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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
步的重要标志。”9月 20日，郑东新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学雷锋志愿服务中
心开展第六期志愿者“增能小课堂”，为
郑州市第八十四中学蜡炬之光志愿服
务队培训文明创建知识。

“志愿者要用切身行动带动市民群
众提升文明素养。”课堂上，培训讲师向
志愿者普及了全国文明城市基本知识，
讲解了文明创建对市民群众的要求，明
确了文明创建志愿服务的主要内容，分
享了开展宣传动员、文明交通、清洁家
园等志愿服务活动的注意事项。培训
结束后，全体志愿者到市民体育公园周
边向市民群众发放《郑州市市民文明手
册》《公共文明常识通俗读本》，宣讲公
共文明常识，号召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创
建活动，为文明城市添彩。

7月以来，郑东新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实施志愿
者“增能计划”，开设“增能小课堂”，充
分发挥志愿者在文明创建中的重要作
用，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目
前已为8家文明单位（校园）培训志愿者
135名，开展文明创建志愿服务活动 17
场次，发放宣传册 1200余册，服务群众
3100余人。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薛宝玉 文/图

郑东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
志愿者“增能计划”助力文明创建

本报讯 为扎实有效推动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连日来，商都路办事处坚持
从大处着眼、从小事着手，查漏补缺、补
齐短板，持续开展市容市貌整治工作，
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和文明形象。

办事处把市容市貌、道路交通秩序
等作为近期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点，严
格实行网格化管理，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持续抓好落实“门前四包”责任制、
文明点位周边环境整治、占道游商及积
存垃圾清理等工作，并加大对各重点路
段、写字楼、商场等区域的管控力度，始
终保持秩序良好、干净整洁的市容环
境。针对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等
问题，采取教育引导和拖移处罚相结合
的原则，对道路两侧乱停乱放的车辆进
行整治，通过安装隔离栏、规划停车线
等方式引导车主“停车入位”，全面改善
静态交通环境，确保辖区道路畅通有
序。截至目前，累计清理占道游商 150

余处、小广告 380余处，规范非机动车
550余辆，拖移违规机动车 110余辆，清
理卫生死角 30余处，劝导不文明行为
300余起。

办事处以志愿服务为载体，向辖区
群众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市民公
约等创建文明城市相关知识，通过开展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弘扬良好社
会风气，对乱丢垃圾、乱停乱放等不文明
行为进行文明劝导，对乱堆乱放、乱挂乱
晒等行为进行劝导制止，及时清理垃圾、
纸屑、烟头和“牛皮癣”小广告，引导广大
群众做文明人、办文明事，争做时代新风
的引领者、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者。

下一步，办事处将在认识上再深
化、在行动上再有力、在举措上再务实、
在干劲上再提气，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不断巩固整治成果，为辖区居民创造更
加美好的生活环境而不懈努力。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孟娟 文/图

商都路办事处
抓好市容市貌专项整治

精雕细琢美化城市颜值 内外兼修提升涵养品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夯实辖区餐饮业
油烟污染治理基础，确保油烟达标排
放，近日，如意湖办事处生态环保办走
进社区加强业务培训，召开餐饮业油烟
污染防治智慧化管理平台培训会。

培训会上，生态环保办工作人员强
化服务指导，对社区环保专干日常检
查餐饮油烟步骤、油烟净化器安装顺
序、如何查看餐饮门店油烟处理风
量、净化率是否达标等业务知识进行
培训指导。针对餐饮业油烟污染防
治智慧化管理平台基础功能、操作方
法等集中开展了培训，通过现场演示

操作流程的方式来指导环保专干如
何将餐饮门店信息录入系统，并生成
“一户一码”，实现二维码管理手段与
智慧化管理平台有机结合，实现线上
线下联动，大大提高了餐饮油烟管理
效率。

下一步，生态环保办将走进社区，
借助科技手段、创新方式，对环保专干
进行业务培训，逐步形成常态化、精细
化、智慧化的管理模式，不断完善餐饮
油烟治理长效机制，坚决打赢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王晓兰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居民对创建
文明城市的知晓率、支持率和参与率，
让文明城市创建意识入家入户，构建文
明和谐的社区，营造浓厚的创城氛围，9
月13日，祭城路街道办事处组织各社区
开展“创建文明城市 共建和谐家园”宣
传活动。

