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水区花园路街道办事处政一街（纬二路—金水路）
二七区淮河路街道办事处人和路（淮河路—航海路）
管城区航海东路街道办事处德风街（未来路—云鹤路）
惠济区迎宾路街道办事处迎宾路(黄河迎宾馆—花园路)
经开区明湖街道办事处第七大街（经南二路—经南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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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花精神”管理城市

推行“路长制”我市立“规矩”

郑东新区白沙镇康庄路（象湖南路—永盛西路）
中原区须水街道办事处须水河东路(新达路—郑上路)
经开区京航街道办事处启航路（经开第二十五大街—杨桥大道）
高新区石佛街道办事处王屋路(电厂东路与黎明路口向北260米路西)
惠济区刘寨街道办事处丰乐路（东风路小学—东风路南150米西）
二七区嵩山路街道办事处兴华街（长江路—南三环）
金水区南阳新村街道办事处嵩山北路(桐柏北路—农业路)
惠济区花园口镇北建材市场路(中州大道—中州大道北300米)
管城区十八里河镇豫一路(紫荆山南路—王桐村163号)
经开区明湖街道办事处第四大街（航海路—经南三路）
相关责任单位中，市城建集团第一名，市政工程管理处倒数第一名。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为落实以“绣花精神”管理城市指示，在全市推行“路长制”管理模式，推动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市城市精细化管理
服务办公室昨日公布《郑州市“路长制”工作导则（试行）》，进一步明确“路长制”工作任务、工作模式、工作职责、工作机制和工作流程。

全市路段分为四个等级

根据《导则》，“路长制”的工作
目标为：全面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
服务水平，打造安全、整洁、有序、文
明的城市环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工作内容
为：每条路段设立责任路长，按责
任路长职责要求，对市政设施、施
工围挡、城市家具、环境卫生、防汛
除雪、绿化带、街面秩序、沿街立面、

架空线缆、门前“四包”等工作进行
检查、督导和落实。按照“路长制”
工作标准，路段要实现“五化”，即美
化设施力促城市优美靓丽，净化环
境力促城市整洁清新，亮化街道力
促城市流光溢彩，绿化环境力促城
市生态宜居，文化建设力促城市融
入文化元素。全市路段分为良好、
优秀、卓越和极致四个等级。

“路长制”实行1234模式

每条路段设置责任路长，
组建路队，对道路进行综合治
理的“一长、两员、三会、四包”
工作管理模式。

“一长”即责任路长，包括一
级路长、二级路长和三级路长。
责任路长全面负责所辖道路的
市政设施、环境卫生、街面秩序
等各类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推
动门前“四包”责任制落实，并向
上级路长报告重大突出问题。

“ 两 员 ”即 巡 查 员 和 监 督
员。巡查员和监督员负责每天
对所辖道路进行巡查督导，发现
解决各类问题，督促商户落实

“四包”工作，并向责任路长上报
突出问题。

“三会”即党员议事会、商户联

合会和部门协调会。通过“三会”发
动及动员基层党员和商户群众力
量，建立衔接有序、协调顺畅的基层
管理机制，构建党员引领、商户自
治、全民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

“四包”即落实门前“四包”
责任，包卫生、包秩序、包绿化、
包立面。包卫生，无垃圾杂物、
无污水、无污垢、无油渍，卫生设
施完好整洁、无毁坏；包秩序，无
车辆乱停乱放、无突店经营、无
乱堆杂物；包绿化，绿化带无践
踏、无占用、无缺株断垄、无黄土
裸露，行道树无死株、无攀折、无
借助树搭棚和悬挂衣物、无树穴
篦子破损；包立面，门头牌匾无
破损、无违规设置，沿街立面干
净、无乱贴乱画、无私拉乱扯。

实行“路长吹哨，部门报到”

由县（市）区政府、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
担任总路长，每月召开“路长制”点评会议，评
优评差，兑现奖惩。由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分管城市管理工作的同志担任副总路长，组
织每周的观摩点评、红（黑）旗路段的评比。

乡镇（办）行政正职担任一级路长，每周
对辖区内路长责任落实情况进行一次系统的
督导检查，并组织召开观摩点评会议，每半月
召开例会。乡镇（办）副科级以上干部担任二
级路长，并根据实际组建运行高效的路队，每
周对门前“四包”落实情况进行全面督导检查
两次，组织门店和沿街单位进行红（黑）旗评
比，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难点和突出问
题。乡镇（办）中层正职或社区（村）书记、主

