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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改善居民生活品质，打造
优美的宜居环境，近日，如意湖办事处商
务区社区组织召开爱国卫生工作部署
会。会议由商务区社区党总支书记刘晓光
主持，如意湖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商务区社区第一书记吕海军以及辖区共
计40家物业公司共同参会。

会上，刘晓光将上级相关精神及部署传
达至每个物业公司，要求全体人员深刻认识
爱国卫生工作的重大意义，动员物业公司在
楼院卫生整治上狠下功夫，进行地毯式清扫，

全方位整治辖区楼院的院容院貌，认真清理
楼院各类垃圾、小广告，拆除私搭乱建、捆扎
飞线，清理杂物乱堆，封闭垃圾道，垃圾日产
日清，消灭卫生死角，做好病媒生物防制，改
善楼院卫生状况。同时对工作中存在推诿
扯皮、工作不落实的单位，将会严厉问责。

下一步，商务区社区将积极动员辖区
企事业单位，带动辖区群众，参与到爱国
卫生工作中来，为辖区居民营造一个健康
安全、舒适整洁的生活环境。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连晨晓

如意湖办事处提升公共环境卫生 提高群众健康意识

爱国卫生“动起来”和谐家园“美起来”

湖 如意·关注如意

本报讯“灭鼠的有效方法是什么？”“蝇类
主要传播的疾病是哪些？”……这些问题的答
案你知道吗？今年4月是第33个爱国卫生月，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卫生意识和健康意识，形成
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的良好
氛围，近日，在商务区社区门前的小广场上，如
意湖办事处开展了“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主题
宣传活动。

活动前期，社区充分利用社区治理服务平
台进行广泛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居民
分发《爱国卫生学习手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
等宣传页，耐心回答居民咨询的健康卫生问题，
积极地向大家普及爱卫知识。现场还开展了有

奖竞答活动，居民可通过参与互动答题，累积答
对定量问题后赢得香皂、洗手液、卫生纸、收纳
袋等小礼品，现场气氛十分活跃。居民在游戏
中不仅学习了健康的卫生习惯、生活方式以及
如何除“四害”等爱国卫生相关知识，也提升了
健康环保意识和参与爱卫活动的积极性。

“学了知识，还领了这么实用的小礼品，挺
好。”社区居民周阿姨对此次活动赞不绝口。据
统计，此次活动共有200余位居民前来“充电”享
福利，发放宣传材料500余份，有效提升了居民
的卫生防护意识和健康知识水平，得到不少居民
“点赞”。
记者 马燕 通讯员 任云云 连晨晓 文/图

本报讯 为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有效
提升辖区公共环境卫生，4月 16日，郑东新区
如意湖办事处为辖区 7个社区发放一批分类
垃圾桶，赢得了广大居民的交口称赞。

如意湖办事处始终牢记“为民、务实、清
廉、高效”的服务宗旨，致力于打通政务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用各种便捷高效的方式为民掌
好权、谋好事。此前，如意湖办事处主要领导在
各社区检查院区环境卫生时，发现部分小区内
垃圾桶严重破损，院内存在垃圾外溢、长期积存
等现象，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环境。随后，办事
处立即召开专项整改会议，对辖区部分物业公

司展开深入调查，以实际行动解决当前物业公
司面临的困难。“感谢政府、感谢社区及时为我
们解决分类垃圾桶的难题，今后，物业公司将拿
出更高的标准、一流的服务，服务好小区的业
主。”物业公司的负责人表示。

此次共发放 240L分类垃圾桶 130组 260
个，有效解决了小区垃圾的存放问题，让“绿
色、低碳、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如
意湖办事处将继续心无旁骛地践行“为民务
实、清廉高效”的宗旨，真心实意为民排忧解
难，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孙歌

本报讯“你好，门口垃圾箱是你们负责清
理的吗？”“门前堆放的杂物，请你们及时清
理”……自爱国卫生运动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如意湖纪工委充分发挥“监督的再监督”“检
查的再检查”作用，始终坚持“重大决策部署
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联合城管
办组成专项监督检查组以明察暗访为重点，
以发现问题为导向，以至细至全的方式对爱
国卫生运动开展“下沉式”“拉网式”“点穴
式”监督检查，助力爱国卫生运动专项行动
落地见效。

“发现问题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关
键”。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及时对责任部
门下达督查通报提出整改要求，做到抓早、抓
细节，及早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专项行动
工作中“庸懒散”和“推拖滑”等作风不严不实
问题，导致责任落实不到位，使前期环境卫生

