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意湖办事处

积点滴之功 尽持久之力 为文明城市创建增砖添瓦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全面、深入、快速落实，如意
湖办事处对各项工作再梳理、再完
善，做到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不断强
化精细化管理理念，为后续更高标准
开展工作奠定基础。

根据创文分包点位，大家认真开
展排查工作，结合巡查发现的问题，开
展更加深入细致的整治行动，将点位
内存在的各类问题一一排查到位
并建立台账，持续加强市容市貌综
合整治，尤其是对主次干道机动
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占道经营、
户外小广告、乱扯乱挂等问题全面
对照标准，逐一销号，坚持“露头就

打”“发现一起，处置一起”，有序、
高效推进市容市貌整治，强力遏制
市容乱象回潮。同时加强日常巡
查，及时发现、制止和纠正各类影
响市容环境的违规行为，扎实推进
各项工作，不断优化人居环境、美化
市容市貌。

下一步，如意湖办事处将进一步
强化责任意识、标准意识、效率意识，
认真对照实地项目操作表考核项要
求全方位检查，针对问题精准发力加
快整改，保质保量完成整改任务，形
成长效市容环境管理机制，助推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任云云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居民群众
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知晓度、
支持率和参与率，营造浓厚的创建氛
围，近期，如意湖办事处组织社区志
愿者一起进门栋、进家庭，广泛开展
创文宣传志愿服务行动，着力营造
“人人知晓、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
浓厚氛围。

针对大部分居民白天上班无法
碰面的情况，志愿者利用晚饭后休
息时间进行集结，深入小区、楼栋，
挨家挨户地走访、宣传、调查，向居
民发放《河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引导协助居民填写调查问卷，
收集居民意见建议，同时，通过面对
面沟通交流，向居民讲解近期的创
文工作，引导广大居民群众了解文
明常识、践行文明行为，知晓和支持
创文工作。一些居民对“创文”不太
理解，觉得跟自己没多大关系，经过
志愿者深入浅出的讲解，居民的观

念发生很大变化，从思想上意识到
创文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表示愿
意全力支持创文工作。

本次活动共走访5个楼院，发放调
查问卷200余份，得到居民的广泛好
评和支持。通过此次活动，办事处了
解到了当前创文工作的不足，以及居
民不了解、不熟悉、不满意之处。下一
步，如意湖办事处制订相应解决方案，
优化整改措施，力争与辖区居民一起
共同建设文明和谐的美丽家园。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媛媛 文/图

本报讯 为持续改善辖区市容
市貌，如意湖办事处积极贯彻落实
城市精细化管理“四乱”整治工作
要求，积极开展“四乱”问题专项整
治行动，切实落实常态化、全方位、
全区域、全覆盖管理制度，确保全
区市容市貌整洁有序。

一是维持高压严管态势，高效
精准处置市容问题。城管综治巡
防大队紧扣创文工作标准，按照
“天天发现问题、天天处理问题、天
天解决问题”的要求，对于发现的
问题做到及时、快速、高效、精准地
处置，全方位整治、全天候管理，实
现“四乱”治理全覆盖，有效解决市
容难题。二是细致排查全面整治，
实现“四乱”治理全覆盖。全面规范
突店经营、乱停乱放现象，彻底清除
道路沿线绿化带、树穴内、沿街门店
空调后等位置积存的垃圾、烟头、落
叶、纸屑等。充分调动道路沿线门

店、商户、公共单位认真落实“门前
四包”责任制，按要求做好门店责任
范围内的环境卫生、道路秩序、立面
清理工作。三是加强重点区域管
控，保持畅通有序的道路环境。对
占用人行道和盲道、堵塞交通要道、
消防通道的共享单车和非机动车做
到随见随清，积极主动引导车辆文
明有序停放，对道路两侧乱停乱放
的机动车统一张贴违规停车温馨提
示卡，巡查中发现交通隔离设施损
坏现象及时修复。

针对城市“四乱”问题管控，如
意湖办事处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紧抓管理不放松。下一步，如
意湖办事处将保持最高标准、最严
要求、最强措施，结合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工作要求和工作标准，加大
巡查整治力度，全力打造干净、整
洁、文明、有序的市容环境。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任云云 文/图

常态化、全方位整治“四乱”

本报讯 为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
平，改善人居环境，如意湖办事处从
细处着手持续开展市容市貌整治工
作，保持一抓到底的狠劲、一以贯之
的韧劲、一鼓作气的拼劲，对标对表、
查遗补漏，巩固辖区环境卫生，为辖
区居民营造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

