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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15日，根据郑
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
2018年全城清洁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要求，市爱卫会组织开展了“全城清洁”
行动，当天共清理各类积存垃圾6300余
立方米，根据综合督导情况，市爱卫会对
活动组织较好的有待提高的单位分别进
行了通报。

5月 15日，全市共安排行动点 654
个，出动 16248 人，其中各乡（镇、办事
处）组织中央驻郑、省、市、区级公共单
位，企事业单位 3948家，发动沿街商户
4093 家，全面清洗住宅小区 290 个，清
洗公共区域 228个，清扫楼顶 10881 平
方米，冲洗地面 7927676 平方米，清理
积存生活垃圾 3542.5立方米、建筑垃圾
1071.5 立方米、混合垃圾 1743立方米，
整治各类卫生死角2646处，清理杂物乱
堆乱放 2514 处，清扫保洁 9660983 平
方米。

市爱卫会组织了 6个督导组，对各
区（开发区）、乡（镇、办事处）的组织情况
和各辖区公共单位的参与情况进行了督
导检查。督查发现，大部分单位能够严
密组织，有计划、有分工、结合辖区实际
情况开展行动，取得了良好成效，使市容
环境卫生得到了改善。同时，也有个别
组织单位敷衍了事，应付思想严重，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行动开展的效果。

根据督查结果，市爱卫会对各单位

组织情况通报如下：
行动组织较好的乡（镇、办事处）：

中原区航海西路办事处、二七区嵩山
路办事处、金水区国基路办事处、管城
区航海东路办事处、惠济区花园口镇、
航空港区郑港办事处、郑东新区如意
湖办事处、经开区祥云办事处、高新区
枫杨办事处。

行动有待提高的乡（镇、办事处）：
中原区秦岭路办事处、二七区解放路
办事处、金水区凤凰台办事处、管城区
二里岗办事处、惠济区新城办事处、航
空港区张庄办事处、郑东新区龙源办
事处、经开区明湖办事处、高新区双桥
办事处。

行动开展较好的公共单位：市委
办公厅、市人大办公厅、市政府办公
厅、省委省直工委、省环保厅、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市委党校、市环保局、市园林
局、市人才交流中心、中原区爱卫办、
市 人 防 工 程 管 理 中 心 、市 考 古 研 究
院、市工商局、二七区爱卫办、市救助
站、市环城快速管理处、黄河水利委
员会信息中心、省妇女联合会、市军
事供应站、市特殊勤务支队、省检察
院机关服务中心、省体育中心、黄河
迎宾馆、市图书馆新馆、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省人才交流中心、市紧
急医疗救援中心。

“全城清洁”行动一天清理
垃 圾 6300 余 立 方 米

健康城市建设
巡讲绿城开讲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昨日上午，市爱卫会组织的“同参与 共
分享 健康城市建设‘郑’前行”巡回演讲活动首场演讲在商城路电
专原校区举办，郑州市卫计委、郑东新区康平小学、郑州市第四十五
中学、二七区大学路办事处康桥华城社区、金水区总医院等5家郑
州市健康示范单位，分别代表政府机关、医疗机构、街道社区、学校
四种不同的行业类别，现身说法交流健康单位创建经验心得。据
悉，此类大规模的健康城市建设巡回演讲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例。

为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郑州市近年来不断推进
健康城市建设，2016年 11月被确定为全国 38个健康城市建设试
点城市之一，2017年 9月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健康单位创建活
动，通过申报、指导、评估等程序，2018年 3月初，对涌现出来的13
个“郑州市健康示范单位”、23个“郑州市健康单位”进行了公示。
为全面深入宣传和推进健康单位这一健康郑州建设的细胞工程，
市爱卫会组织成立巡回演讲团，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巡回演讲。

健康城市建设是卫生城市创建的升级版，其一级指标体系包括
健康社会、健康环境、健康人群、健康服务、健康文化，以及几十项二
级指标和三级指标，通过指标的横纵向比较得出考核最终结果。健
康城市的健康城市建设永无止境，每三至五年开展一次集中评价。
按照全国爱卫会的要求，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建设将按照“6+X”模
式推进，“6”指的是建立党委政府领导工作机制、制定健康城市发展
规划、以问题为导向推进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开展健康“细胞”、建立
全民健康管理体系、组织开展建设效果评价工作等6项规定动作，

“X”是指各城市因地制宜推进特色建设，搞好自选动作。巡回演讲
作为我市独创的“X”工作法内容之一，将作为落实“健康城市”工作
的重要抓手，带动全市各单位、全体市民群众共同建设更加健康的
郑州。巡回演讲活动计划每周2场，共将举办50场。

