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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 助推城市品质再提升

陇海马路街道
“一把手看创建”
深入社区、商超督导创文工作

本报讯 为更好地提升管
城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水平，进
一步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常态
化、长效化管理，近日，陇海
马路街道按照区文明办工作
要求开展“一把手看创建”活
动，区委常委、党工委书记
李晓雷带领班子成员深入社
区、商超督导文明创建工作。

李晓雷一行来到紫荆社
区检查督导社区的文明创建
工作。实地检查了车辆规范
停放、小区环境整治、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等地，针对发现
的问题逐一指出，列出问题
清单，要求社区 3日内立即整
改到位，从而扎实有序地推
进文明创建工作。李晓雷提
出，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调动起广大群众的积极

性，唱响文明创建工作“大合
唱”。要因地制宜规范管理，
与结对帮扶单位和分包科室
发挥联动作用，共同谋划、协
同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有
序开展。接着，李晓雷一行
分别查看了大润发超市、紫
荆山道路等样本点，指导创
文宣传氛围设置。

李晓雷强调，文明创建工
作任务重、标准细，要发动街
道上下行动起来，持续补短
板、强弱项，实实在在抓创建，
逐条逐项抓落实。要本着“条
块结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通力协作”的原则，扎实推进
辖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更上
一层楼。
记者 冉红政
通讯员 杜懿 文/图

“百日攻坚”再动员 助力创建不松懈
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百

日攻坚”工作进度，进一步提
升辖区创建工作氛围和城市
精细化管理工作水平，8月 12
日，陇海马路街道联合执法中
队在辖区开展规范市容市貌
秩序集中整治行动。

行动中，工作人员先是对
占道经营的商贩及突店经营
商户逐一进行了耐心劝导和
教育，详细讲解了《郑州市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让其了解店外经营对市
容市貌和居民出行带来的不
利影响，并与商贩签订《郑州
市管城回族区城市综合执法
局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
通知书》，希望其自行整改，并
长效保持，针对劝导、警告无
效的违规经营店铺，执法人员

依法予以取缔。
截至目前，街道共计整治

占道经营游商40余处，有效地
遏制了占道经营、突店经营现象
的蔓延，美化了辖区环境。
记者 冉红政
通讯员 杜懿 文/图

东大街街道
聚焦突出问题把脉问诊
扎实推进创文工作

本报讯 8月 12日上午，
东大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
事处主任杨杨带队实地督导
查看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聚焦突出问题把脉问诊，找准
并补足短板、督促整改。

领导干部实地察看了东关
南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辖区楼院、营业厅、邮政及农贸
市场，每到一处，都一一对照创
文标准要求详细检查，对发现
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要求
相关责任单位严格对照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标准，积极查漏
补缺，限期整改到位。

杨杨强调，要明确责任、
攻坚克难，围绕创文这一目

标，协调联动、合力而为，对整
治过的问题进行再巩固、再提
升，对督导中发现的问题，不讲
条件、即知即改，把各项创文任
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不留死
角。要把创文工作作为践行初
心使命的具体行动，切实以创
文的新成效，进一步提升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下一步，东大街街道将持续
高度重视，继续对照“问题清单”
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真正
把“严”的标准传到“神经末梢”，
把“严”的责任落实到“基础细
胞”，确保创文工作走深、走实。
记者 冉红政
通讯员 庞丹丹 文/图

本报讯 为改善本辖区内
的道路违法停车问题，整治辖
区内违法停车的不良行为，给
广大居民营造整洁、安全、畅
通、有序的交通环境，近日，西
大街街道办事处联合区城管
局、交警队共同开展了交通综
合治理专项行动。

在联合整治过程中，各部
门明确整治现象、划定整治范
围，按照要求迅速开展整治工
作，采用教育为主、处罚为辅
的方式，主要目的在于提升居

民的停车规范意识。对于违
规占道停车的车辆进行依法
处置；对于路边非停车位临时
停放的车辆，执法人员提醒车
主尽快离开，并对车主进行法
律法规的思想教育；对驾乘电
动车未戴安全头盔、电动车载
人、车辆违规加装车棚等违规
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对行人闯
红灯、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等
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纠劝导。
记者 冉红政
通讯员 胡婧菁 文/图

