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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停车劝导员”走上街头，劝阻
违停行为

8月12日下午，佩戴红袖箍的
“文明停车劝导员”走上二七街
头，在各主要交通道路沿线对违
停司机进行劝阻，将机动车违停
提示单张贴于违停车辆醒目位
置，向过往的市民发放文明停车
倡议书、智慧停车宣传单。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由二七区
交通秩序联席办牵头，在全区开展
的机动车文明停车宣传集中一小
时行动。活动分为“线上线下”和
“一静一动”。

“线上”利用各类网络、电视、
网站、手机端新闻媒体进行宣传；
“线下”利用电子屏、LED屏、小区
公共电子屏、公共单位门头电子屏
进行标语宣传。“一静”为各乡镇
（街道）在辖区各个小区、学校、企
事业等单位，利用公告栏、橱窗、文
化长廊、内部公告栏等，张贴文明
停车倡议书；“一动”是交警、城管、
办事处、社区、路员、志愿者、停车
场经营者、共享单车企业人员均佩
戴文明停车红袖箍进行劝导，并发
放张贴机动车违停提示单。

据统计，此次活动针对全区主
干道、次干道、背街支路乱停放机
动车张贴机动车违停提示单 6000

余张。
倡导文明养犬，共建和谐社区

为了提升居民群众的文明养犬
意识，8月10日下午，福华街街道办
事处综合执法办联合社区、执法中
队、志愿者，在航海北街社区开展文
明养犬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的主题是“文明养
犬、依法养犬”。活动中，工作人员
对发现的不文明养犬行为现场给予
纠正劝导，引导群众文明养犬、和睦
邻里。志愿者还向居民发放了文明
养犬宣传倡议书，倡议居民携犬出
门时要拴犬绳、妥善处理粪便，共同
创造文明和谐的社区环境。

8月9日上午，人和路街道水岸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提倡
文明养犬，共建和谐社区”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社区网格员和志愿者
在辖区张贴了“按时做好免疫，及
时办证年检”和“郑州市禁养犬只
图例”等宣传页，并向过往居民发
放市民文明养犬手册，为居民讲解
狗证办理知识，提醒居民要严格按
照犬只防疫规定，及时到防疫部门
为犬只注射疫苗和体检，及时为爱
犬办理养犬登记，携犬外出时，一
定要给爱犬系上绳索，妥善处置清
理犬只粪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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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区：聚焦重点 持续发力 推进创文工作提质增效

整治交通秩序、加强创文宣传、美化城区环境……为切实推进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近段时间，二七区聚焦城市精细化管理、环境卫生整治、
文明出行等重点工作，凝聚多方力量，合力攻坚克难，努力推动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更高水平迈进。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贾涵 王世超 刘颖慧 乔贺 朱娟娟 张凯铃 文/图

党政机关打开大门
让群众“共享”停车位

8月份以来，马寨镇以“我为群众办实
事”为出发点，创新探索“党政机关停车场
错时共享、深挖闲置土地增建停车场”两
种模式破解城市停车难问题，积极引导党
政机关、公共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
场对居民错时开放。

群众停车安排上，工作日从18时至次
日 7时 30分，居民可将车辆停放在机关
单位停车场；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原则
上允许全天停放，但须在第一个工作日 7
时30分前驶离，如遇重大活动或其他特殊
情况则临时通知。截至目前，全镇参与
“错时停车”的机关单位有14家，开放停车
位261个，有效缓解了停车难问题。

马寨镇还组织交警二大队、综合执法
办以及执法中队召开公共停车场建设推
动会，梳理、汇总、研判现有资源，谋划建
设便民停车场。同时对全镇停车场资源
进行整合，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
服务。

“打造服务型政府，提升群众满意
度。”马寨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
在试点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管理、优化流
程、持续跟进，向全镇各机关、公共单位延
伸覆盖，逐步形成全域化、多业态的“错时
共享”停车模式。

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治理
保障居民出行畅通

自 8月 1日起，嵩山路街道强力开展
辖区道路交通综合治理工作，为辖区居民
出行畅通保驾护航。

此次工作的重点治理对象是辖区道
路两侧违规停放的机动车，重点治理

区域是违停车辆较多的兴华街、南彩
路、环翠路、留园里等地点。8月 20日
前，街道每日联合交警部门和执法中
队，对上述区域违停的机动车辆采取
电话通知移车、张贴违章停车提示单
等治理措施，缓解因违规停车而造成的
交通拥堵。