植物园黄花梨首次开花
米黄色小花带有清香味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王霞 文/图）提到海南黄花梨，
不少人都知道它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木之一，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可
您见过它开花吗？郑州植物园引种的一株海南黄花梨近日首次开
花，令管理人员和游客们欣喜不已。

海南黄花梨又叫降香黄檀，海南黄花梨因木质坚实、花纹漂
亮，带有独特的香味，与紫檀木、鸡翅木、铁力木并称中国古代四大
名木。海南黄花梨树一般 5年可开花结子，第 10年开始生成芯
材，芯材直径生长到 20厘米的能制作家具的大料，则需要漫长的
60年，可谓“阿爷种树，子孙受用”。市场上号称“海南黄花梨”的
树种有很多，但只有按国家林业局命名的“降香黄檀”才是真正的
海南黄花梨树种。

2016年，郑州植物园展览温室引种一棵海南黄花梨，近日，在
养护人员的精心呵护下首次开出了喜人的花朵，米黄色的花朵小
而带有清香味。海南黄花梨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药用部分主要
指其树干和根部的心材部分，主治高血压等症。从海南黄花梨木
中提炼出的精油，还可以刺激细胞再生与代谢，增强皮肤弹性，又
可制作定香剂，是著名香科。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王茂）5月
19日，由金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
八路街道办事处、1+1人才资讯联合主办的
2018年“才聚金水 ”夏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将
在紫荆山人民广场举行。

为方便求职者和企业参会，此次招聘会

采用室外布展形式，地点设在金水路与人民
路交叉口紫荆山人民广场，此处大树环绕，
背阴遮阳，交通便利，乘车较为方便。

据悉，此次招聘会提供职位广泛，所
有求职者均可免费进场。本次招聘会预
计入场企业 100 余家，一大批名企携众多

岗位到场参会，届时将提供 4000 余个岗
位。此次招聘会涉及大学生实习岗位以
及机械、电子、计算机、生物、医疗卫生、化
工、教育、物流、制造业等多个行业。应聘
者关注公众号“才听说”可以提前获取更
多企业信息。

巡防队员巡逻途中捡到一辆电
动车和一个手提包，虽然包里有车主
名片，却怎么也联系不上，无奈之下
求助媒体，最终，在记者帮助下，电动
车终于物归原主。

昨日中午，未来路街道巡防队员
司春园向记者求助：“前天晚上，我们
巡逻到金水路与英协路交叉口时，发
现地上躺着一辆电动车，车钥匙插在
上边，电动车踏板处还放着一个手提
包，原地等候半个小时不见车主，只
好将其推回巡防室。”司春园告诉记
者，为尽快联系上车主，队员打开手
提包，手提包里有车主名片，可拨打
后却一直提示关机。

昨日中午，记者在顺河路 5号院
门口西侧，见到巡防队员捡到的电动
车，该电动车黄黑相间，是一辆大型
电动车，有六七成新。“从前天晚上到
今天下午，一直拨打车主电话都关
机，我们也很着急。”巡防队员说。

记者看到，在背包里有车主的
钱包，钱包里有身份证、驾驶证、银
行卡以及各种储值卡，还有平安保
修单及车主张明的胸卡和名片。记
者拨打名片上的电话号码，仍然提
示手机关机。

“当时捡到电动车时，我们还以
为发生了车祸，但这辆电动车也没有
破损，现场没有撞击留下的痕迹，问

了路边商户也说该路段并没有发生
交通事故。”巡防队员说，希望电动车
车主张明看到后速联系领取。

为尽快联系上车主张明，记者从名
片上的微信添加张明为好友，没想到，
之后失主张明接受后并回复了记者。

原来，张明前晚11点多骑电动车
途经该路段突发疾病，出现了晕厥和失
忆，一路走回宿舍，等第二天想起返回
找车时，电动车已经不见了。那么，名
片上的手机号码为什么一直关机？“手
机没电了，我使用的是另外一部手机。”

“非常感谢热心的巡防队员，他
们传递了咱郑州的正能量。”张明感
激地说。

“来，叔叔抱你过马路吧！”昨日，
一场大雨突袭绿城，部分路段出现不
同程度积水，给出行的市民特别是小
学生上学带来诸多不便。

昨日早上，雨一直下。在中原区
绿东村街道辖区，为切实做好雨天校
园师生的安全，中原区绿东村街道巡
防中队爱心岗巡防队员刘明群、周国
君、杜富国、张旭峰提前上班，一大早
冒雨到达辖区的 3所小学执勤，确保
辖区群众安全。

