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2 2019年5月16日 星期四 责编 谭文国 许艳霞 校对 孙明梅 电话56568179 E－mail：zzrbbjzx＠163.com要闻·综合

市场厕所告别脏臭换新颜

医院厕所清洁程度在提升

同参与 共分享
健康城市建设“ ”前行郑

经常到纬四路集贸市场买菜的谷大妈

最近发现，市场内的厕所不知从什么时候

起，变得比过去干净多了。地面由水泥地

变成了瓷砖贴地，原来开敞式的蹲位被隔

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还配了洗手盆，

大大提升了如厕体验。谈及这一变化，市

场内的商户也纷纷点赞。

近年来，按照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和健康郑州建设的要求，各集贸市场积极

行动，对厕所实行升级改造，使这个过去盲

区、死角告别脏臭 ，实现卫生环境大提升。

与集贸市场相比，近年来，各大商场、

快餐店内的厕所从内部装修到配套设施都

更加完善，在已建成二类水冲式厕所的基

础上，不少厕所还增加了厕纸、幼儿坐便

器、洗手池，通过熏香或安装消杀除臭设备

消除异味，摆放花卉净化空气、绿化美化空

间等。 本报记者 裴其娟 文/图

日前，记者在市骨科医院采访时看到，

厕所内配备了隔离的独立厕位，冲水装置

及洗手台水龙头能够正常使用，厕所地面

也基本干净无积水。

市一院卫生间内走进去有一丝空气清

新剂的香味，卫生纸和干手器都有。

而在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随机采访

的五六个卫生间内，都干净整洁无异味，地

上铺有防滑垫；蹲位旁边有紧急呼叫器和

扶手，非常人性化。还配有手纸和干手器、

洗手液，设置了无障碍卫生间，方便行动不

便的患者使用。

医院卫生间是病毒细菌的集散地，其

整洁程度关乎患者康复。自 2011 年起，

市卫健委为进一步推行医院卫生间规范

化管理改革，连续 8年把医院卫生间建设

作为医院的“窗口工程”，以“十佳卫生间”

评比为契机，努力打造医院爱国卫生工作

亮点。

针对医院卫生间普遍存在环境卫生状

况差，公共基础设施破坏、损毁、老化情况

严重，“牛皮癣”现象泛滥等问题，市卫健委

先后制定了《郑州市医疗卫生单位卫生间

管理规范》《郑州市属医疗卫生单位“十佳

卫生间”评比办法》，制定《十佳卫生间评比

办法》，列出近 40个方面的问题，发现一项

扣除相应分值。包括男、女卫生间标示牌

不规范、损坏、污染，无残疾人专用标志，无

肠道传染病专用标志，未配备手纸，无便纸

篓或未套袋，冲水开关未采用红外感应自

动冲水或脚踏冲水，坐便器厕位内未配备

预防接触性感染设施，无盥洗设施或者损

坏不能用，洗手盆未使用红外感应或脚踏

式水龙头，无洗手液、擦手纸或烘手机，厕

所内有明显异味，地面有积水、纸屑、痰迹、

烟头等，便器污渍，便池内有粪便、杂物等，

卫生间内有蚊蝇。为确保评比活动取得实

效，对卫生间存在问题较为突出、整改落实

不到位的单位进行全系统通报批评。

通过开展“十佳卫生间”评比，促使各

医院将卫生间监管工作列入全年爱国卫生

工作的重点，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完善管理

制度，加强动态监管，使得医院卫生间基础

设施得到明显改善，环境卫生焕然一新。

健康郑州别样红 小厕所彰显大文明系列报道之 44

各行业“厕所革命”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近年来，郑州市各行业不断提高对“厕所革命”的重视程度，改善厕所卫生环境，使市民
的如厕体验明显好转。

近日，市物业管理协会

授予郑州地铁城郊线 2018

年度物业服务“环境保洁示

范样板”称号，“郑州地铁”

