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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精细化
管理水平，维护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
日前，圃田乡组织辖区党员志愿者、环
卫工人、公共单位等持续开展“全城清
洁”行动。

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集中对公
共区域环境卫生进行清扫保洁，并对
各类卫生死角、积存垃圾等进行清理

整治。同时，积极动员引导广大居民
增强环境卫生文明意识，合力创造清
洁环境，共创美好家园。本次“全城
清洁”行动共出动人员 300余人，清
理非法小广告 20余处，清理垃圾 32
立方米、卫生死角 23 处，清扫面积
26500余平方米，辖区卫生状况得到
明显改善。

下一步，圃田乡将不断深化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推动“全城清洁”行动落实
落细，全面改善辖区面貌，确保环境卫
生管理水平稳步提升，以实实在在的治
理效果赢得广大群众的一致认可和自
发参与，积极营造“全城清洁 人人行
动”的良好氛围。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朱笑颜

圃田乡“全城清洁”持续优化辖区环境卫生

本报讯 共享单车的乱停乱放，影
响交通出行的同时也存在安全隐患。
为进一步推动爱国卫生运动落实，让共
享单车“停规范、摆整齐”，近日，博学路
办事处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共享单车专
项整治行动，通过巡查、引导、规整、清
理等措施治理共享单车“任性”停放，为
辖区环境摁下“美颜”键。

行动中，工作人员对共享单车乱
停放的重点区域、关键路段持续开展
巡查督导，并将占压盲道、绿化带等违
规停放的共享单车规整摆放。同时，
对接共享单车公司，对辖区主次干道、
背街小巷、飞地等无法使用的废弃共
享单车进行清理拖移。其间，持续对
群众进行宣传引导，对不规范停放行
为进行警示教育。

此次行动累计出动人员 50余人

次，清理拖移共享单车 400余辆，规范
停放 600余辆，进一步改善了道路交
通，提升了市容环境。接下来，博学路
办事处将在持续开展巡查的基础上，

对共享单车密集区域采取针对性措
施，全面建设安全、文明、有序、美丽的
辖区环境。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安奇 文/图

本报讯 偷倒垃圾不仅影响市容环
境，还破坏绿化、影响道路交通。连日
来，金光路办事处坚持集中整治、定期
巡查，多措并举严厉打击辖区偷倒垃圾
行为，杜绝灾后恢复工作“拖后腿”事情
的发生。

近日，工作人员在惠民三路与惠民
四路交叉口巡查时，发现一辆形迹可疑
的白色五菱面包车，该车司机欲将车上
废弃家具和装修垃圾倾倒在路边沟
内。工作人员立即上前阻止并拍照留
下证据，随后联系城管、执法人员处
理。经教育，司机最终承认了自己的不
当行为，并表示愿意接受相关处罚，保
证以后会通过适当的方式对垃圾进行
处理，不再发生类似事情，给辖区“抹
黑”，给市容环境造成“负担”。

干净整洁的舒适环境离不开大家
的齐抓共管。接下来，金光路办事处
将持续增强辖区居民的守土尽责意
识，鼓励大家主动肩负起建造美丽社

区的责任，共建一个卫生、文明、舒适
的宜居社区。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王小丽 文/图

金光路办事处 集中整治、定期巡查 严厉打击偷倒垃圾行为

本报讯 为打造安居、宜居、乐居
的生活环境，白沙镇以城乡接合部综
合改造为起点，在城市精细化管理和
环境改善上下功夫，在“双改”工作上
持续发力。

为深入推动全面改进城市管理、改
善人居环境市容市貌大提升，通过垃圾
清理、公交东移、精品道路创建、门楼改
造、占道经营整治等工作的具体实施，
实现环境卫生、违建清理、居民区改造、
便利交通等目标的“化整为零”。

据悉，为提升人居环境，白沙镇已
基本实现回迁安置，临时过渡区正在有
序拆除。为缓解辖区内交通压力，解决

白沙镇群众停车难、出行难，14路公交
场站工程东迁，已正式通车。为保障群
众安全，9月 10日，对恒通小区等存在
安全隐患的入户门楼进行了拆除重
建。为提升市容环境，10月 8日，白沙
镇联合郑东新区综合执法局白沙执法
中队，对龙王庙村一处违法占地依法实
施强制拆除。为改善居民出行，对郑开
大道（通惠路—前程路）、物流通道（前
程路—高庄路）、物流通道（高庄路—杨
桥路）、前程路（郑开大道—升平路）等
道路进行了精品道路创建。