再安排再部署。组织城管综治
巡防大队召开例会，对本周城市管理
工作提出要求：做好迎接国家卫生城
市复审工作，加大占道经营整治力
度，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抵制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重视各类督办件整改回
复工作，提高办结效率。

整治市容秩序。城管综治巡防

大队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配人员，加
大占道经营整治力度，对游商违规占
道经营、沿街商户突店经营等扰乱市
容秩序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规范
非机动车和共享单车停放秩序，清理
乱堆乱放垃圾杂物、小广告，为辖区
居民营造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

整治社区楼院。全面巡查园区，
排查卫生死角，联合社区及物业共同
清理楼院公共区域杂物，清除顽疾，
对沿街门店巡查，发现问题做好登
记，督促物业、店内负责人及时整改，
及时更新问题台账，确保不留死角、
不出现空档。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任云云

本报讯“经过大清理整治之
后，马路上、楼院里干净又整
洁。”如意湖办事处辖区居民刘
玉兰看着干净宽敞的人行道，为
“全城清洁”行动点赞。“全城清
洁”行动是一项常规工作，也是
提升辖区形象、改善市容环境的
重要工作，11月 19日，如意湖办
事处广泛动员，积极组织城管综
治巡防大队、社区、物业联合市
政环卫、党员志愿者开展市容市
貌大整治活动。

活动中，大家坚持“一条路一
条路整治、一类问题一类问题化
解”的工作原则，带着清洁工具
对辖区每个角落每个细节进行
系统性排查，对楼院、道路、绿化
带垃圾、杂物进行清扫，铲除墙
壁、商户橱窗、电线杆上乱贴、乱
画、乱涂的小广告，规范摆放乱
停乱放的非机动车，督促沿街商
户自觉落实“门前四包”，彻底清

除垃圾杂物，维护辖区市容环境
干净整洁，全方位美化辖区市容
环境。

天时路社区结合实际情况合
理安排部署，对重点区域进行全
覆盖、拉网式集中清理，工作人
员手持清洁工具，铆足干劲、不
畏严寒、紧密配合，认真清扫地
面垃圾，花坛上的枯枝落叶，蹲
下身子亲手捡拾垃圾等杂物，充
分发挥党员志愿者不怕苦、不怕
累、不怕脏的模范先锋作用，用
实际行动为辖区居民树立榜样力
量。辖区居民也纷纷参与到清洁
行动中来，形成了“人人参与，齐
抓共管”的良好局面。经过两个
小时的努力，辖区面貌焕然一
新。此次“全城清洁”行动共出
动党员志愿者 30余人，清理垃圾
面积数百平方米。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任云云 胡会琴

为“全城清洁”行动点赞

本报讯 为有效预防和控
制冬季病媒生物的侵害，积极
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为辖
区居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11月22日上午，如意湖办事处
绿城百合社区组织开展冬季病
媒生物专项治理工作。

工作人员利用喷雾器等消
杀工具对小区内居民楼前后、
绿化带、垃圾投放点、卫生死
角、下水道等重点区域进行全

方位的药物消杀。同时，各院
区和在建工地还将病媒生物消
杀与环境卫生整治结合起来，
发动物业、保洁员对卫生死
角、废弃物、观赏池等病媒生
物滋生地进行集中清理整治，
确保辖区环境卫生干净整
洁。居民王先生说：“冬天了，
蚊、蝇等已逐渐停止活动，转
入休眠越冬状态，这时是杀灭
残存越冬蚊、蝇等一些病媒生

物的有利时机，是降低蚊蝇密
度的重要措施，社区工作确实
考虑周到。”

此次消杀活动切断了病
媒生物滋生的途径，有效降
低了病媒生物的侵害率，为
广大居民群众营造了一个健
康、宜居的生活环境，切实加
强新冠肺炎疫情预防控制，
保护群众身体健康。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学馨

绿城百合社区 开展病媒生物专项治理

本报讯 为引导居民规范
有序停车，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11月 22日，如意湖办事
处天时路社区开展文明引
导、政策宣传、秩序维护等系
列志愿服务活动，旨在引导
辖区居民养成文明交通意识、
安全意识。

一大早，一群身穿“中国
红”的志愿者不畏严寒，穿梭在
辖区重点区域，通过张贴“违法
停车温馨提示”告知书等方式对
不文明停车行为进行劝导，减少
车辆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
活动中，志愿者向沿街商户、居
民宣传机动车规范停车标准，张
贴温馨提示，引导居民将车辆停
放在指定泊车位上，做到按位、

