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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举措助力“双改”工作 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

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确保辖区道路干净整洁，4月 1日
上午，如意湖办事处绿城百合社区积
极组织院区志愿者积极开展“垃圾烟
头拾捡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者重点针对地润路、地德街
路段道路两旁，以及绿化带、背街小巷
等卫生死角进行清理，清除地面上的
烟头、果皮纸屑等垃圾，并对随地吐
痰、乱扔烟头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当场
劝导。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还向过

往居民宣传环境卫生知识，动员大家共
同参与到爱卫行动当中，并呼吁院区居
民养成不乱扔烟头等良好的卫生习惯，
自觉维护城市文明形象。在志愿者的
积极带动下，院区居民纷纷表示要认真
践行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为爱护城
市环境献出自己的力量。

此项活动不仅帮助院区居民树立
了正确的爱护卫生、保护环境的意识，
更营造了“人人爱环境”的浓厚氛围。
记者 马燕 通讯员 刘学馨

如意湖办事处
垃圾烟头不落地 爱卫运动齐参与

本报讯 为顺利推进辖区爱国卫
生运动开展，近日，龙湖办事处强力开
展铁腕行动，多措并举、集中整治，全
面彻底整治辖区卫生环境。

围绕此次爱国卫生运动的具体要
求，办事处充分利用微信群、宣传标
语、条幅海报、电子显示屏等方式，通
过接地气、顺口溜式的宣传标语向辖
区群众普及卫生健康知识，切实提高
居民健康意识，提升辖区居民支持率
和参与度，共建健康的社区环境。

在全办范围内持续开展环境卫生
排查和清理整治工作，全力消除集贸
市场、建筑工地、道路两侧及绿化带等

区域内的卫生死角。进一步提升居民
区的环境卫生，彻底清除背街小巷的
卫生问题，全面整治病媒生物孳生环
境。升级改造环卫设备设施，持续推
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切实提升环卫
清扫保洁质量。

为加大对爱国卫生运动的管理力
度，办事处始终坚持对照指标“查”，突
出重点“整”，聚焦问题“改”，采取联合
执法、网格管理等举措，迅速开展集中
整治，做到当天检查、当天反馈、当天
整改，严格落实卫生工作管理制度，为
辖区居民创造整洁、卫生的生活环境。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李璐

龙湖办事处
多措并举做好爱国卫生运动工作

本报讯 为打造良好市容环境，满
足群众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
助力爱国卫生工作，4月 2日上午，金
光路办事处按照“全面动员、全民参
与、全域覆盖”的原则，组织机关工作
人员、辖区各村（社区）党员干部、志愿
者、环卫工人、物业公司人员等，扎实
开展“全城清洁”行动。

清洁行动采用“人工+机械”方
式，发挥人力团队协作力量，利用扫
把、铁锹、垃圾夹等工具，捡拾路面及
道路两侧白色垃圾、树穴烟头，清扫路

面积尘、碎石块等，整治辖区的各类
“脏、乱、差”现象。对于一些人工难以
触及的区域或者处理困难的地方，利
用大型机械对目标进行全覆盖清理，
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确保环境卫生
问题得到彻底整改。大家还积极向周
边群众宣传爱国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和
深远意义，增强居民的公共环境意识，
使群众积极投身到清洁行动和爱国卫
生工作中，形成良好的共治共享氛围。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王小丽 文/图

金光路办事处
扎实开展清洁行动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爱国卫生运
动，切实改善辖区人居环境，4月6日，
郑东新区祭城路街道办事处组织社区
“两委”成员、社区工作人员、物业人
员、党员代表开展社区环境治理行动。

工作人员重点对辖区的卫生死
角、堆放杂物、废旧家具、私拉飞线、
“小广告”进行全面清理。活动中，工
作人员将楼道堆放的杂物进行统一清
运，将楼院内的废旧家具搬运至垃圾
车，对乱种的菜类、花草予以清除，清