出现反弹，按照相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问责是手段，不是目的”。监督检查能做

的就是尽早提醒、查漏补缺，及时督促各科室、
各社区任务落实，确保问题立行立改，整改后
不反弹、环境无脏乱。

截至目前，爱国卫生运动专项行动共开展
监督检查 28轮次，发现问题 245个，督促牵头
部门、责任单位、院区管理员整改问题223个，
对未能及时完成整改的22个问题，通过“回头
看”已全部督促整改完成。

下一步，如意湖纪工委将根据爱国卫生
运动的进展情况，充分发挥监督职能，进一
步加大责任追究力度，针对每天监督检查出
的问题，会不定时回头看，对责任落实不力、
整改不到位的严肃问责，以监督工作的实际
成效，为爱国卫生运动作提供坚强保障。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孙娜娜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卫生城市精细化
管理水平，推动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开展，4月
27日，如意湖办事处联合郑东新区市场监管
局持续开展“六小”门店专项整治行动。

天时路社区工作人员通过督促指导，引
导“六小”门店对照“达标门店标准”进行自
查自纠，积极整改并完善提高。同时，严格
按照“六小”行业综合治理标准，逐户检查所
有门店，立查立改，逐项销号，切实做到问题
“零遗漏”。绿地社区工作人员着重对“六
小”门店中的“小理发店、美容店”和“小浴
室”进行了重点复查，着重检查商户经营许
可证及健康证是否过期、室内环境卫生是否
干净整洁、消毒记录是否完善等情况。绿城
百合社区以辖区内小餐饮店、小副食门店为
重点，按照统一标准、统一内容的原则，着重
对商户消毒设备、防鼠灭蝇设备、各项卫生
设施等进行了仔细检查，并为每家商户发放
食品安全宣传资料，告知大家要提高思想认
识，切实保障好食品安全。对检查出的问
题，工作人员现场要求商户整改，不能立即
整改的，督促商户限时整改。采取“回头看”
的方式对之前检查出的问题进行督查，实时
更新“六小”门店整治工作台账，确保整改工
作落实到位。

下一步，如意湖办事处将继续加大“六
小”门店管理力度，巩固整治成果，建立健全
长效管理机制，促进辖区内“六小”门店健康
有序发展，为辖区居民营造一个健康卫生的居
住环境。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学馨 段珊珊 胡会琴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爱国卫生运动，为
辖区居民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的生活环
境，近期，如意湖办事处绿城百合社区联合
院区物业在各楼院开展卫生大整治活动。

活动中，由院区管理员带头配合物业
对各院区环境卫生进行集中大整治，重点
对卫生死角、乱堆乱放、乱搭乱建、乱张贴、
楼道和绿化带卫生进行集中排查并现场及
时清理。同时，社区还发动院区居民积极
参与到卫生大整治活动中来，为院区环境
整治贡献自己的力量。排查过程中，工作
人员发现有一些居民将自家花盆随处摆放
在单元楼道等公共区域，给其他居民的日
常生活带来了不便，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制
止并进行引导。此次卫生大整治活动，得
到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开展环境卫生
整治太有必要了，很多杂物在院内堆了挺
长时间，现在清理走了，感觉院内一下就宽
敞了，更好看了，我们住着也更舒服了。”社

区居民王先生说。
此次活动不仅改善了院内环境卫生状

况，还增强了社区居民的环境保洁意识，为
创造干净、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奠定了坚
实基础。下一步，办事处各社区将继续深入
开展环境卫生治理工作，打造宜居如意之
城，为美好生活增添一抹亮丽的风景。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学馨 文/图

本报讯 为提高居民文明意识，促进大
家文明行为的养成，近期，如意湖办事处联
盟新城社区开展《河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进社区、进企业、进商户等系列宣传活
动。4月 22日，又集中开展了进商场宣传
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来到院区重点场所，
将条例摆放到商场各楼层的服务台、收银台
等明显区域，告知商场工作人员积极参与文
明行为宣传工作，在工作中发挥示范带头作
用。在商场里，若发现有随手乱扔垃圾、在
公共场所抽烟、排队拥挤等不文明行为，要
主动制止，纠正顾客的不文明行为。同时，

要引导大家树立人人争当文明市民，自觉养
成良好的文明卫生习惯，将正确的文明行为
传播给身边人。居民陈老师说：“我经常来
这个商场，环境和服务都特别好，没有发现
不文明的行为，但文明行为还得养成习惯，
特别是小孩，要从小养成。”