西大街街道
开展交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

金岱街道
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城市
精细化管理工作，充分落实
市、区关于城市精细化考核部
署会议精神，8月1日下午，金
岱街道办事处召开城市精细
化管理工作推进会，全体班子
成员参加会议。

会上，金岱街道人大工委
主任康昊增传达了市、区2022
年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会议
精神，并对 2022年城市精细
化管理工作考核计划任务作
宣读和相关业务讲解。

金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沈鹏飞提出，要
明确精细化管理的范畴边
界，在下一步工作开展中着
重从市容市貌秩序、公共设
施养护、市容环境卫生、道路
管养等多个方面入手；要充
分发挥各部门的智慧和能
量，并形成强有力的工作合
力，真正把街道城市精细化
管理工作的亮点特色释放出
来；要明确精细化管理考核
任务，相关科室要深入结合

各自职责，针对目标要求，进
一步量化细化考核标准，并
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
切实把各项责任落实到位。

金岱街道党工委书记
陈慧军强调，推进城市精细
化管理，是提高城市管理效
能的重要举措，要高站位进
行统筹，做好城市精细化管
理督查考核工作，用好城市数
字化案件处理系统，着力提高
城市治理能力、改善城市功能
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要坚持
问题导向，难点突破，敢于从群
众关心关注的重点难点入手，
充分运用考核结果，集中力量
抓好突破，形成奋勇争先、竞
相出彩的工作局面；及时查漏
补缺，把城市服务弱项强起
来，把城市环境品质提起来，
把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建起来，
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城
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切实把城
市管理好，更好地服务群众。
记者 冉红政 通讯员 王菲

南关街街道
开展各项专项整治
精细管理市容环境

本报讯 7月份至今，南关
街街道办事处按照区精细办
的工作要求，提早部署、大力
投入、广泛宣传、狠抓落实,精
细管理市容环境、综合治理交
通秩序、准确及时处理数字化
案件，扎实开展各类专项活
动，取得了良好成效。

道路机动车违法停放专
项整治方面，城市管理办公
室、综合执法办公室联合区执
法局三中队及交警，张贴违停
提示 4900份，清理地锁、石墩
等非法占用公共单路的设施
39处，取缔私设泊位 14个；
非机动车及共享单车停放专
项整治方面，租用搬家公司
车辆 80辆，聘请 50名辖区居

民作为交通综合整治志愿
者，联合交警三大队、四大
队清理非机动车违规停放，
近一个月规范摆放共享单车
5000 次，暂扣非机动车 220
辆；“一环十横十纵”道路专
项整治行动方面，组织环卫
人员对陇海路上的绿化带
进行清扫保洁 40多次，清理
垃圾杂物 11 车，补栽绿植
290 株；占道经营和施工围
挡专项整治方面，广泛发动
居民志愿者和商户志愿者，
城市管理人员、环卫人员、
协管人员及区执法局三中队
人员密切联动，巡查解决各
类问题。
记者 冉红政 通讯员 王翔宇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城
市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升城市
品位和综合竞争力，近日，城
东路街道多措并举，集中整顿
辖区容貌，确保精细化管理全
覆盖、全过程、全天候，辖区环
境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

狠抓责任落实，形成街道
办事处督导，城市管理办公室
牵头，各社区紧盯一线“三层”
管理模式，明确责任人，分类
建立工作台账，实行动态管
理。加强宣传引导，扩大群
众知晓率和覆盖面。加大整
治力度，针对整治过程中难
以治理的顽疾，联合区城管
局、区执法局、共享单车企业
等单位开展联合执法。清理

