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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红黑旗”发放

金水区城市管理实施考核排名
本报讯 自郑州市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推进工作会议以来，金水区结合“三项工
程、一项管理”的决策部署，全区上下合力
攻坚、多措并举，执行“日调度、周点评、双
周红黑旗、月考核”制度，将各街道办事处
及相关单位卫生城市复审工作情况纳入全
年绩效考核，确保郑州市顺利通过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
近段时间，行走在金水区的大街小巷，
不少细心的居民会发现，各大重要区域、场
所的宣传文化墙和公益广告牌都穿上了
“新衣”
，主题鲜明、图文并茂的各式宣传标
识标语，既传播卫生主旨，又扮靓了城市。
“经五路 3 号院内污水管道堵塞，又脏

又臭，希望能尽快解决……”
区国卫复审工
位置，
成立了区委书记、
区长双组长，
各相关
作组现场督导组组织区住建局、经八路街
局委、
各街道办事处党政
“一把手”
任成员的
道办事处、广电社区、经五路 3 号院居委会
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领导小组。
等单位召开了现场办公会，研究解决经五
“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环十
路 3 号院污水管道堵塞渗漏问题。
横十纵二期北三环、
陇海路 7.8 公里改造工
经现场踏勘，经五路 3 号院内污水管
程顺利完成，老旧楼院改造项目 4 月底前
年底前全面完成改造，
清除空中
道堵塞渗漏造成现场臭气熏天，环境脏、 全部开工，
乱、差，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对此，督 ‘蜘蛛网’95.63 公里，年底前实现辖区架空
导组现场分配任务，责令各相关单位牵好
线缆全部入地。但是一刻不敢松懈，仍在
头、负好责，抓好管道破损修复，确保小区
你追我赶地高效工作。
”金水区的相关工作
居民良好生活环境。
人员说。
现场办公、现场分工，
集中力量解决城
金水区严格执行“日调度、周点评、双
市卫生的薄弱环节和市民关心的热点、难
周红黑旗、月考核”制度。每天召集 10 个
点、
焦点问题。金水区把复审工作摆上重要
工作组、3 个督导组组长和“六小”行业治

理工作组副组长召开日调度会，会上通报
突出问题，
研判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重点、
难
点，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每周进行点
评，
客观体现各单位工作实绩，
对各督导组
发现问题数、督查整改问题数等督查工作
进行通报；
每两周发放一次红黑旗，
充分调
动各单位争先创优积极性；月考评成绩由
连续两次双周考评成绩汇总得出。在月考
评会议上通报月考评成绩，并进行第二周
期“双周红黑旗”发放，将各街道办事处及
相关单位卫生城市复审工作情况纳入全年
绩效考核。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常程 李贞

三级人大代表联动视察金水区卫生城市复审工作
本报讯 4 月 20 日，金水区人大常委会
领导和其他常委会组成人员及驻区省、
市、
区三级人大代表一行 28 人视察金水区卫
生城市复审工作。
视察采取既定安排和随机抽查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深入南阳新村、文化路、丰产
路、
花园路、
经八路、
东风路6个街道办事处，
实地察看了三北社区、
黄河路 120 号院楼院

整治情况，
关虎屯生活广场
“六小”
门店整治
情况，
听取了相关负责同志的情况介绍。
视察组随机对纬四路 12 号轻工业厅
机关、经八路 9 号院楼院治理，信息路大铺
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施工工地治理情况进行
了实地察看，深入了解全区迎接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工作具体进展。
视察组成员对区政府以
“督”
促
“改”
，
细

化存在问题、
坚持责任到人，
健全完善
“督导
—反馈—整改—落实”
闭环管理机制，
严格
执行
“日调度、
周点评、
周红黑旗、
月考核”
制
度要求，
扎实推进金水区迎接国家卫生城市
复审工作等情况表示肯定。同时，
视察组结
合社区环境卫生、
楼院违章建筑、
小区物业
管理、
道路综合整治、
工地围挡设置等方面
发现的问题，
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建议。