理私拉飞线，铲除、整饬楼体“小广
告”。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向辖区居民
宣传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引导居民
增强卫生意识，逐步养成良好的卫生
习惯，崇尚健康生活方式，自觉积极参
与环境卫生整治。此次行动共清理卫
生死角 290余处，清运杂物及残缺树
枝8车，清理墙体涂写广告40余处，清
理乱张贴“小广告”260余张。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薛璐旭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清洁楼院 美化祭城

本报讯 为倡导健康卫生的生活
方式，广泛动员辖区群众深入了解、支
持和参与爱国卫生运动，近日，商都路
办事处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宣传活动，
不断丰富宣传手段，拓宽宣传领域和
覆盖面，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参与率，
全力营造“健康知识人人皆知、爱国卫
生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办事处利用 LED电子屏滚动播
放标语、口号和公益广告的形式，在辖
区交通路口等重要明显点位宣传爱国
卫生运动的内容。爱卫办及各村（社
区）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向辖区出行群
众发放宣传资料，讲解爱国卫生运动的

重要性，倡导广大群众爱护环境，自觉
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培养良好的卫生生
活习惯，引导辖区群众主动参与全城清
洁行动，以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
维护城市形象和生活环境。办事处还
以开展城市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工作为
契机，充分利用辖区电子屏、社区微信
群、宣传栏等载体，宣传环境卫生专项
整治工作，广泛宣传深入持久开展环境
卫生专项整治工作对于改善环境卫生、
疾病防控、健康促进的重大意义，大力
弘扬爱国卫生运动优良传统，扩大爱国
卫生运动社会影响力。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娅菲

商都路办事处
深入宣传爱国卫生运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优化辖区卫生
环境，近日，博学路办事处组织社管
员、保洁小组、物业人员开展“全城清
洁”行动。

工作人员用铲车、垃圾车等大型
机械对背街小巷的积存垃圾进行清
理，对小区道路、绿化带内垃圾和墙面
广告进行清理，并对小区道路及公共
用品进行冲洗擦拭，并全面整治了楼

院内卫生死角、清理了废旧杂物。经
过清理和打扫，辖区楼院面貌焕然一
新，整体形象得到了提升。

此次活动的开展，在改善楼院卫
生的同时，促进了“全城清洁”活动的
常态化进行，有效增强了辖区居民的
主人翁意识。下一步，办事处将继续
加强对辖区公共环境的治理。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安奇 文/图

博学路办事处
开展“全城清洁”行动

本报讯 为统筹各方力量，抓好突
出问题集中整治，4月 6日上午，龙子
湖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利刚、办事处主
任王少辉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各社区
书记、副主任召开爱国卫生运动工作
攻坚部署会，对工作机制进行再优化。

会议首先对清明节期间爱国卫生
运动工作开展情况、1/3值班人员在岗
履职、督导问题整改进展等进行点评，
分析当前爱国卫生运动工作形势。随
后按照“一个党工委委员带领一个片
区”“分片包干”原则，结合区域特点，

将辖区划分为五大片区，对各片区“干
部职工＋社区干部＋协管队员”人员布
局及工作任务进行再明确再部署，不断
健全市场、社区、建筑工地、“六小门
店”、高校等重点领域责任清晰、运转高
效的管理体系。会后，五大片区各自召
开碰头会细化分工、明确标准，迅速展
开覆盖式排查、问题“清零”行动，并梳
理问题清单，责任到人、明确时限、整
改销号，通过搭建“比学赶超”平台掀
起推动问题全面、高效整改高潮。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张亚娟 文/图

龙子湖街道办事处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本报讯 为规范“六小”行业营业
标准，提升公共区域环境卫生，近日，
龙源路办事处加大“六小门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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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对照“六小门
店”整治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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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下达
整改通知书，督促“六小门店”经营业
主对照标准整改。

下一步，龙源路办事处将对标自
查抓落实，认真整改，巩固整治成果，
再掀整治高潮。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王露

