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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如意湖纪工
委紧紧围绕郑东新区关于生态环
境保护领域政治监督工作要求，
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政治监
督重要内容，压紧压实主体责任，
积极履行监督责任，以强有力的
监督确保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
落地落细。

健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立足监督职责定位，紧盯生态环
境重点领域、关键问题和薄弱环
节，主动靠前监督，及时发现问
题，督促跟进整改。同时强化与
职能部门的沟通，与生态环保办、
综治信访办等部门对接，重点关
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污染防治
攻坚、河湖“清四乱”专项整治问
题线索等情况，完善联查联办和
快查快结机制，形成同频共振的
工作合力。

打通横纵向监督“经纬度”，
做实常态监督。如意湖纪工委增
强生态环保领域监督执纪的政治
责任感，强化对生态环保部门履
行职责和整改落实情况的贴近监
督、现场监督，对发现的问题，向
深去追问，透过问题看责任，看被

督查单位把责任担起来没有、是
不是正确地担起来了、担起来的
效果怎么样，精准开展工作“体
检”。在监督执纪问责过程中，正
向激励各相关部门抓好问题整改
落实，建立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坚
决防止整改问题死灰复燃。

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强化监督检查。紧盯人民群众反
映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监
督“探头”作用，结合工作实际需
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督检查，坚
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决策部署推
进到哪里，护航监督就跟进到哪
里，注重改作风、纠偏差、促落实，
以精准高效的监督保障生态文明

高地建设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见
行见效。同时，通过开展拉网式
摸底排查、畅通信访渠道等扩大
监督面，对发现的生态环境破坏
问题及时开展调查问责。

监督还是要积极探索发挥制
度优势，协同发力，深入一线，才
能更好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下一步，如意湖纪工委将聚焦主
责主业，主动出击、精准发力，坚
守好“监督的再监督”定位，不缺
位、不越位，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开
展工作，压实压牢相关部门的主
体责任和监管责任，用铁的纪律
助力生态环境保护。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孙娜娜 文/图 本报讯 为营造畅通、整洁、

有序的社区交通环境，进一步加
强和改善辖区道路交通秩序，为
中考考生和家长营造良好出行环
境，6月22日，如意湖办事处绿城
百合社区联合辖区交警开展车辆
乱停乱放专项整治活动。

车辆双排停放或占用人行道
的违规停车行为不仅导致交通拥
堵，而且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在
整治行动中，社区工作人员针对
违章车辆第一时间电话通知车主
驶离该区域，对于不能及时返回
现场的驾驶员，合理预留返回时
间，对一些未能联系上的车辆粘
贴违停劝离通知。部分经过劝说
依旧乱停乱放的车主，社区则及
时告知交警，开出罚单进行整
改。同时，对正准备随意停放车
辆的居民，社区工作人员耐心对
车主宣传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可能
带来的安全隐患，引导居民自觉

把车停放在指定位置。看到社区
工作人员正在张贴的提示条，车
主李先生红着脸说：“规范停车不
仅方便了自己，也会方便他人，安
全出行，文明停车，这对我们每个
人都是好事情，我下次一定不会
再双排停车影响大家出行了。”

社区通过张贴违停提示告知

单、面对面宣传教育等方式，有
效引导了居民规范停车，营造了
良好舆论氛围。下一步，绿城百
合社区将加大文明停车宣传力
度，逐步培养居民养成良好的停
车习惯，共同营造畅通有序的交
通环境。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学馨 文/图

本报讯 近期，如意湖办事处
如意东路社区网格员在辖区日常
巡查时发现，小区内树木由于种
植年份久，大树长得枝繁叶茂，有
些已经伸进了居民阳台，还有许
多枯枝有断裂的危险，不仅影响
了居民生活和小区环境，还存在
安全隐患。为了更好地持续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着力解决居
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月 21
日，如意东路社区联合绿化处，在
辖区组织开展“修剪树枝 美化小
区”活动。

上午 9点，绿化处调配专业
人员及大型升降设备开始对小区
内的大树进行集中修剪。大家顶
着烈日，分别拿上了大剪刀、锯
子、钩子、刀斧等用具，三两结对，
协同进行。工作人员主要针对影
响居民窗户和采光、影响路灯和
线路的高大树木进行合理整枝，