任担任三级路长，每日对门前“四包”落实情
况进行巡察，督促落实责任，及时解决或上报
突出问题。各乡镇（办）根据工作实际设置专
职巡查员，负责每天对所辖道路进行日常巡
查，及时发现并收集汇总各类问题，上报责任
路长协调解决。社区（村）城管专员或志愿者
担任监督员，督导所辖道路商户门前“四包”
工作落实。

相关部门服从路长指挥调度，切实做到
“路长吹哨，部门报到”。其中，交警部门负
责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城管部门负责市
政设施、环境卫生、街面秩序等。市场监管部
门负责查处无照经营、食品卫生、违规设置户
外广告等。

多种机制护航“路长制”

此外，还将建立“路长制”公示机制，设置
“路长制”公示牌，路队成员巡查时按全市统
一的服装样式穿着路队马甲。

路长制实行第三方考评机制。定期通过
招投标的方式选取第三方公司作为考核机
构，由第三方公司依据检查评比细则，采取明
察暗访的方式，对全市道路进行全天候、全覆
盖的检查考核，使考核的结果更科学、更公
正、更全面。市及各县（市）区、开发区每周组
织召开“路长制”工作观摩讲评会，对“路长
制”工作落实情况进行分析、讲评、通报。每
周评出“红旗”路段、“黑旗”路段各 10条,被
评为“红旗”路段的给予辖区乡镇（办）奖励

20 万元,被评为“黑旗”路段的扣除所在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财政50万元。在同一周
评比中,综合排名倒数第一和被评为“黑旗”
路段 3条(含 3条)以上的县（市）区政府、管委
会,直接约谈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城市管理
局分管领导；相关责任单位周排名倒数第一
的,直接约谈责任单位分管领导。

“路长制”实行月奖惩、访谈、问责、问政
制度。月考核前两名的分别给予区级财政奖
励1000万元和 500万元，月考核倒数第二名
的对区级财政扣款 500万元，月考核倒数第
一名的对区级财政实施扣款1000万元，对落
后单位进行访谈、问责、问政。

2月份精细化管理考核结果公布
二七区财政奖励千万元 经开区财政扣款千万元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昨日，我市
通报 2019 年 2月份各区城市环境卫
生环境精细化管理考核成绩。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郑州市城市环境卫生精细化管理
工作检查评比方案的通知》要求，市城
管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全市纳入“路长
制”管理的道路进行了考核。考核内容
主要包括市政设施、城市家具、环境卫
生等10项、46类。

按照市政府文件要求，对月考核
第一名的二七区人民政府给予财政奖
励1000万元、第二名的金水区人民政
府给予财政奖励 500万元；对月考核
倒数第一名的经开区管委会给予财
政扣款 1000 万元、倒数第二名的高
新 区 管 委 会 给 予 财 政 扣 款 500 万
元。同时，月考核成绩倒数后两名的
区、管委会城管局局长和倒数第一名
的相关责任单位分管领导在媒体上
曝光并表态。

金水区花园路街道办事处经四路（纬二路—纬四路）
郑东新区龙子湖街道办事处德慧街（姚桥路—育翔路）
经开区潮河街道办事处经南六路（十三大街—十五大街）
管城区二里岗街道办事处货站街(城东路—陇海路快速通道)
金水区人民路街道办事处顺河路（紫荆山路—城东路）
二七区京广路街道办事处碧云路（航海路—三峡路）
惠济区长兴路街道办事处宏达路（沙口路—金杯路）
高新区沟赵街道办事处枫香街（西四环—须水河东路段）
惠济区江山路街道办事处坡阳路（江山路—天河路）
中原区林山寨街道办事处百花路（中原路—友爱路）

社保缴费工资申报启动
截止时间：6月18日

本报讯（记者 王红）即日起，2019年全市社会保险缴费工资
申报全面启动！3月 19日，记者从郑州市社会保险局获悉，社保
缴费工资申报直接关系到参保职工的切身利益，参保单位及职工
申报需真实准确，按时完成。

此次社保缴费工资申报范围包括，2018年 12月 31日前在市
社保局参加郑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单位及参保人员。集中申报
时间为 3月 18日~6月 18日。申报内容包括：2018年度单位工资
总额、在职职工个人工资收入（2018年月平均工资）、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职）人员月基本养老金收入、享受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待遇但未在我市领取养老金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人员
月基本养老金收入。社会保险费实行缴费年度，2019缴费年度为
2019年 7月 1日至2020年 6月 30日。

政策规定，职工个人2019缴费年度月缴费工资收入根据本人
2018年度月平均工资核定，2018年度月平均工资是指职工本人
2018年度内应该发放的，按国家和我省规定纳入缴费工资构成项
目的全年工资收入的月平均值。2019年度新入职（含企业调入）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以本人起薪月工资收入进行申报。参
保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的应在申报前补齐欠费，因特殊情况确实
无法补齐的应报送书面说明。