花园路街道
多方联动
助力卫生城市复审

凤凰台街道

百年荣光路 奏响新乐章
本报讯 4 月 27 日 ，凤 凰 台 街 道
在凤凰台社区凤凰茶城西广场开展
以“ 百 年 荣 光 路 、奏 响 新 乐 章 ”为 主
题的党史学习教育暨红色文化进基
层 活 动 ，为 基 层 群 众 送 上 一 场 红 色
文化盛宴。
开场舞《我的祖国》拉开了演出的

序幕。女生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用优美的歌声为党献出感恩之礼。诗
朗诵《月光下的中国》、歌伴舞《中国姑
娘》、模特表演《苏州的月亮》等 11 个节
目轮番登台，将演出推向一个又一个
高潮，赢得在场观众阵阵掌声。
活动展现了党员群众的风采和精

神面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党员干部
的爱党情怀，在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
力。下一步，凤凰台街道将继续立足
实际、守正创新，推动党史学习教育高
标准起步、
高质量开展。
记者 鲁慧

为例，
形象生动地讲述了一个个寓意深
刻的清正廉洁故事，畅谈自身感悟、传
播廉洁理念、
筑牢道德防线。
党员们纷纷表示，要严格要求自
己，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保
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筑牢廉洁防

护墙，将不正之风拒之门外。会后，社
区老革命、老党员们一起参与“红色教
育映初心、剪纸传情抒党恩”活动，一
张张红色的剪纸代表着党员们不忘的
初心，一幅幅蕴含红色精神的作品将
主题活动引向高潮。记者 鲁慧

文化路街道纪工委

集中学习 筑牢廉洁防护墙
本报讯 4 月 22 日，文化路街道纪
工委在社区组织了一场“学党史、话廉
洁、葆初心”专题廉政学习教育会。主
讲人是社区党组织的
“一把手”
，
参讲人
是党务工作者及党员志愿者，
他们以建
党百年来的廉政名人、
身边的典型模范

未来路街道

2020 年综合考评全区第一
本报讯 近日，未来路街道召开第
三届党建工作代表、居民代表、商户代
表大会。会议透露，街道在 2020 年金
水区目标表彰大会上综合考评位居全
区第一。
会议报告了街道2020年工作和民生
实事，
审议街道2021 年思路和
“十四五”

视察组一行根据现场情况提出要求，
要
抓住重点难点问题和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
加大推进力度，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
持续提升城区品质和形象，
提高
辖区群众参与复审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形成全区上下共同支持国家卫生城市创建、
打造高品质现代化城区的浓厚氛围。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韩聪 田森

规划以及 2035 年远景目标建议，确定
2021 年民生实事。2020 年，未来路街
道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完成 160 亿元，同
比增长 6.2%。街道先后获得了河南省
文明单位、郑州市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等荣誉称号，在 2020 年金水区目标表
彰大会上综合考评位居全区第一。

会议现场表决通过了《未来路街
道 2021 年工作计划（草案）》
《未来路街
道“十四五”规划》
《未来路街道第三届
“三代会”决议（草案）》及第三届“三代
会”代表常委会名单。现场通报了街
道居民议事会审议通过的《未来路街
道 2021 年民生实事》。记者 鲁慧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郑州市国
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
近日，
花园路街
道查漏补缺，
坚持问题导向，
着力抓好
薄弱环节，
扎实开展集中整改工作，
多
举措全力打好创卫复审攻坚战。
花园路街道对标准、找差距、挖
痛点、开药方、加压力，强化责任分
工，多措并举，攻坚克难，在全办上下
营造“一盘棋”的工作氛围；遵循“定
岗定责、综合整治、共同监管”的思
路，及时发现、上报、督办相关问题，
将工作明确到点、
落实到人。
针对无主管楼院因院内租户流
动、住户装修、老旧院区改造等原因
造成的建筑垃圾、家具废物积存等问
题，联合辖区单位志愿者、市容管理、
老旧院区改造施工方组成攻坚队，对
市、区督查通报问题及时整改回复的
同时，加大对院区巡查力度，做到随
时发现随时清理，杜绝大片垃圾积存
情况出现。
下一步，花园路街道将继续强化
创卫复审管理基础和监督考评工作
基础，按照“勤快细致、科学管理”的
工作要求，依托网格化管理，强化责
任落实、优化管理方法，实现创卫复
审的“精细化、高效化和科学化”管
理，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
全覆盖、管理无缝隙”的长效管理工
作格局。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陈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