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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
为建设宜居宜业现代化城区做出新探索

本报讯 4月 7日下午，经开区党工委
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磊带领综合行政执
法局、明湖办事处、潮河办事处等相关部
门负责人，到管城区、二七区、惠济区学先
进、找差距、促提升，用实际行动践行高质
量发展要求，努力实现现代化城市环境的
“整洁、有序、舒适、愉悦”。

考察组一行先后来到管城区、二七区、
惠济区、郑东新区等地进行考察，实地参观
了城东路、建设路、江山路、七里河南路、商
鼎路等城市道路综合改造案例，详细了解
“留、改、拆”、雨污分流、街角公园游园、静

态交通管理、公厕管理、灯光亮化等城市建
设管理工作的先进做法和成功经验。

张磊表示，兄弟单位“留、改、拆”改造
等思路和将大量人文元素融入自然景观
等做法深受启发，值得经开区学习借鉴。
下一步，经开区要认真总结分析，紧抓高
品质推进城市建设管理等三年行动计划
的发展机遇，借势发力、乘势而进，结合实
际、转化实施，持续改进城市管理，进一步
推动经开区城市建设管理工作有新突破、
新转变，为高品质建设宜居宜业现代化的
经开区做出新的探索。记者 王赛华

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4小时监管餐企油烟排放

本报讯 连日来，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坚持一手餐饮审批服务，一手抓监督管
理，全力做好餐饮油烟排放综合治理。

为把好餐饮“入门关”，经开区餐饮审
批采取自主申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办
事处等相关部门“双备案联审”制度。工
作中，针对辖区新增餐饮服务场所，在安
装门头牌匾审批备案时，由城市管理便民
大厅提前介入，要求其安装合格的油烟净
化设施，并在安装过程中及开业期间进行
全面的监管，切实做到事前、事中、事后不

断档，确保新建餐饮服务单
位安装净化器100%。

为把好管理“服务关”，
经开区依据餐饮服务单位

油烟排放强度，建立了餐饮服务单位分级
管理制度，分别以红、黄、蓝三色台账管
理，并在经营场所内显著位置进行公示。
同时，为推动油烟治理工作，还积极为经
营户服务，帮助经营户制订整治方案、联
系治理设备，针对餐馆场地小等情况，积
极开展市场调查，为其推荐既经济又可保

证治理效果的油烟净化器。餐饮经营门
店安装油烟净化设备以后，油烟实现了达
标排放，赢得了社区及居民群众的一致好
评。

为把好监督“管理关”，经开区坚持每
月组织相关部门、各办事处对辖区内的餐
饮场所进行一次排查。并从各相关单位、
检测机构抽调100余人，组成专业队伍，对
重点区域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家餐饮场所
油烟污染防治等方面工作开展全天候 24
小时不间断监管，确保整治效果。此外，
还经常开展集中联合执法行动，对无视劝
阻、拒不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商户，联合公
安、工商、食药、执法、办事处等单位依法
进行取缔。

下一步，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继
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餐饮行业打出
“审批+检查”组合拳，严格审批把好准入，
分级管控科学治理，联合检查共同发力，
营造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共同守护碧水
蓝天。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李磊

京航办事处 规范城区非机动车停放秩序
本报讯 近日来，京航办事处对辖区

内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进行了专项整治。
京航办事处工作人员对二十二大街、

二十三大街、二十五大街、航海东路、双汇
南门、瑞绣小区为重点路段机动车乱停乱
放现象进行集中整治。此次整治按照“堵
疏结合、规范设置，确保畅通”的原则，从
严治理机动车乱停乱放“顽疾”，确保实现
机动车辆“入位停车、规范停车”，有效解
决乱停车、停车难等问题，切实维护、改善
辖区道路通行环境。

整治中，工作人员严格做到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对乱停乱放车主进行劝导，文
明引导车主将车辆停放在正规车位；对于
车主不在的，对违规停放车辆张贴“违法
停车告知书”来告知车主文明停车，并自
行将车挪走。

通过整治，辖区非机动车乱停放现象
得到明显控制，市容市貌得到良好改观，
下一步，京航办事处将紧盯交通乱点、乱
象和问题突出的路段，加大联合执法频
次，严惩交通违规行为，确保辖区道路交
通秩序更加文明、有序、畅通。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郭红晓

区教育文化体育局
对校园进行全方位彻底清扫

本报讯 4月5日，经开区
教育文化体育局相关负责人
带队对郑州市十一中爱国卫
生运动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区教育文化体育局相关
负责人一行通过实地察看学
校校医室、教室、办公室、心
理咨询室等场所建设情况，
并要求增强师生健康意识、
强化健康管理，将卫生健康

列入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
着力做好爱国卫生工作。各
校要对校园进行全方位彻底
清扫，清除卫生死角。

下一步，经开区教文体
局将继续深入开展学校爱国
卫生工作，严格落实爱卫工
作各项要求，加大检查力度，
为郑州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贡献力量。记者 柴琳琳

区建设局
加强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

本报讯 4月 4日至 6日，经
开区建设局督导组对明月滨河、
郑州水泵有限公司冷加工项目、
汇航雅苑佳苑、金河小区一号院
等 6家项目进行专项督导检查。
督导中发现，多个项目工地无健
康教育宣传栏、厕所未设纱门、无
卫生管理制度、物料堆放杂乱等
问题。

