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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常程）
金水区把做好民族盛会保障工作作为义
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政治担当、政治要
求，以打造“整洁、有序、舒适、愉悦”城市
环境为目标，以四项举措推动城市“序
化、洁化、绿化、亮化”。

——高位启动，全区动员。6 月 28
日当天下午，区委、区政府第一时间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工作方案；6 月
29 日上午召开全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提升工作动员会；市第三督导组进驻金
水后，又于 7月 2日召开工作推进会，深
入研究督导组交办问题，对方案进行再
细化、对机制进行再完善、对督导进行
再明确，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进行了再
动员、再部署。区主要领导每天都深入
一线、靠前指挥，各街道不分节假日，加
班加点、夜以继日奋斗在一线，全区上
下迅速掀起了全面动员、全员上阵的工
作热潮。

——细化分工，压实责任。区委、区
政府坚决扛起综合整治主体责任，成立
由区委书记和区长任指挥长、区四个班
子领导为具体负责人的城市环境综合整
治提升指挥部，详细制定了《金水区城市
环境综合整治提升方案》，分解细化了 7

大类 32 项治理任务，逐条明确责任单
位、责任领导、工作举措和完成时限，列
出“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
同时成立六大专项工作小组，推进六大
重点工作。

——问题导向，专项治理。针对大
卫城、丹尼斯、正弘城、国贸 360和省人
民医院周边一公里区域，金水区强力开
展市容环境、交通秩序、园林绿化、城区
亮化、居民楼院综合整治等“五项整治”
工作。近期主要是把丹尼斯和大卫城周
边区域作为整治重点，三天内投入机械
200余台次，人员 800余人次，分两班对
沿街道路、交通护栏、硬隔离、城市家具
不间断清扫保洁。组织城管、交警开展
联合执法，对周边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占
道经营、流动商贩、油烟排放问题开展专
项治理。

——完善机制，强化督导。由区纪
委书记牵头负责，抽调区纪委监委、区委
组织部、区委区政府督查室和相关职能
部门人员，成立联合督查考核组，对责任
单位履职尽责情况、整治提升任务完成
情况、存在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等进行跟
踪督查考核，以督导促任务推进、促工作
落实、促作风转变。

金水区四项措施
推进城市面貌一新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记者从昨日
二七区召开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
工作推进会上获悉，接下来，二七区将
围绕时间节点要求，强化督查、严格奖
惩、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迅速行
动起来，以决胜的姿态大力推进城市环
境提升工作。

区主要领导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高
度重视，以决战决胜的大会战姿态，以

“一天也不能松、一刻也不能松”的努力，
不讲条件、拼尽全力、不折不扣地完成各
项工作任务，确保达到“一天一个样、每
天不一样”的要求，努力实现“四个满意”
目标。

二七区成立了高规格领导小组——
区委书记任政委，区长任指挥长，四大班
子领导除了各自的分管工作，也都分包
了镇、街道，细化责任清单，广大领导干
部重心下移、深入一线，带头督导任务、
带头协调问题、带头推进工作。

对照《二七区“迎民族盛会 庆 70华
诞”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责任清单》，
针对“一环十横十纵”示范道路建设、赛
事服务宾馆酒店综合整治、“三路一园”
师范街整治等各项任务逐项落实到人、
专项推进。另一方面，按照“干净整洁”

的底线要求，二七区将在补齐违法建
设、垃圾乱倒、突出门店经营、严重视觉
污染等市容环境的薄弱短板下功夫，做
好基础工作，确保工作全覆盖、整体大
提升。

拿出精细精准的各类方案，每天研
究具体问题、解决具体问题，明确时间节
点，做到有的放矢。每个人以守土有责
的决心，履职尽责，尽心尽力，把此项工
作做好。对于违法建设、突出门店经营、
垃圾占道等问题，各街道要高度重视，进
一步加强整治，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拒
绝推诿扯皮，提升工作效率。

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道
路、重点环节，抓住关键问题，深入一线、
真督实查，严查重视程度不够、措施不得
力、成效不明显、交办问题整改不彻底、
反弹严重等问题。针对工作不作为、屡
次不改的严格督查，并将督查结果向全
区通报。

严格奖惩，激励和督促各单位按照7
月 20日全市检查督导安排，一条道路一
条道路排查隐患，一件一件分析问题，一
项一项抓好落实，用“绣花功夫”“工匠精
神”打好打赢这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
升的硬仗。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张群浩）作为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重
要活动，民族大联欢活动将于 9月 12日在黄
河生态旅游风景区举行。昨日，该风景区管
委会召开专题会议就全面落实环境综合整治
提升工作进行部署。

为切实做好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该
风景区成立专项领导小组，依托“路长制”实
行领导分包制，明确责任区域和责任人员，细
化任务延伸到一线人员，做到班子成员亲力
亲为、整治任务有效落实。对照环境综合整
治提升方案，明确了道路广场整修、园林绿
化、环卫整治、旅游秩序、公厕管理、工地达
标、违规经营、文明服务、停车管理、公共场所
不文明行为治理等工作重点。