活动中，社区志愿者深入辖区发放
《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读本和公
共文明行为常识宣传页，向辖区居民、
商户宣传文明城市创建的目的和要求，
收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号召广大居
民自觉养成文明习惯，爱护环境，不乱
扔垃圾、文明出行、规范停车、讲文明语
言、做文明居民，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
动身边的亲朋好友参与到文明创建中
来。居民们纷纷表示，要从点滴做起、
从身边小事做起，争当文明礼仪者、文
明行为践行者、环境保护者、文明宣传
者，积极参与环境卫生整治活动，为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添砖加瓦。

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册

3100余份，覆盖群众 4300余人，充分调
动了居民参与创城工作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使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家喻户晓、
深入人心，营造了“人人知晓、人人参
与、人人贡献”的良好创建氛围。
记者 王阳 文/图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文明城市创建意识入家入户

本报讯 占用人行道经营、乱堆放
物品等行为一直是城市管理顽疾，不仅
严重影响市容市貌，还给群众出行带来
不便。为进一步优化市容环境质量，提
升城市文明形象，近日，博学路办事处
以服务群众为着力点，压实工作责任，
采取“四项措施”，集中开展占道经营专
项整治行动。

周密部署，紧抓重点。办事处召开
专项行动工作部署会，按照“勤巡查、早
发现、早制止、早处理”的原则，进一步
强化日常巡查，延长出勤时间，加强“空
档期”管理，实行“全天候”覆盖，对流动
商贩活动频繁的时段以及高校园区、智
慧岛、地铁口周边等重点地区采取区域
巡逻与值勤盯守相结合等方式，全力取
缔流动商贩，及时制止占道经营。

疏堵结合，严格执法。根据辖区特
点，办事处联合执法中队对不同区域分
段包片，专人负责，同时行动，提高执
法效率。

加强巡查，延时执勤。针对占道经
营行为常反复、易反弹的特点，办事处
打出“定人定岗盯守+提高巡查频率+延
长巡查时间”组合拳，采取错时延时出
勤，加强夜间专项整治，不定期对社区
周边占道经营高发地段进行突击检查
和“回马枪”检查，不让流动商贩存有侥
幸心理。

群众参与，加强监督。办事处与
各社区紧密联合，发动志愿者和热心
居民共同监督社区内外占道经营行
为，提升响应速度，随时出勤，及时落
实游商管控。

此次专项整治活动取得了良好成
效，辖区占道经营现象得到有效改善。
下一步，办事处将统筹协调城管、执法
力量，对出现反弹的重点路段加强巡查
管控，扩大和巩固整治成果，把占道经
营整治长效管理措施落实到位，切实还
市民出行畅通。
记者 王阳

博学路办事处
“四项措施”整治占道经营

如意湖办事处
加强业务培训 开启餐饮油烟“智慧监管”

本报讯 为提高辖区居民生活品
质，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近日，龙
湖办事处本着“控得住、管得严”的原
则，持续在辖区开展非机动车及共享单
车整治活动。

广泛宣传，齐抓共管。组织城管队
员对辖区沿街商户宣传城市管理相关
法律法规，督促店主严格落实“门前四
包”责任制，引导市民有序停放车辆。
同时积极联合交警部门采取宣传劝导、
现场教育等方式持续开展非机动车整
治，号召居民提升文明意识，把文明风
尚传播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形成齐抓共
管的良好局面。

强化巡查，以点带面。将人员分片
排班开展非机动车劝导整治活动，实行
全天候巡查，把乱停现象严重的地铁
口、公园、医院、商场及周边作为重点管

控区域，主动将乱停放车辆挪至规定划
线停车位，提醒群众按照标线标识有序
停放非机动车及共享单车，做到从管一
片带到一片，逐步向外围延伸。

因地施策，举措多样。以疏堵结
合、以疏为主为原则，结合夏令街、胡庄
街、龙腾三街、龙腾四街等路段的实际
情况，以便民为导向，积极协调相关部
门合理规划停车线，拓展停车空间。同
时对辖区陈旧不清的非机动车停车标
线进行复线，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静态
停车秩序。