这张郑州名片再添光彩。

对于地铁城郊线获此殊荣，

市民陈女士十分认同，她经

常乘这条线路往返于市区

和港区之间，无论在哪一站

上下车，如厕时都能感受到

无处不在的干净和温馨，特

别是地铁站还设置了第三

卫生间，有一次，她陪同年

迈的母亲如厕时，深深地被

这种周到的服务所感动。

在便民这一点上，郑州

地铁可以说是走在了全国

前列。不仅是地铁城郊线，

已经投入运行的地铁 1 号

线、2 号线，乘客想上厕所，

都无须出站。因为每个标

准站里都配有男、女厕各一

个，还设有残疾人卫生间，

其中，女卫生间里设有三个

蹲位，男卫生间里设有两个

蹲位、两个站位。男卫生间

和女卫生间共用一个洗手

间，设有两个洗手池，洗手

面盆位置安装有镜子。残

疾人卫生间为单间，安装有

坐便器、扶手等无障碍设

施，供残疾人专用。对于紫

荆山站等人流量大的换乘

站，适当增加厕位。

为保障正线车站环境，

提升乘客乘车体验，郑州地

铁集团运营分公司从细节

着眼，靠创新取胜，协调服

务地铁的各物业公司，既抓

“面子”，又重“里子”，在做

好厕所细节管理的同时，加

大技术含量，推行地铁“厕

所革命”。地铁车站卫生间

门口显眼处设有二维码，乘

客扫码可对卫生间环境满

意度和保洁服务质量进行

在线评价，便于管理部门实

时掌控。

地铁厕所干净舒适成样板

本报讯（记者 李娜）199 路公交末班时
间延长一小时；新开连通南曹乡、十八里河
镇、龙湖镇公交线……昨日上午，在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接待代表日活动上，郑州市交通运
输局和市公交总公司就人大代表提出的“关
于优化郑州市东南片区公交路线和站点设置
的建议”办理情况进行现场答复。

关于南部城区和东南片区内开通的公交
路线较少问题，市交通运输局和市公交总公
司回复：目前，郑州公交开通东南片区公交线
路共6条，分别是518路、199路、38路、S121
路、212路、Y29路，共投入车辆 100余台，均

为新能源车，有效解决了东南片区群众出行
不便问题。下一步，郑州公交将依托规划中
的四环快速公交系统，合理安排快速公交支
线，进一步丰富东南片区三环至四环以及四
环外的公交线网布局。同时，通过四环快速
公交主支线换乘系统，加强东南片区与龙湖
镇、孟庄镇以及市区其他区域的连接。

关于199路是单向发车、发车晚、末班车
又停得较早问题，市交通运输局表示，目前，
199 路公交线路高峰发车间隔缩减到 6 分
钟，末班时间从之前的晚8时延长至晚9时。

关于市区连通南曹乡、十八里河镇以及

龙湖镇的公交线路太少问题，市交通运输局
表示，为解决南曹乡南部居民出行需求，今年
2月 26日新开线路 212路贯穿南曹乡，最远
到达临近双湖大道的安庄村。下一步，将适
时增加连接十八里河镇、龙湖镇区域公交线
路，以“全域公交”统筹发展为抓手，稳步推进
郑州南区城乡公交的整合、升级、改造，为城
市南部区域群众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公共
交通出行环境。

关于片区内公交站点设置与群众出行位
置不够匹配问题，市交通运输局和市公交总
公司回复：目前，金岱产业园南四环、紫辰路

正在道路施工，金岱路地铁 4号线正在封闭
施工，一些公交线路、站位临时调整。待项目
施工结束后，公交线路和站位将会尽快根据
规划恢复，方便群众出行。

针对文德路、鼎文街、郑尉路等附近居民
乘坐公交步行时间较长问题，市交通运输局、
市公交总公司多次与当地企事业单位和学校
对接，初步达成一致意见：由辅读职业中专校
方在郑尉路南四环附近提供临时停车场站，
为公交线路延伸提供基本条件。在该地块临
时场站建成后，将把接驳地铁 2号线的 S121
路等线路延伸至郎庄，方便该区域市民出行。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接待日现场答复代表建议

东南片区公交出行环境逐步改善

航空港区确保年底
4万居民顺利回迁

（上接一版）张俊峰说，安置房建设是重大民生工程，尽早
实现顺利回迁是维护群众利益的最根本体现，更是群众的热
切期盼。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群众做好过渡时期的生产生活。同
时要坚持安置房建设和基础设施配套同步推进，严格按照时
间节点推进安置房建设和基础设施配套工作，确保年底 4万
居民顺利回迁，2020年港区回迁安置工作大头落地目标。此
外还要抓好临时安置点群众的生活服务管理工作，重点做好
防失火、防失窃、防触电、防疫情、防纠纷等工作，实现由农村
管理向社区管理、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让群众尽快
享受到发展成果。

积极回应群众重大关切
议案建议要件件有答复

（上接一版）补齐超万亿城市科研短板的建议”进行说明，市交
运局、公安局、科技局、财政局相关负责人分别进行答复。

随后，参会的省、市、区、乡人大代表分别结合自身工作
实际，围绕推进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出意见建议。