道路障碍物 30余处，占道违
停非机动车 1700余辆，有效
保障了道路畅通。对辖区内
109个楼院的生活垃圾进行
专项整治，对积存垃圾和乱
堆乱放物品进行清理，对环
卫设施、垃圾暂存点、垃圾处
理厂进行消杀，营造干净舒
适的居住环境，不断提高群
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加强
督促检查。采取“书记、主任
带头检查”、“业务科室联合督
导组检查”、督查部门日常督
查等方式，对城市精细化管理
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形成长效机制。
记者 冉红政
通讯员 李颖睿 文/图

城东路街道
多措并举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
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给
辖 区 群 众 营 造 舒心、靓
丽、洁净的生产生活环境，
近日，南曹街道结合辖区
实际，采取有效措施，对辖

区内的市容环境治理乱
点、难点等问题集中进行整
治，奏响城市精细化管理新
乐章。

高度重视、专项部署。通
过细化分工、责任到人，在
落实责任、凝聚合力中实
现最大成效。宣传优先、
整治同行。在开展整治工
作的同时，将舆论宣传工
作作为此次专项整治行动
的“重头戏、排头兵”。

加强巡查，常态管理。安
排人员定点值守，持续抓好以
占道经营、非机动车乱停乱
放、违规小广告整治为重点的
城市管理工作。
记者 冉红政
通讯员 田超 文/图

南曹街道
采取有效措施
整治市容环境乱点难点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市
容市貌管理，提高城市精细化
管理水平，近期，十八里河街
道城管科联合执法中队在明
珠路、青翠路、霞飞路开展占
道、突店经营集中清理整治行
动。此次行动共出动 10余人
3辆车，清理 25处占道游商，
整治乱堆乱放、突店经营商户
3家。

整治中，转变思路抓整
治。一方面联合执法中队解决
执法难问题。另一方面安排工
作人员加班加点，不间断对占
道经营高发路段进行夜间盯
守，加大整治力度，着力完善各
项长效管理工作机制，提高城

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疏堵结合
抓整治。坚持疏堵结合和批评
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对突店经
营门店以入室经营为原则进行
宣传引导，并督促其严格落实
“门前四包”责任制，对占道经
营摊贩进行劝阻，做到还路于
民，确保人民出行安全畅通。
部门联动抓整治。联合执法中
队，对屡教不改、拒不整治的商
贩游商开展专项整治，坚决出
手打击现行，对长期占道经营
摊点进行取缔，进一步优化城
市市容秩序，助力“路长制”市
容市貌大提升。
记者 冉红政
通讯员 周双双 文/图

十八里河街道
整治占道经营 优化市容秩序

本报讯 自全区城市精细
化管理会议召开后，紫荆山南
路街道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迅
速贯彻落实执行，立即成立街
道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领导
小组，由主要领导牵头负责，
加强街道、社区、城管中队、市
场监督的统筹协调，依托网格
化管理工作，对各路段、各小
区、各网格进行排查整治。

道路长效化。严格贯彻
落实“路长制”工作要求，坚持
对辖区内重点区域路段全天
候巡查检查不间断，进一步加
强和规范非机动车停放，创造
畅通有序、文明和谐、安全舒
适的道路出行环境。

整治常态化。聚焦辖区
内主次干道出现的违规经营
问题进行集中摸排，制订整治

方案，建立长效常态整治工作
机制，实现城市治理有序规范
运行。充分立足职能，深入开
展辖区流动摊点、橱窗广告、
背街小巷卫生死角、流动商贩
及突店占道经营等问题进行
集中整治工作，有效推动市容
秩序、环境质量全面提升。

保洁精细化。按照“从路
面到墙根”“一把扫帚扫到底”
的作业模式，严格落实分类管
理工作制度，强化公共道路全
方位、全覆盖的巡回动态保
洁。做好重点区域的保洁工
作，缩短污染物停留时间。重
点加强护栏和护栏底部、路
边、路沿石下的积尘清理，实
现积尘减少，精细化全覆盖。
记者 冉红政
通讯员 薛新芳

紫荆山南路街道
排查整治各路段、各小区、各网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