龙源路办事处
开展“六小门店”专项整治

本报讯 2021年 4月是第 33个爱
国卫生月，4月 7日上午，白沙镇城管
办组织工作人员在龙湖湿地公园及白
沙镇农贸市场门口集中宣传点开展以
“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为主题的爱国
卫生月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设立了宣传展板和咨询
台，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爱国卫生知
识，教授群众如何预防新冠肺炎、正确洗
手七步法、如何正确佩戴口罩、树立卫生
意识、养成卫生习惯及垃圾分类等卫生
知识。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公众
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为建设
幸福美好白沙做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白沙镇还通过多种方式对
爱国卫生运动进行深入的宣传活动，
向居民群众宣传爱国卫生、环境保护
和疾病预防等知识，倡导居民爱护生
活环境，摒弃乱丢垃圾等不良陋习，养
成良好卫生习惯，切实提高自身爱卫
环保意识和疾病预防能力。

下一步，白沙镇将围绕启动、实
施、巡查、提升4个阶段的工作重点，针
对重点点位、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开
展环境整治、病媒生物防制和健康促
进工作，有效预防和控制新冠肺炎疫
情及其他各类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冉晨旭

白沙镇
开展爱国卫生月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巩固卫生城市成果，保
障辖区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4月 6
日，豫兴路办事处党工委书记马国彦、
办事处主任林庆超带领包村领导、包
村干部及各村支部书记在辖区开展
“卫生城市复审现场观摩会”。

一行人实地察看了辖区内部分地
方的卫生，发现卫生问题大多在工地
周边、临时过渡房等问题区域。随后，
一行人现场听取了各村卫生工作开展
情况，要求各村支部书记对发现的问

题明确时间节点立整立改，所有建筑
垃圾不能在各小区、院内堆放，统一拉
到固定垃圾处理地点集中处理。

马国彦表示，要做好清理垃圾工
作，动员辖区群众，禁止垃圾乱堆乱
放，统一到指定地点处理垃圾；要派出
专人“盯防”，24小时加大力度巡查，
防止辖区有人随意堆放垃圾；各村支
部书记要切实负起责任，明确时间节
点列出任务清单，建立整改台账抓好
落实。记者 王阳 通讯员 丁冬

豫兴路办事处
实地检查辖区卫生环境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和改善辖
区环境面貌，打造干净整洁的城乡环
境，近日，圃田乡以爱国卫生运动和精
神文明活动为契机，以整治“脏、乱、
差”为突破口，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提升
工作。

清明假期，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坚
守岗位，在全乡范围内持续开展环境
卫生排查和清理整治工作，对照整治
标准深入辖区，打扫树坑、整治乱停乱
放，对辖区内杂物堆积及卫生死角彻

底清理，对道路两旁的积存垃圾、杂
物、烟头、“小广告”等问题进行整治，
全力消除建筑工地、道路两侧及绿化
带等区域内的卫生死角，进一步提升
居民区的环境卫生。同时，在辖区开
展文明祭祀排查、巡查，引导群众自觉
摒弃路边焚烧陈规陋习，用健康文明
的方式表达对已故亲人的哀悼，让文
明祭祀的理念深入人心，实现青山常
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绿色愿景。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安琦

圃田乡
扎实开展环境提升工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东站地区
非机动车停放秩序，营造文明有序的
道路交通环境，近日，郑州东站地区综
合管理办公室联合交警六大队五中
队、铁路交警、郑州东站志愿者对站房
南落客平台非机动车随意停放进行集
中专项治理。

针对郑州东站南落客平台非机动
车随意停放现象，郑州东站地区综合管
理办公室事先进行了专题调研走访。
走访中发现停放车辆大部分来源于站
内商铺、快运、保洁及物业等在高铁站
三层工作人员。经协调与告知，多数人

员及时将停放的非机动车辆驶离。
行动中，集中清理非机动车7辆，

车辆被拖移至交警六大队五中队，将
对车主进行三采集一教育，并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59
条进行处罚。

下一步，郑州东站地区综合管理
办公室将综合施策，持续强化站区车
辆停放管理，加大非机动车随意停放
治理力度，持续改善道路通行环境，保
障群众便捷出行。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健鹏 许智香 文/图

郑州东站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
改善道路通行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