同时对修理掉的枝叶及时清理，
以保证行人和车辆正常安全通
行。现场的工作在积极热情的氛
围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枝木修整工作安
全完成。

修剪完树枝，居民连连称赞，

表示这次修剪树木，使小区内环
境面貌焕然一新，消除了小区树
木过高过密带来的安全隐患，并
解决了影响部分居民室内采光的
问题，有效地改善了小区居民的
生活环境。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郑思旌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
内环境卫生水平，着力打造舒适
宜居的高质量生活环境，6月 17
日，如意湖办事处天时路社区在
辖区内天赋路段集中开展了“争
做环保小卫士 共建环保模范社
区”清洁行动。

在清洁过程中，天时路社区
工作人员认真组织、严格落实，带
领志愿者们认真清洁，起到了模
范带头作用。志愿者们在天赋
路段的绿化带、人行车道等处进
行了彻底的清理，清扫了路面的
垃圾，拔除了道路上的杂草，捡
拾了绿化带内的塑料杂物，治理
了自行车的乱停乱放，清理了卫

生死角。志愿者们充分发扬不
怕苦、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个
个干劲十足，经过大家的共同努
力，所到之处，环境全面净化，焕
然一新。

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辖区
居民群众的文明意识、卫生意识、
环境意识，真正做到了清洁一处，
靓丽一处，受到了广大居民群众
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下一
步，天时路社区将持续开展常态
化清洁行动，建立长效机制，营造
“争做环保小卫士 共建环保模范
社区”的浓厚氛围，形成共同治理
环境的良好工作格局。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陈玲 文/图

本报讯 为全面提升辖区道
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水平，让交
通工作落到实处，如意湖办事处
结合“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提
升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净化辖
区交通环境，打造干净、整洁、有
序、文明的辖区环境。

一是瞄准交通堵点，全力疏
堵保畅。与交警六大队沟通，在
上下学高峰时段增加警力，办事
处也增派人员协助交警，加大现
场疏导力度，积极引导接送学生
上下学的家长将车辆停放在指定
区域，确保道路畅通，规范行车空
间，缓解交通拥堵，有效解决高峰
时段“行车难”问题。二是瞄准秩
序乱点，强化占道整治。针对辖
区游商小贩占道经营、沿街商铺
突店经营、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等
违法行为，加强巡查，强化监管，
重点对停车线外乱停乱放、占压
盲道、影响行人通行、影响城市交

通安全、摆放不一致等存在不规
范停放行为的非机动车和共享单
车，规范至线内停车，全力保障辖
区停车秩序，优化周边交通环
境。三是瞄准意识盲点，狠抓宣
传教育。执法中队、社区和物业
多方联合，加强面对面宣传，通过
宣讲交通法规、发放宣传资料、传
授安全出行常识等，采取教育引
导+动态规范工作模式，持续提升
文明交通的认知度和践行率。

通过一段时间的道路交通秩
序综合治理，道路交通科学化、精
细化、规范化、人性化管理水平进
一步提升，使交通出行、停车等乱
象得到有效遏制，机动车、非机动
车和行人交通违法行为明显减
少，道路交通秩序明显改善，人民
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

下一步，如意湖办事处将加
大巡查力度，与执法中队、交警多
部门联合，加大交通秩序整治力

度，发现问题及时整治，认真排查
辖区内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全
面营造优美、通畅的辖区交通环
境，确保道路交通秩序治理工作
取得实效。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周攀 文/图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
国行动”之控烟行动目标和举措，
切实推动《“十四五”国民健康规
划》有效实施，6月 10日上午，如
意湖办事处绿地社区组织召开观
看控烟学术交流会，社区全体工
作人员共同参与。

参与本次学术交流活动的内
地与香港特区政府相关工作人
员分别作了演讲，并分别汇报了
内地与香港控烟工作的进展。
组织烟草控制工作领导小组，以
无烟党政机关、无烟医疗机构、
无烟学校、无烟家庭等无烟场所
建设为重点，多举措推进无烟环
境建设，以及执行禁烟条例等做
法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从现
场负责人分享的众多经验来看，