督导组要求，项目工地要严
格按照标准整改到位，对已整改
项目定期进行“回头看”，防止出
现问题反弹，确保责任到位、监管

到位、管控到位。区建设局相关
负责人要求，各建设施工企业要
对标整改、狠抓落实，严格按照创
文测评标准，逐项排查，对标整
改，确保顺利通过各项检查；要加
大创文宣传力度，利用建筑围挡
开展公益广告宣传，营造良好的
创文氛围；要加强建筑工地扬尘
污染防治和周边环境卫生整治，
严格按照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标准
要求，做好建筑垃圾覆盖、卫生死
角清理等工作，扎实有效落实各
项创建任务。记者 王赛华

区社会事业局
督查“三小”门店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 连日来，经开区社会
事业局卫生监督部门对辖区“三
小”门店医疗单位进行督导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部分“三
小”门店存在消毒柜未使用、从业
人员健康证过期、布草间堆放杂
物、灭蝇灯未正常使用、未设置禁
止吸烟警语和标识等问题，部分
医疗单位存在医疗废弃物回收箱
周围环境差、未定期开展消毒灭
菌效果监测、医疗垃圾与生活垃

圾未分开存放、医疗废物交接单不
规范等问题。针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督导检查工作人员当场提出
整改要求并督促其立即整改。

下一步，区社会事业局将继
续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对辖区“三
小”门店及医疗单位进行不定期
不定点检查，及时督促问题场所
进行整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
健康利益。
记者 柴琳琳

明湖办事处
整治环境 建宜居宜业美丽社区

本报讯 4月 7日上午，明湖
办事处组织志愿者对毛庄社区进
行环境整治。

毛庄社区位于经开区、管城
区交界处，是明湖辖区唯一一处
临时过渡安置点，卫生问题多且
琐碎，是明湖办事处爱国卫生工
作的难点、重点。当天上午 10
时许，志愿者开始打扫卫生，清
除小广告，清理杂草树叶、生活
垃圾，清运残枝干木、废品杂物，

拆除私搭窝棚等。
明湖办事处各爱国卫生运动

指挥部和其他社区也齐发力，在
爱国卫生城市运动中贡献自己
的力量。

明湖办事处希望辖区居民
群众都能积极参加爱国卫生运
动，清洁家园、除害防病、促进健
康，共建宜居宜业美丽社区。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张韶楠 文/图

前程办事处
完善督导机制 提升整改成效

本报讯 4月6日上午，前
程办事处负责人带队到辖区杨
桥干渠实地督查爱国卫生运动
开展情况。

督导组一行边走边看、边
听边问，详细了解环境综合整
治现状，询问整治进度和下步
打算。针对发现问题进行逐
项核查，开展现场办公，研究
制定整改措施。

为了持续推进爱国卫生
运动在前程办事处显成效、见
实效，前程办事处相关负责人
提出，全办上下要提高思想认
识、明确当前形势。各社区要

把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作为
历练干部的舞台，作为考验
社区党支部战斗力、凝聚力
的试金石。自我加压、攻坚
克难，聚焦问题整改、建立
问题台账、实施销号管理，
切实做到问题不见底不放
过、解决不彻底不松手。要
强化督导考核、创新方式方
法，进一步完善督导机制建
设，综合运用观摩评比、督查
通报、周评月评等制度，对问
题整改不到位、工作落实不到
位、督导推进不到位的单位及
个人进行严格的问责追责，确

保措施实实在在、责任清清楚
楚、目的明明白白。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志愿服务活动等迅
速掀起全面动员、全员参与、
齐创共建的良好氛围。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陈冠名

郑州市公交四公司
公交“志愿红”绽放蝶湖畔

本报讯 4月 6 日上午，
郑州市公交四公司徐亚平志
愿服务队在蝶湖森林公园开
展捡垃圾、保护家园环境活
动。上午 9点，公交志愿者
在蝶湖畔集结，兵分多路在
蝶湖沿岸和蝶湖中心广场打
扫卫生、清捡垃圾。志愿者
戴着手套、拿着垃圾袋，不时
弯腰拾起漂浮在河边的饮料
瓶、白色垃圾等杂物，并麻利
地装进垃圾袋。志愿者们还
借来长柄抄网，打捞水面漂
浮物，所到之处被清理得干
干净净。公交“志愿红”用自
己的点滴行动为蝶湖沿线的
环境保护和郑州市的美丽形
象做出一份贡献。

“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
提高大家保护环境的意识，守
护我们共同的绿色家园，让蝶
湖美景成为郑州经开区一张

亮丽的名片。”公交志愿者
娄元斌开心地说。

“公交‘志愿红’在蓝天碧
草的映衬下分外醒目，形成了
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周边游
玩的市民对志愿者的行动赞
不绝口，也纷纷加入到清捡垃

圾的行动中来。
经过大家一上午的忙碌，

许多原本分散在各个角落的
垃圾被收集处理，水清岸绿的
蝶湖显得更加秀美动人。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赵冰 文/图

全面动员
全员参与

经
开
区
共
建
共
享
美
好
家
园

同
为
城
市
增
光
添
彩

全面动员 齐创共建美好家园

爱国卫生运动 共享文明健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