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中午，东大街与城东路交叉口，电动车违规
载人存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王秀清 摄

昨日中午，在京广北路京广实验小学门口，一名驾
驶员在车内休息，很不文明地将光着的脚丫伸出车窗，
这样的陋习该改改了。 本报记者 王秀清 摄

推进“6S”标准化管理
提供高质量食品保障高新区：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提升聚焦六大区域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记者从
高新区管委会获悉，该区近日召
开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再部署
再动员大会，将 2 个赛馆、3 家酒
店、贾鲁河西流湖段等六大区域
列为第一阶段重点整治范围。

会议指出，打好高新区城市
环境综合整治提升，第一阶段要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把六大
区域、47 条线、77 个路段干成干
好，交一份满意的答卷。第二阶
段，把第一阶段当中形成的好的
理念、好的作风、好的工作组织方
式，在全域进行一轮重点推广，突
出解决停车场、垃圾、围挡、架空
线等问题，把“钉子”拔一拔。第
三阶段，国庆节以后，根据全市安
排，用两到三年实现城市面貌有
根本性的改观。

高新区第一阶段城市环境综
合整治提升工作六大区域，2个赛

馆为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3
家酒店为光华大酒店、希尔顿欢
朋酒店、华智酒店，最后一个区域
为贾鲁河西流湖段。会议要求，
对六大区域周边的 47条道路、77
个责任路段，82个社区，要开展重
点整治，以绣花功夫精工打造；围
绕中心广场、雕塑公园等一些群
众、游客较多的区域，以及重点出
入市口，要抓好环卫保洁、绿化美
化；对环城高速、北四环、西四环、
西三环、科学大道、瑞达路、雪松
路、莲花街等重点道路，要确保整
洁美观，交通顺畅。要统一抓好
五项整治，分别为市容环境综合
整治、交通秩序综合整治、园林绿
化综合整治、城区亮化综合整治、
居民楼院综合整治。要全面提升
三个基础，即提升群众的文明素
养，提升大气环境质量，提升安全
保障水平。 43路双层纯电动公交车投运

党员志愿者助力文明交通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刘春香）为助力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扎实推
进绿城“春雨行动”文旅志愿服务
开展，为民族盛会在郑举办营造
和谐平安文明的交通环境，即日
起，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将组织
党员志愿者于上下班高峰期在农
业南路与平安大道交叉口开展为
期一个月的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
动，以协助交警维护交通秩序，切
实增强市民的文明交通意识。

昨日 7时 30分，该局机关人
事处党支部全体党员准时来到
农业南路与平安大道交叉口，协
助交警规范市民交通行为。大
家向执勤民警详细了解协助劝

阻不文明交通行为、规范非机动
车和行人交通违法行为等基本
交通常识后，精神抖擞地走向农
业南路与平安大道的四个路口，
向外来游客提供问路咨询、向过
往市民进行文明交通知识引导、
向非机动主发出不逆行和不闯
红灯的温馨提醒。

在一小时高峰期内，志愿者们
头戴小红帽，身穿红马甲，手持小
红旗，对过往车辆及行人进行热情
引导服务，不厌其烦地讲解交通规
则，生动展示了该局党员志愿者的
良好形象，以实际行动表达“温暖
这座城、文明这座城、文明你我他、
喜迎民族运动会”的志愿服务宗
旨，受到过往群众的肯定。

交警“三教育一采集”
超长版上线

异地互查
三天查处酒驾17起
本报讯(记者 张玉东 实习生 宋玉鑫 通讯员 张二朋）为创

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市交警支队于 7月 12日至 14日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异地用警统一行动。其中，五大队辖区三天共
查处酒驾15起，醉酒驾驶2起。

7月 12日 21时 38分，民警在丰庆路与三全路口开展查处
行动时，发现一辆豫A8F8××黑色小轿车行驶至丰庆路三全
路口离红绿灯 100米处时突然停下，一名男性驾驶员试图弃
车离开，民警立即组织警力控制住该驾驶员，经酒精测试仪检
测呼出气体酒精含量达52mg/100ml。

经询问，该车驾驶员王某，当晚和两个朋友在丰庆路附近
一家饭店喝了两瓶啤酒后驾车离开，车里还带着自己怀孕七
个月的妻子，沿丰庆路行驶至三全路口时被民警查获。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给予王某驾驶证记 12分、罚款
1500元的处罚，并暂扣驾照6个月。

据了解，在夜查统一行动期间，异地互查民警在城区主干道、
人流密集地等路段设置查车点，对过往车辆驾驶人员逐一进行酒
精含量测试检查；辖区民警在城郊接合处对所有车辆逐车严格检
查，重点查处酒后驾驶、无牌无证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面提升
路面管控效能，发现一起从严处理一起，形成高压严管态势。