下一步，白沙镇将继续加大“双改”
工作力度，持续开展城乡接合部综合改

造，确保白沙镇人居环境持续得到改
善，实现城市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实
现新突破。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郝明旭 文/图

白沙镇 精细管理下功夫“双改”工作再发力

博学路办事处 整治共享单车 为环境做“美容”
本报讯 为积极助力文明城市创

建，推动提升文明素养、提升创建水平、
提升品牌影响、提升服务质量“四个提
升”的快速实现，10月9日，如意湖办事
处如意东路社区组织开展了“创文明
城”4个提升志愿者培训专题学习会，
社区工作人员及辖区志愿者共同参与。

本次专题学习会以集中观看视频
的方式进行，视频中，授课老师从创建
文明城市中志愿服务的意义及如何做
好志愿服务宣传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志
愿服务活动的价值，讲解了志愿服务宣
传的重要性，指出了志愿服务宣传发展

的方向，有效增强了志愿者做好志愿服
务宣传的信心。此外，针对志愿服务工
作中可能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视频课
中也介绍了相关知识，帮助志愿者在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中能有效进行压力调
节与心理调适。参加培训的人员在视
频课结束后，根据自身工作内容特点进
行了交流，对如何做好当下社区的志愿
服务分享了相关经验，与会者纷纷表示
收获颇多。

下一步，如意湖办事处将坚持开展
志愿者培训工作，将文明城市创建与志
愿者工作各项内容充分融合，打造高素

质的志愿服务团队，为今后顺利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薛一凡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培育文明社会风
尚，营造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10月11
日，祭城路街道办事处对辖区重点区
域、重要路段加大巡查、执法力度，持续
开展“四乱”整治行动，全面提升市容环
境秩序。

整治中，综治城管巡防队员按照
“疏堵结合 以疏为主”工作思路，贯彻
“有举必查 有查必果”原则，采取人车
联动、集中整治、巡查守点等方式，加强
整治户外广告乱贴乱挂，将张贴在橱窗
及电线杆等公共设施上的非法小广告
及时清理，并对出现频次较高的小广告

录入追呼系统。加强整治占道经营、突
店经营等行为，对占道经营商户进行劝
离，对屡次劝说无效的依法暂扣其经营
物品。加强整治车辆乱停乱放，全面清
理道路两侧密集停放过度的共享单车，
并将倾倒的共享单车扶正摆放到规划的
停车线内。截至目前，共出动工作人员
100余人，清理占道经营15处、非法小广
告240余张，摆放共享单车300余辆。

此次开展的“四乱”整治行动，辖区
突店经营、乱贴广告等不文明现象得到
有效改善，进一步营造了干净、整洁、靓
丽、有序的城市环境。下一步，办事处

将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紧抓管理
不放松，严防市容管理“四乱”现象出现
反弹，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薛芳 文/图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整治“四乱”提升市容环境

本报讯 为及时消除农贸市场日常
经营中暴露出的问题，近日，商都路办
事处通过突击检查的方式，在辖区农贸
市场开展综合整治行动，营造出齐抓共
管的局面，切实有效加强农贸市场的经
营秩序。

办事处工作人员在五州菜市场、
田园农贸市场开展场内外一体化综合
整治行动。行动中，工作人员分别对
农贸市场及周边商铺依次检查，检查
经营户是否亮证亮照经营；经营者是
否执行进货查验、索票索证和进货台
账等制度，特别是活禽经营户，要做好

“三分离”工作；劝导经营者将摆放在
商铺外的物品摆入店内；食品经营者
是否有健康证及是否过有效期，同时
要求未亮照的经营户亮证亮照经营。
工作人员还对周围的流动摊点、占道
摊点、出店经营摊点等进行清理整治，
倡导居民积极加入到环境保护工作中
来，齐心协力，共同营造干净、和谐的
社区环境。

此次清理整治行动进一步改善了
辖区农贸市场的环境卫生面貌，居民
表示满意。下一步，办事处将持续加
大整治力度，不断规范农贸市场经营

秩序，切实营造出文明、有序、卫生的
市场环境。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娅菲 文/图

