乱点、四十九中
门口乱点进行联合执法集中整治。
“百日攻坚”联合执法行动后，
各部门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有针
对性的总结，对重难点区域进行综
合治理、协同共治强化责任落实。
此次参会职能部门要注重协作配
合，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多开展联
合执法活动，对发现的各类问题隐
患，采取及时交办，时限内解决清
零，确保问题不整改不放过；要多
部门多形式宣传，增强工作人员工
作责任意识，加强群众交通安全意
识；要严肃追责问责，对工作不尽
责、措施落实不到位的责任人进行
督促整改，坚决把“百日攻坚”行动
的底盘守住，确保年底有一个完美
的收官。记者 鲁慧 通讯员 姚美晨

大石桥执法中队
抓捕流浪犬
保障市民人身安全

本报讯 1 月 14 日上午，金水区
城市综合执法局大石桥中队接市
民举报，抓捕收容西桥西里一群流
浪犬。
12 日，大石桥执法中队接市民
热线，称石桥西里有 3 只流浪犬四
处流窜扰民。经现场调查了解，3
只流浪犬为小型犬，但异常凶猛，
暂躲藏在一栋居民楼顶层。
一名执法队员手持棍棒前往
顶层“打草惊蛇”，其余人员使用捕
兽网在楼栋门口“守株待兔”。在
确保现场无外出居民后，执法队员
开展行动。流浪犬悉数被守候的
执法队员捕获。最终，流浪犬全部
被安全收容。
执法队员表示，流浪犬对城市
环境卫生和居民人身安全都是威
胁，市民如果发现流浪犬只或违规
养犬可立刻通过市长热线、执法中
队热线等多种途径及时举报。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王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