统一朝向停车，养成文明出行、
规范停车的良好习惯，以实际行
动告别车辆乱停、乱放陋习。

此次活动共张贴“违法停
车温馨提示”告知书 50余张，
有效提升了辖区文明形象，增
强了居民文明素质和安全意

识。接下来，办事处将大力倡
导辖区居民规范停车，以实际
行动共同营造安全、畅通、和谐
的道路环境，为城市创建工作
增砖添瓦。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胡会琴 文/图

天时路社区 营造安全、畅通、和谐的道路环境

本报讯 近日，如意湖办事
处持续开展市容市貌专项整治
行动，为辖区居民营造干净卫
生、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

城管综治巡防大队通过突
出重点、解决难点、广泛宣传等
方式，对占道经营、私拉乱扯、
遛狗不牵绳等现象进行集中整
治，提升城市品位。一是对学
校门口、医院、地铁口、黄河立
交等重点区域的流动商贩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多措并举、堵疏
结合，零容忍、严惩治。二是
清理各类违规设置的户外广
告设施，全面整修不合标准规
范、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
设施。三是对沿街商铺私拉
乱扯充电现象集中整治，对不
听劝阻的居民进行上门宣传
耐心劝导，并告知隐患危害，
杜绝因电动车充电不当引发
的安全事故。四是加大文明
遛犬宣传，对公园、绿地、河道
加强巡逻频次，发现不文明遛
犬现象及时劝阻，引导养犬市

民掌握科学养犬基础知识，并
提升社区市民文明养犬、科学
养犬的意识。同时，城管综治
巡防大队以每周的“全城清
洁”行动为契机，深入清理房
前屋后的卫生死角、乱堆乱放
物品、积存垃圾，并且定期组
织消杀和冬季灭鼠行动，全力
保证辖区干净、卫生。

下一步，如意湖办事处将
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常态监
管和专项治理齐抓并举，进

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
市容环境。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魏盼 文/图

城管综治巡防大队 集中整治出重拳 市容市貌换新颜

本报讯 为推进“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切实提
升党建引领下的城市管理能力，发
挥党员模范作用，近日，如意湖办
事处馨悦苑社区联合郑东新区自
贸办、农工办志愿服务队及辖区党
员志愿者共同开展“全城清洁”活
动，进一步提升辖区市容市貌。

活动中，党员志愿者身穿红马
甲，手拿大扫把、垃圾夹、垃圾斗、
垃圾袋等打扫工具，不畏寒冷、充
满干劲，将墙根处、电动车棚内的
树叶、绿化带内的垃圾和烟头进行
清理。大家秉承着不怕脏的精神，

仔细认真地打扫，不放过一处卫生
死角、不漏掉一纸一屑，这边忙得
热火朝天，那边志愿者在杂乱的共
享单车前跑前跑后，让杂乱的单
车站起了整齐的队列。

经历数小时奋战，辖区环境
面貌焕然一新，得到广大群众的
一致好评。此次活动共出动 30
余人，清理卫生死角 15余处，清
扫垃圾 100余方，清除小广告 10
余处，摆放共享单车 20余辆。志
愿者们纷纷表示：“作为党员，要
在志愿服务活动中走在前列、做
出表率，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
身边群众共同为改善辖区卫生环
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今后，办事处将继续推进“全
城清洁”活动常态化，狠抓细节整
改，积极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宣传发动更多的党员群众参与
到全城大清洁行动中来，形成辖区
垃圾治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呈
现组织引领、党员带头、人人尽力
的良好局面。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赵文君 文/图

馨悦苑社区
志愿服务齐参与 清洁家园在行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提高辖区居民对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知晓率
和参与率，近日，如意湖办事处联
盟新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
织志愿者开展了“文明城市创建问
卷调查”宣传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走向街头巷

尾、深入居民家中发放民意调查
表，并指导居民认真填写，广泛征
求居民对于创建文明城市的合理
化意见和建议。填写问卷的同时，
志愿者积极向居民宣传文明健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筷公勺、
勤俭节约拒绝浪费、扫黑除恶、文
明交通秩序等知识，为居民解疑答
惑，以便获得他们对创建工作更多
的认同和支持。居民陈女士说：
“我们以身作则，做文明人、说文明
话、办文明事，共同参与到文明创
建当中。”

此次活动采用和居民面对面
沟通的形式，增加了居民对文明创
建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度，营
造浓厚的文明城市氛围，为下一步
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提供了坚实基础。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于海秀 文/图

坚持“精细化”理念 推动创文全面落实

入户宣传 让文明意识深入人心

改善人居环境 确保不留死角

联盟新城社区 文明城市 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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