7时 30分，大雨滂沱，正值学生到
校高峰期。伏牛路出现拥堵，队员们
冒着大雨指挥交通并护送学生过马
路。因道路积水，看到学生穿的多是
布鞋，巡防队员刘明群、周国君索性抱
起小学生一一护送过马路，队员的衣
服湿了、鞋进水了，毫无怨言。

在交通路汝河路口陇西小学南校
区门前，也是同样感人场景。学校对
面马路边挤满了学生和家长，不少孩
子望着路面的积水不敢前行。见此情
形，在该校区值“爱心岗”的建中街巡
防中队的爱心岗队员刘建伟、赵磊两
名队员，不顾水深路滑，一边指挥家长
按秩序停放车辆，一边护送孩子们安
全进校。因为担心孩子滑倒，队员们
直接把孩子抱送到校门口安全地带。
巡防队员们的这一善举，感动了不少
路人和前来送孩子的家长，大家交口
称赞，纷纷伸出大拇指称赞“巡防叔叔
好样的"。

除此之外，在幸福路小学、二七
实验小学、永安街小学、人和路小学

以及陇西小学等门口，这样的场景也
在同时上演。巡防“爱心岗”的设立，
不仅强化了校园周边道路整治，同时
也确保了广大师生的出行安全，赢得
学校广大师生和家长的赞誉。

暴雨来袭

市政投入300人防汛抢险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李海旭）15日夜开始的一场降

雨给昨日早上市民出行带来了一定影响，市市政管理处迅速组
织人员和设备防汛抢险，尽最大努力降低降雨带来的影响。

15日夜降雨后，市政工程管理处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
织机械车辆和抽水泵车停靠既定位置，人员做好防汛和应急疏
导准备。经过积极有序的工作，截至16日雨停，市政管理处共出
动防汛抢险人员300余人，防汛抢险车辆60余台次，确保了辖区
防汛抢险工作的顺利完成。暴雨过后，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人
员对淤泥、积水较严重的区域迅速清淤治污，在重点路段增派人
手实施清理，确保道路整洁并保障市民出行的安全。

“120”启动极端天气应急预案
本报讯（记者 王治 实习生 高凡 通讯员 段亮亮）15日，我市

突降暴雨，郑州“120”急救中心立即启动极端天气应急预案，确
保院前急救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据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统计，5月15日18：00~16日6：00，
“120”急救中心共呼入电话475次，派车215次，各种原因所致的
外伤54起，交通事故42起，与平时相比，增长近一倍。

暴雨的到来，也为我市院前急救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郑州
急救中心及时启动应急预案，“120”指挥调度大厅、市属各急救
站严阵以待，确保了患者得到快速、有效救治。

雨季来临，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提醒，保持警惕，谨防意外，在
出现暴雨天气时，驾车出行，要降速慢行，避免发生交通意外；雨天
出行注意不要碰触房屋外面的空调外挂机或者其他容易导电的物
品；注意在雨天关闭门窗，加强对家用电器的保护；雨天带电作业，
要穿绝缘胶鞋和戴绝缘手套，防止机器漏电被击伤；遇到有人触
电，首先要先切断电源，然后拨打“120”急救电话。发现病人心跳
和呼吸停止，立即实施胸外心脏按压，等待急救人员到来。

·身边正能量

“捡到的电动车终于找到主人了”
本报记者 郑 磊 通讯员 李四信 文/图

社区百家宴浓浓邻里情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李亮
王莹 文/图）昨日下午，家住东风路街道办
事处绿城文化社区迎来第三届“厉害了，
我的菜”社区百家宴活动。

与往年主题所不同的是，这次百家宴
活动定位为“左邻右‘社’”，这个加引号的
社，旨在突出社区、社工、社区社会组织三
家联动、融为一体、共生共长的和谐景象，
折射出“三社联动”的新作为、新气象、新
变化。

接地气必然有人气，因此，活动一开
场，现场就被居民的热情所包围——

由社区晚晴艺术团舞蹈队带来的民

族舞《雪山姑娘》，灵动清秀的特色和百家
宴主题相得益彰。紧接着是菜品品尝环
节，食指大动的居民扮演起了美食鉴赏家
的角色，从色香味摆盘多个方面进行品
鉴。

来自“参赛者”的作品堪比“舌尖上的
中国”，南派的猪脚姜浓郁醇香，北派的珍
珠丸子包罗万象，包心豆腐嫩滑爽口，创
意面点软糯Q弹。品尝后，居民们依次在
社工的引导下为自己喜爱的菜品投票。

最终，珍珠丸子、无刺鱼、麻辣鸡翅三
道菜在本次活动中获得了最受欢迎菜品
称号。

紫荆山人民广场周六有场招聘会
4000个岗位等你来

““来来！！叔叔抱你过马路叔叔抱你过马路””
本报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王凤生 王保喜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