需要提醒的是，社会保险费申报工作涉及参保单位和职工的
切身利益，参保单位申报的年度工资总额和职工个人工资收入应
严格按照前述政策的要求如实申报。

我省开展技能扶贫专项行动
年底前职业技能培训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王红）为帮助贫困地区困难群众以高质量培
训促进高质量就业创业，我省 2019年启动实施河南省技能扶贫
专项行动，计划年底前实现有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贫困群众培
训全覆盖。

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按照计划，今年我省将大规模开展贫
困地区职业技能培训，对 2019年全面脱贫的贫困县开展精准技
能帮扶职业培训，扩大培训覆盖面，坚持“一村一品、一乡（镇）一
业、一县一特色”，年底前实现有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贫困群众
培训全覆盖。

针对不同困难群体，我省将开展多样化、差异化培训，引导性
开展劳动力转移就业、乡镇扶贫车间、村社代工点等就地就近职业
技能培训。同时，积极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订单制等以企业为主
体的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参与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的企业，积极招
收贫困劳动力。贫困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开展企业新型学徒
制联合培养中，给予优先支持。鼓励企业在贫困地区建立长期劳
动力培训基地。

在提供免费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技能培训等服务的同时，对
培训期间的贫困劳动力给予生活费补贴。深度贫困县贫困劳动力
每人每年可享受两次职业培训补贴。根据贫困人员实际情况，灵
活提供集中培训、弹性培训、课堂教学、工厂实训、多媒体资源培训
等多种培训方式。

为鼓励专业人才积极参与培训服务，我省规定，参加对口帮扶
的专家、教师支教服务期作为基层工作经历，记入个人档案。各技
工院校在核定绩效工资时，要对参与扶贫工作的教师给予倾斜支
持，并在年度本单位、本系统评选评优、岗位聘用、职级晋升、职称
评审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

5条线路将实施优化调整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罗伟华）记者昨日从市公交总公

司获悉，因金水路西延工程已经通车，3月 22日起，B35路途经金
水西路线路将实施调整；3月 26日起，恢复14路莲湖路隧道通行，
35路并入三环快速公交系统，新开通 285路公交，并停运 904路
大站快车。

为方便金水路西沿线市民出行，B35路调整为途经秦岭路、金
水西路至大石桥方向增加北三环南阳寨站、电厂路北三环、秦岭路
西流湖路、金水路秦岭路、金水路董寨街、金水路桐柏路、大石桥等
停靠站位，不再途经西三环、五龙口南路、桐柏路等路段，取消西三
环科学大道、五龙口公交站、建设路、市中心医院等停靠站位。

14路公交恢复莲湖路隧道通行，恢复徐庄街商鼎路、莲湖东
路徐庄街、明理路莲湖东路、商鼎路明理路、莲湖路博学路、莲湖路
嘉苑路等停靠站位，不再绕行商都路通行，取消商鼎路徐庄街、商
鼎路明理路、博学路莲湖路、博学路汉月路、商都路G107辅道、中
兴路商都路、中兴路福禄路等停靠站位。

35路公交线路并入三环快速公交系统，市民可以在中州大道
石化路站同台同向免费换乘快速公交系统，不再停靠中州大道石
化路常规站位。

为方便顺河路市民出行，新开通285路公交，由郑州高铁长途
汽车枢纽站发车，途经中兴路、东风南路、康平路、福元路、顺河路、
紫荆山路、金水路、纬一路等路段，终点站为经七路金水路。

遏制PM10数值攀升趋势

全市严打渣土车违规运输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杨启雪）为遏制今年以来PM10

数值攀升趋势，我市将对渣土车违规运输打出“组合拳”。在昨日
召开的全市扬尘污染治理工作暨现场观摩会上，市控尘办对此项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昨日上午，市控尘办组织各县市区控尘办、市直成员各单位控
尘工作分管领导及具体负责人百余人，先后观摩了保利心语心苑、
中原区西石羊寺安置区、贾鲁河生态绿化工程二七区段、二七区融
侨悠乐商业中心、管城区富田城1、2号院和市控尘系统平台、远程
指挥调度中心。在下午召开的全市扬尘污染治理工作会议上，传
达了全省扬尘污染防治现场会和市环境污染攻坚第三次调度会精
神，对我市近期控尘工作进行了部署。

节后上班以来，我市渣土车违规运输，不按规定路线行驶，沿
途随意抛洒，不服从管理等恶意违法行为突出，全市扬尘污染治理形
势持续加重。截至17日，全市PM10平均浓度为147微克/立方米，
同比上升4.3%，给完成年度PM10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带来巨大压
力。稍有不慎，将会大幅拉高PM10浓度。