围绕民族大联欢活动游园线路，炎黄广场、
黄河岸边、黄河地质博物馆等嘉宾主要驻留区
域，该景区将全面启动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
道路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做好沿线区域的绿
化、美化、净化、亮化工程；所有在建项目，倒排工
期，督导推进，力争8月15日之前圆满完工，以优
美环境、整洁形象和良好秩序对外展示。

此外，该景区还将开展文明志愿服务，动
员大家争当文明先行者，争做景区管理员，从
小事做起，对广场、道路、绿化带内的烟头、纸
屑、白色垃圾、杂物等随手清理，共同维护干
净、整洁、舒适的景区环境；在窗口区域、重点
位置设置管理岗位，落实“人人是形象，个个
是使者”的理念；通过加大宣传力度，调动全
员热情，为环境综合整治顺利开展营造浓厚
的氛围。

黄河风景区启动
重点区域环境整治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昨日上午，郑州火
车站地区管委会召开“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华
诞”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动员会，全面
部署站区环境提升工作，即日起开展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确保以整洁清新秩序
井然的站区环境迎接盛会。

4日起，将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整治、交通
秩序综合整治、园林绿化综合整治、赛事服务
宾馆酒店综合整治、文明素质提升、宣传氛围
营造等整治工作，通过整治，达到宾馆酒店周
边老旧楼体立面无明显破损，商铺门头牌匾统
一规范，无破损、脱漆、缺字、缺灯等现象，站区
道路平整无龟裂、坑槽、明显凸起或下陷，井盖
无破损、丢失、移位、凸起或下陷，人行道砖无
松动、坑陷、油污及缺失，过街天桥、地下通道
及道路设施整洁并运行良好；城市家具设施完
好、清扫保洁到位，公厕功能完备、干净整洁无
异味；街面秩序井然，无占道突店经营，无车辆
乱停乱放，无流浪乞讨、流动商贩、黑车、电摩
拉客、街头散发小广告现象；站区宾馆酒店夜
景照明设施完好，亮灯率100%；有文明志愿者
引导，志愿者做到文明用语、礼貌待人、服务快
捷；出租车、网约车、大巴车规范经营，无拒载
宰客行为，无非法营运现象。

以整洁清新井然
站区环境迎接盛会

本报讯（记者 谷长乐）7 月 3 日下
午，市城管局负责人带领检查组，对部
分大型比赛场馆周边、主要路段等重点
区域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情况进
行突击检查。

检查组一行首先来到人民路商圈
和市体育场馆周边，提升改造修葺工作
正在紧张进行中。检查组现场要求，场
馆区域及周边重点区域要高标准、无死
角整治。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龙子湖校区）
南门，现场未见施工人员，施工现场黄
土 覆 盖 不 全 ，施 工 标 准 低 且 进 度 缓
慢。检查组要求相关单位需要紧盯工
期，派专人督导，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
细落实。

郑州师范学院东门荷花街上，道路
中分带内杂草丛生，垃圾堆积，路两侧
围挡不达标。检查组要求惠济区对以
上问题进行整改，让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提升工作落到实处。
当天下午，检查组还先后检查了郑

东新区龙湖水上基地，市第十一中学、
郑州师范学院、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黄
河风景名胜区等比赛场馆周边和沿途
重点路段，排查出施工围挡不规范、存
在违法建设、杂物乱堆乱放、行道树树
穴篦子、绿化带垃圾堆积、架空线缆不
规范等突出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检
查组现场一一交办。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刘睿 文/图）昨天上
午，管城区城市管理局联合交警四大队在郑州市体育
场区域开展交通整顿行动，为少数民族运动会和国庆
庆典期间营造良好出行环境。

管城区城市管理局联合交警四大队及各属地街道
办事处，对少数民族运动会体育场馆、运动员驻地、地
铁沿线及商业繁华区域开展交通整顿行动，先后对市
体育场、文华酒店、地铁五号线周边区域机动车、非机
动车乱停放和违规投放共享单车等情况进行清理整
顿。共出动执法人员 120余人、执法车辆 28台，拖离
乱停放机动车31辆、电动车218辆，张贴违规停车提示
单 72份，清理破损共享单车 50余辆，规范摆放各类非
机动车200余辆。

二七区决战决胜
环境综合整治提升

综合整治比赛场馆周边环境

开展道路交通整顿
营造良好出行环境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孟刘
奇 文/图）惠济区新城街道办事处全员
动员，全员投入，全力以赴开展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行动。