下一步，龙湖办事处将继续把规范
非机动车停放秩序作为日常工作常抓
不懈，集中力量治好“难点”“堵点”，加
大巡查力度，确保整治效果不反弹，全
力为居民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焦琳琳 文/图

龙湖办事处
规范无序停放 助力文明“归位”

本报讯 为增强辖区群众对垃圾分
类知识的了解，倡导绿色生活、健康环
保的生活方式，9月 16日上午，金光路
办事处联合垃圾分类公司在社区开展
了以“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为主题的科
学普及志愿服务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向来往居民发放
宣传资料，讲解了生活垃圾为什么要
进行分类、生活垃圾怎样进行分类、生
活垃圾分类种类等基础知识，进一步
提高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识，倡导广
大居民从日常生活入手，从小事做起，

争当垃圾分类的倡导者、参与者，有效
处理生活垃圾。工作人员还通过垃圾
分类小游戏赢礼品等活动吸引广大群
众参与进来，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宣传
氛围良好。

此次宣传活动增强了社区居民对
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让绿色、低碳、环
保的理念深入人心，使社区居民积极参
与到实践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来，不断提
高自觉保护环境卫生的意识，养成垃圾
分类的好习惯。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王方方 文/图

金光路办事处
垃圾分类进社区 绿色环保入人心

本报讯 为进一步改善社区面貌，
维护好社区环境卫生，助力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近期，龙子湖街道办事处东尚
社区筹备组在龙湖花园小区开展环境
卫生综合整治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联合物业公
司、志愿者，带上铲子、夹子等工具，对
小区环境卫生进行集中大整治，尤其对
楼道乱张贴、乱堆放，绿化带以及各死
角垃圾进行集中清理，对垃圾桶进行全
面清洗。同时，社区工作者在辖区开展
爱护环境卫生人人有责宣传活动，让辖

区居民进一步感受到爱护环境的重要
性与必要性。此外，针对小区门口燃气
管道的窨井盖凹凸不平，影响行人进
出问题，社区积极联系燃气公司进行修
整，消除潜在安全隐患，切实保障群众
“脚下安全”。

此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不
仅提升了辖区的环境面貌，也增强了
居民的文明意识、环卫意识，更为居
民营造了一个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陈晓燕

龙子湖街道办事处
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

本报讯 在“精”上下功夫，在“细”中抓
落实，多措并举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
近日，龙源路办事处持续开展施工围挡整
治行动，以更高标准、更高要求进一步提升
辖区施工围挡质量，美化辖区环境。

城管队员立足于“精”、着眼于“细”对
辖区施工围挡开展全面排查，及时修复破
损、倒塌围挡，对辖区施工围挡存在的小

广告、乱涂乱画、防溢底座、反光条破损等
细节性问题开展不间断巡查，及时清理整
改，全面提升辖区围挡质量。

下一步，龙源路办事处将持续推进城
市精细化管理往深了走、往细了走，深化
城市“内涵式”发展，密切关注工作进展情
况，解决存在问题，真正拿稳“指挥棒”。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冯源铭 李幸芳 文/图

龙源路办事处
提升辖区围挡质量 扮靓城市颜值

本报讯 为有效规范城市环境秩序,
近日,豫兴路办事处城管办联合郑东新区
城管局豫兴执法中队，集中力量对辖区占
道经营行为开展专项整治。

针对节日前后人流、车流增多的特
点，加大对主要干道等重点区域的巡查与
管理力度，坚决制止、查处各类占道、出店
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强化“早、
中、晚”时段的巡查密度，强化节日期间城
市环境秩序管控。

为彻底根除占道经营现象，办事处结
合实际，利用闲置空地吸纳流动摊贩进

入，并配套水电等基本设施，在方便群众
的同时也给流动摊贩一个临时的“家”。
同时，办事处城管队员坚持 24小时值班
值守和“一日三巡”制度，借助智慧城市综
合服务平台对群众投诉较多、意见较大的
路段加大监管力度。

下一步，豫兴路办事处将持续关注严
重影响市容环境、群众反映突出的重点问
题，将专项治理与日常监管有机结合，积
极引导商户、摊贩守法经营，不断提升辖
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丁冬

豫兴路办事处
整治占道经营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