立法、税收与教育宣传是禁烟成
功的三个主要原因。“下一步，这
也将作为我们的一项日常工作
去抓去管，积极地向居民介绍创

建无烟环境的好处等相关健康
知识。”社区党总支书记刘尚哲
表示。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金婉菲 文/图

环境整治持续发力 辖区颜值不断刷新

如意湖纪工委 以铁纪护航生态文明建设

绿城百合社区 规范停车 文明出行

本报讯 为进一步改善辖区
空气环境质量，加强餐饮业油烟
污染治理，提升辖区居民生活品
质，6月21日，如意湖办事处商务
区社区积极开展餐饮油烟常态化
检查工作。

此次检查中，工作人员依照
餐饮油烟治理相关标准，全面
检查油烟净化设施是否完好、

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是否按照
标准定期开展清洗等项目，并
建立台账，强化后续监管，从
源头上制止油烟超标排放。
在现场，工作人员认真地向经
营户宣讲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餐饮油烟污染防治
相关政策规定，努力提升经营
商户法治意识。检查之后还提

醒餐饮负责人持续做好后厨
卫生清理工作，确保后厨卫生
和安全。

下一步，如意湖办事处将持
续对辖区餐饮单位保持常态化检
查，切实增强环保意识，共同营造
全民参与、共同维护大气环境的
良好氛围。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连晨晓

商务区社区 整治餐饮油烟 营造清新环境

如意东路社区 修剪小区树木“剪”除居民烦恼

开展夏季灭蚊蝇消杀工作
本报讯 随着气温升高，居民

小区蚊蝇也日渐增多，为了有效
降低蚊蝇虫害密度，减少病菌传
播可能性，共同营造干净、整洁、
健康的居住环境，6月20日，如意
湖办事处绿城百合社区联合辖区
各物业公司在居民小区开展夏季
灭蚊蝇消杀工作。

此次消杀工作按照楼栋顺
序，针对小区楼道、垃圾桶、主
干道、绿化带草坪等公共区域
环境逐一进行了全方位消杀，

防止蝇蚊幼虫孳生。同时，社
区将蚊蝇消杀与环境卫生整
治结合起来，对生活垃圾、装
修废弃物等容易滋生蚊蝇的
地方进行集中整治，确保小区
环境卫生整洁有序。此外，社
区督促各物业替换安装了新的
捕蝇笼。此次安装的捕蝇笼是
一个类似于小渔兜的柱状绿
网，悬挂在垃圾桶、树梢等地，
网兜最底部连着一个金属器
皿，里面装着吸引蝇虫落网的

药剂，吸引苍蝇和蚊子“自投罗
网”。此种方式是社区以小投
入解决大问题的新尝试，取得
了良好效果。

此次消杀工作有效预防了各
种传染病的传播，为居民营造了
优质的生活环境。下一步，社区
还将通过微信群、朋友圈等形式
进一步加强蚊蝇消杀等防病防害
知识宣传，提高居民的自我防范
意识。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学馨

天时路社区 持续开展常态化清洁行动

如意湖办事处 交通整治精准发力 群众出行舒心安心

绿地社区 观看控烟学术交流会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
内施工围挡设置，促进城市“美
颜”，近日，如意湖办事处城管综
治巡防大队在辖区内开展施工围
挡专项整治行动，明确工作任务
和职责，着力解决近期工作中发
现的围挡破损、拆除不及时等难
点问题，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
角，全面提升城市品质。

为使围挡整治提升达到预
期效果，如意湖办事处城管综
治巡防大队对辖区内所有围挡
进行逐一核对排查，对围挡设
置不标准的，现场约见施工方
负责人,提出整改要求,指定具

体标准，明确整改时限。同时，
针对此次安全隐患排查活动中
出现的安全问题，要求各部门
及相关门店及时整改，确保应
拆尽拆、应换尽换、应改尽改，
加强巡查，坚决杜绝问题反弹，
充分展示文明城市的良好形
象，增加城市道路的整体景观
效果,彰显城市魅力。

下一步，如意湖办事处将加
大整治提升力度，使围挡整治工
作常态化、规范化、标准化，努力
营造整洁、有序、愉悦、舒适的城
市环境。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魏盼 文/图

城管综治巡防大队 开展围挡整治 提质增效促“美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