就更好办理落实代表建议，胡荃说，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重大关切，做到议案建议件件有答
复、件件有落实。要落实到位，确保每一件建议有明确完
成期限和所要到达的目标；要保障到位，市人大常委会要
加强督办工作，确保实现办结率、见面率、答复率、满意率

“四个 100%”；要履职到位，人大代表要多察访民情、多反
映民意、多集中民智，充分发挥好代表参与决策、监督协
助、桥梁纽带和模范带头作用，凝聚起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强大的智慧和力量。

扎实推进质量强市战略
郑旗

市政府召开科技领导小组月例会

让科技创新引领
郑州未来发展

（上接一版）要狠抓“四个一批”的引进和培育，加大引进和
培育创新引领型企业力度，大力推动基础性创新平台建设，
争取引进全国一流大学、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在全省走前
列、作表率。要加大开放创新合作，把开放创新作为汇聚创
新资源、提高创新水平的重要选择，融入全球开放大局，在
更高层次上构建开放创新格局。要营造创新创业发展环
境，不断深化改革，对接国际化市场规则，打造国际化、法治
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国际性组织、国际商会和国
际经贸促进机构落户郑州，让科技创新真正引领郑州未来、
支撑郑州发展。

郑州着力构建
全民健身工程

本报讯（记者 王治）市政协副主席岳希荣近日带领部分
政协委员到郑东新区、经开区视察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情况。

岳希荣一行先后到郑东新区龙湖全民健身活动中心、郑
东新区市民体育公园、经开区盛姿游泳馆、经开区明湖办事处
中烟社区等地，实地考察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和投用情况。

据了解，近几年，郑州市扎实推进全民健身工程，从2016
年到2018年，建设农民体育升级工程770个、全民健身路径
工程400条、升级改造乡镇体育工程33个、社区多功能运动
场43个、社区健身活动中心37个、户外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广
场)和健身示范园 17个，县级室内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4个。
截至2018年底，我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1.67平方米。

质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力
的综合反映，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大战略问题。著名质量管理
学家约瑟夫·朱兰博士提出：“21世
纪是质量的世纪，质量将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

实施质量强市战略，是市委、
市政府立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
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作出的重要
决策部署，是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具体行动，是加快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的有力保障，也是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
要举措。

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我市中铁装备公司考察时，提
出了“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
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
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三个
转变”重要论述，以全球视野、战略
思维和高超智慧，为推动我国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打造中国创造、中
国质量、中国品牌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我市始终把质量工作
作为重要战略来抓，将质量工作贯
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全面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三个转变”

重要论述，深入推进质量强市战
略，全市上下不断深化质量改革，
大胆创新体制，切实加强质量监
管，提升质量水平，全市质量总体
水平持续提升，质量安全形势平
稳向好，质量品牌效益日益凸显，
标准、计量等质量基础不断夯实，
有力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的健康
发展，为建设质量强市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当前，郑州站在了国家中心城
市高质量建设新的历史起点，要走
好高质量发展之路，提升质量是大
势所趋、群众所盼、发展所需，做好
质量工作既是一项刻不容缓的紧
迫任务，又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
的系统工程。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中流击水
正当其时。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面把握
新形势，提高政治站位，拉高定位
标杆，提高工作标准，把创建全国
质量强市示范城市作为一项重要
战略任务，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三个
转变”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国家、省
有关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

部署，将质量强市战略放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为中心，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加强
质量监管，全面提升产品、工程、服
务、环境和经济运行总体质量水
平，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走出一
条具有郑州特色的质量强市建设
之路，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真正

“让郑州这个龙头高高扬起来”。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

再扬鞭。
郑州的发展在质量，希望在质

量，必须把质量工作上升到新的战
略高度，作为全市的发展大计、民
生大事、立市之本，以更加扎实的
工作举措，更加严格的督查问责，
持之以恒，常抓不懈，推动各项措
施落到实处，全力推动质量工作再
上新台阶，为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我市召开2019年质量工作会议

打造质量强市“郑州样本”
持续增强群众质量获得感

（上接一版）省级产业集群，打造一批国家级、省级知名品
牌示范区、质量提升示范区、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区，涌
现一批特色小镇和区域质量品牌，努力形成质量强市的

“郑州样本”。
王新伟强调，质量是企业生命力、市场竞争力、地区影响

力。各级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可量
化、可评价、可考核的质量工作目标体系，营造形成党委政府
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人关注质量的浓
厚氛围，努力让质量强市战略成为社会共识，质量发展理念
深入人心，探索走出一条具有郑州特色的质量强市之路。

格力电器（郑州）有限公司、河南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郑州新亚复合超硬材料有限公司、河南康宁特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黎明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评第七
届“郑州市市长质量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