同时，为了强化治理，巩固成果，街道
开展“每日一小时”交通志愿服务，广泛发
动职工群众参与其中。上街打电话、贴条
留言移车成了街道全体工作者、辖区企业
职工和居民志愿者的每日“必修课”“选修
课”，以实际行动共同治理辖区道路交通，
引导市民规范停车，共同建设畅通、有序
的出行环境。

治理工作开展以来，共开展“电话移
车”270余辆，张贴违章停车提示单 3600
余张，辖区道路违停车辆明显减少，交通
秩序得到明显改善。

多措并举强化停车秩序管理
近日，大学路街道按照“规范、便民、

有序”的原则，强化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
车秩序管理。

开展停车场宣传，提升文明意识。通
过向沿街居民发放宣传单页，积极宣传道
路交通法律法规和日常出行常识，倡议群
众将非机动车停放在停车位线内，做到入
位、头齐、顺向，机动车辆到就近停车场集
中有序停放。

加大治理力度，严处违规车辆。督
促沿街门店严格落实“门前五包”制度，
引导门前车辆摆放整齐，维护店前交通
环境秩序。坚持日常管理与专项整治
相结合，做到发现车辆违章停放行为及
时进行劝导并督促改正，对乱停放机动

车张贴提示单，提醒车主尽快驶离。
采取多种措施，整治乱停乱放。大学

路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办联合共享单车
相关公司，将不规范停放的非机动车辆摆
放整齐，对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进行集中
清运；联合执法中队、志愿者，采取教育引
导和集中整治相结合的方式，引导车主自
觉规范停车，对道路两侧违停机动车张贴
违停提示单。

设立学习教育点
开展即时性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在解放路街道东侧，有间以蓝色为主
色调的小房子，走进屋子，窗明几净。这
间极具标识性的屋子是解放路街道为扎
实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暨交通秩序环境
大提升专门打造的违法停车学习教育点。

在常态化交通治理工作中，解放路街
道充分利用“3N”机制（交警、城管、执法中
队 3种执法力量，配足 N个执法辅助力
量），建立“基础作战单元”。一是协调交
警、城管、执法队三方联合对道路违法停车
进行整治。二是协调辖区公共单位开发辖
区停车资源，为市民停车寻找出路；交警、城
管、执法中队三方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对辖
区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和非法营运行为进行
整治。三是通过设立教育点，交警、执法队
及办事处工作人员在对违法停车司机（车
主）处理违法的同时，开展即时性交通安全
宣传教育，使其内化于心，提高遵守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自觉性。

通过以人为本、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
治理理念，采用部门联动、齐抓共管、资源共
享的治理体系，努力营造政府主导、部门协
同、社会参与的执法氛围，创造良好的道路
交通环境。

提升交通安全意识 规范道路停车秩序

错时整治、延时管控
综合整治占道经营乱象

日前，在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进
程中，蜜蜂张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办
始终把取缔违章占道经营、规范摊点
入市作为工作重点。

针对流动摊贩经常在中午、晚间
占道经营现象，综合执法办联合执法
中队“对症下药”，通过错时整治、延
时管控进行综合治理；对有意阻挠、
多次劝离无效的商贩，执法队员采取
开具执法文书、暂扣经营车辆等措施
进行依法取缔；针对流动摊贩“深藏”
在背街小巷“打游击”现象，城市治理
公众委员积极配合城管加强路段巡
查，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反馈。

此外，街道利用数字化城管系统

平台对市容环境进行实时监控，在整
治到位的同时做到坚守到位，在巩固
中实现提升，杜绝问题反复。

截至目前，共排查、整治、取缔占
道经营56起，违法占道经营行为得到
有效控制，市容市貌得到进一步提
升。下一步，蜜蜂张街道执法办将继
续坚持“柔性执法、预防为主”的方
针，把占道经营治理作为一项经常性
工作常抓不懈，切实提升城市环境水
平和居民生活质量。