“清风志愿服务队”上岗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
讯员 马丽萍 文/图）昨日上
午，金水区纪检监察系统及巡
察机构“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
华诞”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

式，140 余人的“清风志愿服
务队”宣誓出征。

金水区纪监负责人表示，
“清风”志愿者们要将盛会保障
工作与纪检监察工作、巡察工

作结合起来，把责任扛起来、把
使命担起来，积极投身民族盛
会保障工作；要分小组、分主
题、分重点，在金水区有针对性
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利用好
民族运动会这个契机，做到全
区纪检监察系统和巡察机构全
员参与、全心保障，把金水纪检
监察“铁军”和巡察队伍的良好
形象塑造好、维护好。

启动仪式一结束，“金水
清风服务队”便将整装待发，
第一时间投入志愿服务工作
中去，在重点区域、赛事接待
宾馆、老旧居民小区等场所进
行志愿服务，主要包括文明交
通志愿服务及城市环境整治
服务，并根据指挥部现场指导
有关指示要求，随时开展相关
志愿服务活动。

开展交通志愿服务
引导行人文明出行

本报讯（记者 曹婷 通讯员
柴娜）记者昨日从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了解到，为助力民族盛会，
打造和谐平安文明的交通环境，
志愿者们将协助交警在陇海路与
桐柏路口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文明
交通志愿服务活动。

据了解，上下班高峰时间，陇
海路与桐柏路交叉口人流密集。

由于该路段正在进行地铁施工，路
口多处有围挡封闭施工，一些行人
和电动车不小心会走到机动车道。

昨日上午，志愿者们头戴小
红帽，身穿红马甲，手持小红旗，
在路口对不按交通信号灯通行、
在斑马线上逗留、乱穿马路等不
文明行为进行劝导，积极引导行
人和非机动车辆遵守交通规则。

民族运动会主题站台亮相
站务长学礼仪强服务

本报讯（记者 张华 通讯
员 张伟）昨日，快速公交组织
各线路站务长、岗位上的服务
能手们，聚集在北三环丰乐路
民族运动会主题站台上，集体
学习服务文明用语和礼仪知
识，为盛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
的乘客们提供优质服务。

“微笑时嘴角自然上扬，
眼神要柔和，与对方眼神接触

时要点头致意。”在站务长郭
鸽的带领下，全体参培的站务
长克服酷暑，队列整齐，进行
礼仪练习和相关服务知识的
学习。

“服务民族体育盛会，各
项服务技能都要过硬。我们
将对所有站务长以及志愿者
进行礼仪、服务技能、文明出
行等工作专项培训，用自己的

真诚微笑和周到服务，让来自
四面八方宾客，感受到郑州市
民的热情，我们全体站务长齐
心协力全力保障服务好本次
盛会。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
精神通过公交这张流动名片
传递给大家，通过小小的公交
站台向五湖四海的来宾展示
文明、卫生、和谐、进取的城市
形象。”站务长郭鸽讲道。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
讯员 沈节娟）昨日，记者从郑
东新区管委会了解到，郑东
新区将以“迎民族盛会，庆七
十华诞”为契机，加快推进食
品生产经营单位“6S”标准化
管理，为参会运动员和嘉宾
提供高质量的食品保障。

连日来，郑东新区食药监
局不断加大全国民族运动会
运动员接待宾馆及周边街区
餐饮单位的督导检查力度，明
确提出以运动员驻地闭馆及
周边街区为单位逐街打造

“6S”标准化管理示范店，并通
过组织观摩培训，动态微信反
馈等，带动街区其他食品经营
单位查标对准，全面整体提
升。为了确保工作成效，郑东
新区依托网格化、路长制工作
管理机制，融入区级下派工作

组，联合办事处、社区及其他
职能部门，围绕运动会运动员
驻地周边、网红区域、主要商
圈、河南特色品牌店、郑州特
色消费集中地等重点区域，主
动融入全区范围内开展的城
市环境综合整治和食品安全
大整治、大提升工作之中。对
整改问题拖拉、措施不得力的
单位，通过张贴告示、曝光等
手段，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

息迁就。
与此同时，按照“办好一

个会、提升一座城”的指导方
针，郑东新区通过宣传发动，
在全区所有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中招募一批志愿者，组建
好食品药品志愿者服务队
伍，组织好一系列志愿者服
务活动，主动参与到城市文
明提升，展示郑州良好城市
形象。

本报讯(记者 张玉东 实习生 宋玉鑫 通讯员 李霞 文/图）
为进一步加强火车站地区交通秩序综合治理效果，交警三大
队针对非机动车多次交通违法行为推出超长版“三教育一采
集”，对于多次违法的非机动车驾驶人，暂扣非机动车，除了现
场书写无交通违法承诺书，还要现场体验交通执勤 3小时，学
习交通法规 3小时，通过所有学习课程，才能够取走自己被暂
扣的非机动车。