会议要求，要以全市正在开展的扬尘污染防治行动月活动为
契机，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狠抓源头，加强综合治理；强化问责，
增强执法威慑：强化督查、加大执法力度、加大约谈问责，打出组合
拳，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坚决遏制PM10浓度攀升趋势。

又讯（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李霞）郑州市交警支队高架大队和
市城管局坚持联合执法长效机制，自 1月 1日起至今，市交警支队
高架大队共查处渣土车违法行为 687起。其中，闯红灯 63起，闯
禁行 116起，驾驶证降级 12起。市城管局暂扣车辆 91台，其中无
核准手续（黑车）83台，密闭不严4台。

观看儿童剧 外出赏春色

志愿者带福利院儿童开眼界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毛文琴 文/图）“这是我第一次

进影院看儿童剧，以后也要像撒哈拉一样，努力追求自己喜欢
的东西。”为丰富困境儿童精神生活，昨日下午，公交二公司苏
师傅志愿者联合郑州市儿童福利院，带领福利院孩子们及社
区困境儿童走进小大时光微剧院观看儿童剧，很多孩子都是
第一次走进电影院观看儿童剧。

“老师波迪对融化撒哈拉心里的坚冰起到了关键作
用，今后面对孩子，我们要换位思考，站在孩子们的立场与
他们对话，主动了解孩子的世界。”儿童福利院李老师表
示，很多孩子都是第一次走进影院观看儿童剧，此次儿童
剧通过丰富艺术内涵、生动活泼表演方式，引导家长和孩
子在欣赏演出过程中学会思考、陶冶情操。

“儿童剧作为重要的学习和认知手段，能帮助孩子感知世
界。”走出影院后，一同观影的家长们也表示这次公益活动形
式很好，儿童剧内容新颖、生动、深刻，让家长懂得要贴近孩子
的内心，对孩子和父母都有很好教育意义。

“孩子们特别开心，我们也觉得由衷快乐和幸福。”志愿者
姚亚飞告诉记者，2016年以来，公交二公司苏师傅服务队志
愿者和郑州市儿童福利院建立了爱心帮扶关系，经常联合开
展志愿活动，并带孩子们外出参观游玩，观影赏景，带他们出
门“开眼界”。 违规入境，严查!

郑州海关查获大量红珊瑚和人体胎盘素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

昨日从郑州海关获悉，郑州海关
近日在入境邮包中，查获大量红
珊瑚和人体胎盘素。

据了解，3月 15日，郑州海
关在对入境邮包进行监管时，发
现一件来自日本的邮包 X光机
影像显示异常。经开箱查验，确
定物品为 750 支人体胎盘素针
剂。3月 18日，郑州海关再次从
来自日本的邮包中查获人体胎
盘素针剂 500支。

郑州海关有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美容业的不断兴起，许多人

选择从境外购买美容产品邮递
入境，却忽视了试剂在来源、保
存、运输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安
全风险。人体胎盘素提取自人
体胎盘，属于海关严格监管的生
物制品，需提供《入/出境特殊物
品卫生检疫审批单》等相关材料
方可入境。来源不明的人体胎
盘素制品未经检疫，可能携带艾
滋病、乙肝、丙肝、梅毒等病原
体，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另据悉，海关工作人员近日
还在一件来自美国的邮包内查
获大量珊瑚状物体。经鉴定，为

未加工的红珊瑚，重量达 5.2 千
克。红珊瑚属于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动物，为我国限制进出境物
品。随着红珊瑚价格不断攀升，
通过夹带、邮寄等方式走私红珊
瑚入境的事情时有发生。郑州
海关工作人员提醒广大消费者，
切勿邮寄无检疫审批手续的特
殊物品入境，以免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同时，根据国家规定，邮
寄、携带、托运濒危野生动植物
及其制品出入国境的，必须持相
关部门出具的允许进出口证明
书，否则不能携带或邮寄入境。

名次

第一名

第三名

第五名

第七名

单位名称

二七区人民政府

管城区人民政府

中原区人民政府

高新区管委会

名次

第二名

第四名

第六名

第八名

单位名称

金水区人民政府

郑东新区管委会

惠济区人民政府

经开区管委会

2月份第四周各区（管委会）组排名

红旗路段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条

优秀红旗路段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条

黑旗路段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条

昨 日 ，
紫荆山公园
里 游 人 如
织，人们或
踏青赏花，
或泛舟在波
光粼粼的湖
中，陶醉在
花香四溢的
春天里。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道路将评级 失职要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