施工围挡排查整治
营造文明安全环境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施工围挡管
理，近日，淮河路街道综合执法办对
辖区围挡设置不规范、存在安全隐

患、占压堵塞排水设施等问题进行
彻底排查，确保各类围挡设置规范、
安全。

在巡查整治中，一是围绕施工围
挡设置材质、立面整洁度、警示标志
等方面进行排查，对于未按规范设置
的施工围挡，要求施工方按照整治标
准立即整改到位；二是对于长期占压
城市道路、围而不建的围挡，要求施
工方及时拆除；三是督促施工单位对
工地周边脏污、破损围挡进行冲洗、
修补换新，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下一步，淮河路街道将继续加大
对辖区内施工围挡集中整治工作的
排查力度，高标准、严要求督促施工
方整改，营造整洁、文明、安全的城市
环境。

周末，来一场“大扫除”
清理大件垃圾、清扫卫生死角……

8月 12日上午，在建中街街道永安社
区的各无主管楼院内，社区工作人员
带领社工、辖区党员、热心居民以及
志愿者，拿起扫帚、铁锹、夹子等工具
共同清理环境，扮靓家园。

永安社区辖区几个无主管楼院去
年刚完成了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施工
的痕迹还很新，但部分楼院里的拐角
处、墙根下，捡拾的废品、闲置物品等
乱堆乱放现象又露头了。为深化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永安社区组织
开展以“党建+服务”周末大扫除为主
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前一天下午，社区负责人就在居
民微信群里发布了“清洁家园 周末
大扫除”志愿服务倡议书，共有 35名
党员、群众接龙报名参与。12日上午
9点，大家准时在楼院内集合，分成三
组，搬砖头、抬木板、扫垃圾、清理“僵
尸”单车，忙得不亦乐乎。在清理杂
物、清扫路面基本卫生的同时，社区
工作人员还对容易孶生细菌、蚊虫出
没的地方进行消杀处理。

下一步，社区将围绕“五星”支

部创建工作，每月至少组织一次无
主管楼院“周末大扫除”活动，共建
美好家园。

清理楼院“牛皮癣”
老旧小区展新颜

8月11日上午10点，二七区人大
常委会机关党支部组织工作人员到
淮河路街道金海社区开展支部联建
工作，与社区工作人员一同到勤劳街
2号院开展“美丽家园”志愿服务活
动，并就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行协商
部署。

此次志愿服务主题为“清理城
市牛皮癣，老旧小区展新颜”。在社
区党委的带领下，一支由区人大常
委会机关党支部、社区人员、大学生
志愿者、热心党员等 10余人组成的
行动小队快速成立起来，大家分为
两组，有条不紊地展开工作。

志愿者拿着铲子、抹布等工具，
铲除张贴在小区墙面、楼道里的“牛
皮癣”，有些“小广告”很难清理，需要
先喷水浸润，再用铲刀用力才能清
除，但是每个人都“较真碰硬”，发现
一处清理一处。区人大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和社区携手，为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尽一分力。

集中清理整治“僵尸车”
获群众点赞

为进一步优化辖区人居环境，近
日，长江路街道万达社区以“共建共
享”为切入点，联合辖区物业开展“僵
尸车”整治活动。

前期，万达社区接到多起居民投
诉，称有许多久停不骑的“僵尸车”占
了车位，有些甚至阻挡了消防通道，
严重影响小区的卫生和安全。对此，
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对“僵尸车”进
行了摸排，对能找到车主的“僵尸车”
劝诫车主尽快挪走车辆，文明停车。

活动当日，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
一起仔细巡查每个角落，将部分仍未
处理的“僵尸车”先拍照、录像，然后
按照规定统一拖离至指定地点，限期
处理。

本次共集中清理自行车30余辆、
电动车 4辆。看着“僵尸车”被拖移
走，居民宋先生说：“之前停在那里不
仅不美观，还占位置，影响我们停车，
现在清理走了，看着舒服多了。”

宣传文明停车

张贴违规停放提示单 开展清洁家园志愿服务活动清理“小广告”

美化环境再发力美化环境再发力 精细管理再提升精细管理再提升

清洁家园人人参与清洁家园人人参与 美丽家园共建共享美丽家园共建共享

马寨镇机关单位提供免费错时停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