本次宣传活动共计发放《河南省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宣传读本80余份，进一步形成
了良好的宣传氛围。下一步，联盟新城社区
将会持续到院区工地、学校、公共单位等开
展宣传，争取让《河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于海秀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人居环境，
营造干净舒适的生活氛围，近日，如意湖办
事处如意东路社区组织工作人员错峰开展
巡查工作，主要对占道经营、突店经营的商
户进行督促劝导。

此次巡查，工作人员通过“固定点位＋
流动走访”的形式对辖区重点路段进行错峰
巡查。同时，为提高巡查质量，有效清除“打
游击”“躲猫猫”乱象，社区工作人员对发现
的小摊贩占道经营、散发传单等，挨个上前
劝导，对屡劝不改的经营商户，社区及时报
告办事处城管办和如意湖执法中队，通过多
部门联动，做好处置工作。此外，工作人员
还对辖区沿线商户进行逐户宣传，加大政策
法规宣传力度，耐心细致地向商贩们讲解占
道经营对城市面貌的影响及存在的安全隐
患，切实做到“劝导不失温度，有序更为关

键”的工作理念。
下一步，如意东路社区将继续立足民

生，解决长期以来困扰辖区居民生活的大毛
病、小问题，推动各项工作提档升级，为建党
100周年创造和谐有序的院区环境。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薛一凡 文/图

本报讯 4月 16日，如意湖办事处绿
地社区工作人员在第一书记王朝晖、社
区书记李冲的带领下，再次对辖区内的
“六小”门店进行排查，并对照台账对问
题店铺进行复查。

行动过程中，工作人员对“六小”门店
中的“小食品店”和“小餐饮店”进行了重
点排查摸底，主要对商铺有无超出经营范
围，从业人员资格及证照是否有效，有无
变质、伪劣、过期产品，经营场所内外环
境是否干净整洁等情况进行检查。对排
查出的超范围经营、健康证缺少、店内环
境差等问题向门店负责人下达整改通知
书，对于能整改的现场整改到位，不能立
即整改的进行台账登记，并严格督促整
改落实。检查中，工作人员还对之前检
查过的商铺进行复查，严格对照问题
台账及整改时间，对于逾期未整改到
位的商铺要求其闭店整改。检查结束
后，王朝晖提出，“六小”门店排查要一一

对标对表，严格要求，严格落实，确保问
题整改及时有效，问题台账要坚决清零。

下一步，办事处各社区将继续加强
“六小”门店整治工作，对需要整改的门店
进行“回头看”，加大对“六小”门店整治力
度，切实强化商铺经营者的责任意识、规
范经营意识，确保“六小”行业专项治理工
作取得实效。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段珊珊 文/图

绿地社区
持续开展“六小”门店排查整治活动

本报讯 4月 14日，如意湖办事处天
时路社区联合执法中队对辖区居民院内
一处新增违章建筑进行拆除。

4月 14日上午，院区管理员在日常巡
查时发现龙湖花园小区 3号楼 1楼西户
家门前安装了木栅栏，侵占公共绿地。
社区第一时间将情况反馈到执法中队，
执法中队火速赶到现场，实地察看该处
房屋住房规划图，经核实勘验，该处建筑
属于违建，执法人员按照“先劝导后拆
违”的原则，对当事人进行耐心劝导，告
知他们乱搭乱建的严重性、危害性，要求
居民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共创优美、

文明、和谐的人居环境。经过长达 3个小
时的劝导，业主同意将门前木栅栏拆除
并恢复原貌。截至目前，违章搭建已拆
除。“我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感到很愧疚，
后期我会在裸露的土地上重新植入绿
植，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业主当场做出
了承诺。

下一步，办事处各社区将持续保持打
击违章搭建的高压态势，加大控违拆违执
行力度，保持目标不变、靶心不散，发现一
处、查处一处、拆除一处，为辖区居民营造
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胡会琴

携 手 共 建 如 意 家 园

如意湖办事处
爱国卫生知多少？有奖竞答等你来挑战！

积 极 行 动 助 力 爱 卫

如意湖办事处
开展“六小”门店专项整治行动

如意湖纪工委
实地“问诊”开“处方”

如意湖办事处
心系居民 为民排忧解难

绿城百合社区
绿城更加宜居 百合优雅绽放

联盟新城社区
让文明深入人心 携手共建如意家园

如意东路社区
日巡夜查多保障 街净路清好风光

天时路社区
全力清除违法建筑 坚决遏制新增苗头

商务区社区
整治环境卫生 共建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