昨日8时30分，几名多次违法的非机动车交通参与者来到
交警三大队车站岗，这些人中大部分为外卖从业者或者快递从
业者，因为要“与时间赛跑”争取尽快送达，经常无视交通规则，
见“缝”就插，交通法律法规意识淡薄。

据介绍，其中一名交通参与者曾经有过 28次非机动车交
通违法行为，像这种每次交通违法被查后，只交20元罚款或者
站岗半小时对他来说违法成本太低，并没有起到警示效果。

昨日，交警三大队组织第一批超长版“三教育一采集”的交
通参与者来到大队车站岗，在取回自己被暂扣的非机动车之前，
写下无交通违法承诺书，并在车站岗配合交警疏导交通，劝导不
文明行为。通过这样的体验式教育，这些交通违法者承诺，今后
绝不会再有交通违法行为，取得了比较好的教育效果。

下一步，交警将根据实际情况，对多次违法的非机动车驾
驶员加大处罚力度，增加其违法成本，震慑非机动车违法行
为，通过多种手段，降低非机动车违法数量，提升道路交通环
境的文明、有序、安全、畅通。

迎宾路街道：

推行七项工作机制
综合整治市容环境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靳荣荣 张俪凡）自惠济区开展城
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以来，迎
宾路街道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全
面推行争分夺秒抓进度、强化宣传
抓氛围、上下联动成合力、突出重
点抓落实、压实责任强担当、加强
督查严监管、做好后勤保服务七个
工作机制，打好打赢这场攻坚战。

市容环境综合整治。针对环
境卫生，继续加大清扫保洁力度，
确保垃圾日产日清，不留卫生死
角，同时加大对违法违章建筑的
拆除力度。

交通秩序综合治理。加大治理
力度，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联合
交警部门重点对英才街、银通路、新
城路机动车乱停乱放进行集中整
治，共拖离违规机动车550余辆，张
贴违法停车告知单680余份。

开展园林绿化综合整治。全
面提升城市绿化整体水平，实行

拆墙透绿、见缝插绿，去除绿化带
死株 100余株，香山路、荷花街行
道树修剪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重点区域综合整治。对辖区
万达广场周边、迎宾路、英才街国
基生活园区内外等门店较为集中
区域的二层以上违规门头广告牌
匾进行拆除；对人行道破损地板
砖进行拉网式排查并修复。

重点道路严管严治。建立了
英才街等重点道路严管严治制
度，落实常态化长效管理，城市管
理员、执法中队及协警昼夜不停
歇开展巡查。

街道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会
继续深入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提升工作，拉高标杆、压实责任，
促进市容市貌、城市管理和市民
素质提升，切实做到“一天一个
样，每天不一样”，努力实现“整
洁、有序、舒适、愉悦，序化、洁化、
绿化、亮化”的目标。

相关链接
我市食品生产经营单位“6S”标准化建设基本内容，

即整理(Seiri)、整顿(Seiton)、清扫(Seiso)、清洁(Seiketsu)、
素养(Shitsuke)和安全（Safety）。该标准要求，餐饮区域清
除掉不需要的东西，保持工作现场无垃圾、无污秽状态；
工作人员保持整洁、卫生。

本报讯（记者 张华 通讯
员 连柏梁 文/图）昨日，郑州
公交四公司将 43 路的老式
双层车更换为新型的纯电
动双层公交车，新车上线第
一天，就迎来了乘客和车长
们的“围观”。

走进这辆“土豪金”公交
车，立刻就会被整洁、豪华的
车内场景所惊叹，车内全部
装 配 软 包 座 椅 ，座 椅 边 有
USB 充电插口，后排甚至还

有两张长方形的桌子方便乘
客放置随身的小件物品，满
满的“高大上”。

走上“二楼”，由四块特
种钢化玻璃构成的全景天窗
瞬间吸引住了大家的眼球，
在提供良好光照的同时，还
能隔绝紫外线，更重要的是
可以当作逃生窗使用。

“开着这个炫酷的大家
伙 ，明 显 感 觉 到 和 曾 经 的

‘老伙计’有很大区别。不

光开着舒服了，最重要的是
乘客乘坐很舒适，很多乘客
上了新车以后很惊喜，纷纷
拿出手机拍照，就像是来郑
州旅游的游客一样。”开着
新车跑了一趟后，43路车长
何雪平兴奋地说，“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即
将举办，我也等不及要开着
这‘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新
型公交车，迎接来自五湖四
海的同胞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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