新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提出五个
工 作 机 制 。 一 是 特 殊 时 期 ，特 殊 对
待。建立“早安排，晚汇报”工作机制，
每天晚上 7:00 总结汇报当天工作开
展情况、遇到问题及下步计划，并在第
二天早上全体机关干部 7:50 在一楼
大厅集合时，对前一晚工作进行集中
点评、安排部署。二是建立奖惩、督查
机制。全方位督查覆盖，做到日督查、
日奖惩。三是建立日通报工作动态机
制。每日通报督查情况，确保工作有
实效、有进展。四是团委、妇联、工会、
文明办等群团部门做好志愿者服务及
宣传机制。五是后勤保障机制，相关
部门要全力做好干部职工的后勤保障
工作。全街道上下要强化奉献精神，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全员做到思想统
一、行动统一、标准统一。

通过昨日专项整治大行动，清理垃
圾死角100余处，清运各种垃圾6余车；
清理游商 30余起；拖离机动车、非机动

车 20余辆；铲除“牛皮癣”小广告 80余
个；辖区主干道交通较之前变得通畅，
秩序井然。

五个工作机制确保整治实效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李佳丽 董晨辉）7月 2
日，河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乡村振兴战略”集中宣
讲中牟专题报告会在县委党校报告厅举行。省委宣传部
讲师团团长李德全教授以《在希望的田野上谱写中原更
加出彩的“三农”篇章》为题作了专题报告。

李德全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及丰富内涵”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良好基础及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河南实践”“强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组织
保证”等五个方面，对我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深入
解读。

中牟县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把学习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与深入剖析当前的“三农”形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面临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结合起来，理清思路、坚定信
心、增强干劲，做到学有所获、干有所成，奋力谱写都市田
园新城建设新篇章。

“乡村振兴战略”集中
宣讲活动走进中牟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刘象乾）7月 2日，长篇历
史小说《轩辕大帝》新书发行新闻发布会在新郑举行。

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是在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文化研究
会大力支持下，由河南省作家、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文化研
究会副会长刘宏民创作，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作
者深耕黄帝文化几十年，用长达 20年时间完成了这部长
达120万字的历史巨著。

新郑市黄帝文化研究会有关负责人表示，这部历史
长篇小说是新郑近年黄帝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小
说在充分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全面、客观再现了黄帝
时代的社会风貌、历史进程，全方位、多视角地塑造了炎
帝、黄帝、蚩尤等古代先贤及先民为创建文明祥和社会，
开拓进取、努力奋进、艰苦卓绝、如诗如画的人生经历与
心路历程。

《轩辕大帝》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郑鸿斌）7月 2日，由荥
阳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和京城路街道
共同承办的“京索大舞台”走进狼窝刘社区，为广大居民
群众带来一场丰富多彩的纳凉晚会。

19:30，由平安街社区选送的歌伴舞《祖国你好》，成
为整场演出的“开胃菜”。由多个（村）社区文化队伍和居
民自编自导自演的合唱、豫剧、曳步舞等 17个精彩节目，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独具特色的纳凉文化盛宴，前来观看
的有700多人。

据介绍，“京索大舞台”计划开展 10期，由索河、京城
路街道轮流组织承办，迄今已举办3期。

京索大舞台欢乐送乡亲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阎峥 王钊 文/图）公交
车上有意见箱，还可以直接向党代表公交车长提意见和
建议。7月 3日上午，我市首个党代表“流动车厢”伴随着
车辆发动缓缓从公交一公司开出，穿梭绿城街头，在为顾
客提供服务的同时，也成为郑州街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这个党代表“流动车厢”作为党代表常态化履职、直
接联系服务群众的有效平台，将成为做好群众工作和创
新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该工作室设在 60路公交车上，
是河南省第十次党代会、郑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60
路党员车长曹瑞娟驾驶的公交车车厢为载体。“我未必能
够实际解决什么问题，但是我可以通过不断收集民意，将
它反映给相关的职能部门。”曹瑞娟介绍。郑州公交一公
司还专门在华山路公交场站专门设立了“固定”党代表工
作室，将每月 15日和 30日作为工作室开放日，收集党员
和群众的意见。

据了解，曹瑞娟在组织参加公司和社会组织的公益
活动时，就特别留意收集党员及群众有关绿色出行、低
碳环保、民生实事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截至目前，曹瑞
娟深入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等 40余次，收集各类意
见和建议 180 余条。特别是今年郑州公交对儿童免票
的标准由 1.2米提升为 1.3米，曹瑞娟也是积极向公司有
关部门进行反映，并受到公司各级领导的重视，最终得
以落实。

郑州公交一公司党委书记潘凤君介绍，今天揭牌的
“固定+流动”党代表工作室，主要是依托郑州公交的行业
特点专门设立的，在日常的工作期间，曹瑞娟在为乘客提
供安全、便捷出行服务，同时又能方便的收集各行各业对
郑州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可谓“一举两得”。这种全
程贴近群众、全天服务群众的新方式，将会有效拓宽基层
党员群众反映诉求的渠道，提高党代表服务社会、服务群
众的质量和水平。

党代表
“流动车厢”亮相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99月月88日—日—1616日日
在郑州举行在郑州举行

全力推进城市环境
综合整治提升

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华诞

习近平：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民族的大团结 你我的运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