商都路办事处 开展农贸市场综合整治行动

本报讯 为加快灾后重建，保障汛
情过后农田积水及时排出，做好后续农
作物补种工作，10月13日，豫兴路办事
处开展沟渠疏通扫尾工作。

经历汛情，辖区个别沟渠存在淤
泥、树枝等杂物堵塞沟渠口，使得水流
无法正常流出。10月 13日，办事处组
织专业疏通人员下水对楼南沟前程路
地下河渡槽堵塞口进行清理疏通。通
过几个小时的努力，工作人员将淤泥、
树枝等堵塞物清理出一部分，堵塞的沟
渠疏通了，水流又正常从沟渠口往下流
了。沟渠疏通一部分后，办事处又组织
工作人员对辖区受淹农田进行了排水，
加快了农田恢复，要求待农田水排空后

尽快种上小麦等农作物。
下一步，办事处将按照郑东新区农

办对绝收农田的补助标准，对辖区绝收

农田的农民进行适当补助，全力保障灾
后辖区农民的生活和收入。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丁冬 文/图

如意湖办事处 齐心协力 共创文明城

豫兴路办事处 加快灾后重建 开展沟渠疏通扫尾工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倡导垃圾分类理念，
提高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同感和参与度，营
造广泛参与的环保氛围，近日，龙湖办事处
组织开展“垃圾分类进社区”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手持垃圾分类宣传页
穿梭在过往人群中，向各年龄段的居民宣传
垃圾分类理念，讲解垃圾分类知识，耐心回答
居民关于生活垃圾如何分类、垃圾箱分布等
问题，鼓励广大居民自觉在家中做好生活垃
圾的源头分类工作，定时、定点正确投放。

同时，现场还设置了充满趣味性的垃圾
分类小游戏，如“送垃圾回家”“垃圾分类投
壶”等，并为参与游戏的居民发放精美小礼
品，游戏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充分调动了大家
的积极性和参与度。每个游戏都安排工作人
员进行现场指导和协助，让大家在体验游戏
乐趣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四色垃圾桶”垃
圾分类小知识的理解和认识。

居民纷纷表示：“要带动身边人一起养成

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下一步，办事处将持续加大宣传力度，让“绿
色、低碳、环保”的生活理念深入人心，进一步
提高辖区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做到自觉、准
确分类，争当垃圾分类“模范生”。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张路阳 文/图

本报讯 为创造整洁优美、文明和谐的社
区环境，近日，龙源路办事处组织机关、社区、
村干部、物业公司及辖区志愿者开展环境卫
生大整治活动。

本次活动分为三组，村干部及志愿者到小
区楼栋内进行安全排查和杂物清理，物业工作
人员则负责小区内及商业街的路面冲洗工作，
龙文嘉苑社区工作人员负责统筹整场活动，对
小区内部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并对绿化带、
死角卫生、积存垃圾等进行集中清理。大家充
分发挥团结合作精神，明确分工，不怕脏、不怕

累，个个手拿扫把、垃圾夹等工具奔赴责任区
域，共同对小区环境卫生进行集中整治。经过
一上午的努力，共清理积存垃圾23处、白色垃
圾20余处、烟头纸屑30余处，排查安全隐患6
处，并立即下令整改。

此次集中整治活动，不仅改善了社区环
境卫生状况，还带动社区居民增强环境保洁
意识。龙源路办事处将在今后的工作中持
续开展环境卫生治理，为打造优美社区贡献
力量。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张延华 文/图

本报讯 为改善小区楼道环境卫生，提高人居环境水
平，营造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10月8日，龙子湖街
道办事处东尚社区筹备组织龙湖花园物业人员、小区工
作人员、志愿者对楼道小广告进行集中清理。

行动中，社区筹备组工作人员向参与活动的志愿者
分发了湿布、小铲子、除胶剂等工具，大家充分发扬不怕
脏、不怕累的精神，井然有序地清理每一处小广告。碰到
有些粘贴牢固、不易清理的小广告，志愿者用手从边缘将
其撕开，再用铲刀彻底清除。在清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向
居民宣传环境保护、保持卫生清洁的意义，引导辖区居民
自觉维护社区环境卫生。

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辖区整体环境水平，增强了居
民对小区环境保护的意识，为加快推进龙子湖精细化城
市管理做出应有的贡献。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素萍 常斐 文/图

龙湖办事处 垃圾分类入社区 绿色生活我先行

龙源路办事处 开展卫生整治 美化家园环境

龙子湖街道办事处
清理小广告 美化辖区环境

精细化管理见真章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