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须自行清理破损单车

根据考核情况，核减总成绩排名末位的哈啰单车配额车辆
5000辆，核减车辆需在 15个工作日内封存并运离郑州，不得再
次投放。因 ofo 单车破损率高，运维能力不足，未参与此次排
名，根据要求ofo公司需清理破损单车。

街头频繁出现破损、车身变形故障甚至无法使用的共享单
车，对于这些破损单车城管部门要求各单车企业自行对破损单车
进行清理。同时共享单车企业要加大运维保障力量，做到在重点
路段、重要部位出现单车积压现象能够在30分钟内处理完毕。

回收的这些破损车辆最终去向何方呢？城管局工作人员表
示，单车企业会将部分破损严重车辆做报废处理，其他存在部分
破损的车辆可以回收再利用。 本报记者 谷长乐 文/图

夏至一过，郑州也正式进入了一年里最热的三伏天。家住保全东街铁道家园小区68岁的张先生，吃完晚饭拉着老
伴儿在小区院儿里和附近的几条街上散步。“这片儿是老小区，大马路上也没啥转的。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人行道干干净
净，新铺的地砖整整齐齐，连我们院里头也干净整齐了不少，蚊子都少了！”张先生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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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郑州之 ·序化

一些共享单车被频繁使用，但缺乏定
期的维护，就会出现破损锈蚀、配件损坏、
扫码无效，甚至无法使用等问题。这样一
来，闲置单车不仅浪费城市空间，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形象。

记者从市城管局了解到，我市将启动破
损共享单车集中整治行动，要求各企业自行
对破损单车进行清理并加大运维保障力量。

“在小餐馆吃饭像在家一样”
本报记者 李爱琴 通讯员 陈胜利

“没想到现在的小餐馆，也这么
干净整洁，在这儿就餐，就像在家里
一样放心。”在文化路丰产路附近的
一家小面馆，市民张女士和女儿一边
等着吃饭，一边发出由衷的感叹。近
段时间，金水区市场监管局在食品经
营单位推行“6S”标准化管理（整理、
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和食品安全）
成效明显。

以前，由于担心餐饮店的食品安
全问题，张女士很少在外就餐，这次女
儿放学晚，偶尔在外面就餐，干净整洁
的就餐环境、一目了然的后厨状况，让
张女士大吃一惊：“不知不觉身边发生
了这么大的变化，以后可以放心在外
面吃饭了。”

近段时间以来，围绕“办好一个
会 提升一座城”，金水区市场监管局
全面开展市场监管大整顿大提升百

日行动，对接待酒店、早餐店及大型
商超等食品经营单位严格按照“6S”
标准化管理，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划
线定位定量，实行色标管理，全面提
升“6S”标准化管理工作。目前辖区
方中山胡辣汤、王春光早餐、万达金
街作为“6S”标准化管理示范店，持
续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常态化、规
范化管理。

食品经营单位“6S”管理，不仅给
就餐者带来了直观的感受，餐饮经营
者也感到受益匪浅。“‘6S’标准实施
以来，我们在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
打造透明厨房，推行食品原料溯源二
维码，让顾客扫码查询更放心，吃得
更舒心，客流量也越来越大，我们的
生意越来越好了。”在万达金街开小
饭店的汆悦餐饮负责人任先生高兴
地说。

建设路街道是中原区 14个街道
办中面积最小的一个，1.02 平方公
里。虽是“袖珍”型，却五脏俱全。让
人惊诧的是，这里有 66 个无主管楼
院，有的“六旬小区”，虽近“夕阳”，但
经过建设路街道的匠心打造，却玲珑
剔透，别致中透出时尚气息。

不管是走在协作路上，看到典雅
的“微景观”、绘满浓浓“城市记忆”的
文化墙，还是走进桐柏路 191号院这
个1953年建设的老旧小区，时代感和
历史感辉映在红砖青瓦之间，别有一
番情趣。老人悠闲地散步，带孩子的
妈妈抱着襁褓里的婴儿，轻声地哼着
摇篮曲，看着孩子安然入睡。快节奏
的城市，有这样的慢生活，满满的幸福
荡漾在每个人的脸上。

改变体现在细微之处。家住桐柏
路 191号院的于高生老人今年 72岁，
已在小区生活了 66年。让他感到眼
前一亮的是，自己住了一辈子的小区
成了“明星小区”，观摩团、采访团，“长
枪短炮”的聚焦楼前院后。让老人感
到便利的是出门散步，走不多远累了
就能找到石凳子、木椅子歇歇脚。晾
衣服安了不锈钢晾衣架，暖气管“穿”
上了不锈钢“新衣”，就连人防排气孔，
也精雕细刻写上构建邻里和谐关系的
提示语。“有的在小区住了几十年，不
知道楼号，走亲戚的都要下楼接，不然
摸不着门。现在好了，有了楼栋导示
牌，清清楚楚。”于高生说。“出门像进
花园，早上起来一看绿油油的，心情舒
畅。”居民们高兴地说。

一天一个样，每天不一样。康乐里
4号楼的居民赵虹在小区住了近30年，
她说：“以前路灯不亮，天一黑老人不敢
出门，污水横流，夏天苍蝇乱飞。”昔日
曾苦不堪言，而今却变成“江南小院”。

“住在这样的院子里心情好，幸福指数
高。”赵虹感慨小区大变化。背街小巷
也有交通管制，康乐里由无序的通行，
变成了现在的单行道，居民出行不堵车
更安全。许多私家车主感叹新变化。

走在协作路（文化宫路—桐柏路）
段，仿古灰砖墙别具特色。墙上的“为
美丽郑州建言献策”的留言板最受欢
迎，由于附近有互助路小学，有了“涂
鸦”板，也为孩子们的自由发挥提供了
去处。“小广告没了，街道上垃圾纸屑
也少了。”50多岁的闵阿姨，重回郑州，
感慨街道变化大。“口袋公园”“微景
观”是建设路街道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也方便了市民的休憩、锻炼。

小红帽、红马甲是建设路街道各个
小区的“标配”。建设路街道志愿者活
动“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人人都
是志愿者。他们走进小区指导垃圾分
类、开展卫生大扫除；走上街头，开展文
明交通执勤、劝导不文明行为、规范非
机动车停放。郑州市五星级志愿者王
娟娟介绍，建设路街道志愿服务活动丰
富多样，“白玉兰志愿者服务队”进社区
义诊、河南省工人文化宫“五个一”，利
用节假日深入医院病区、社区开展帮扶
陪护等。建设路街道还依托五一公园
活动阵地举行了“爱心无止境，捐助见
真情”“畅享公益，共创文明”“志愿者文
化节”为主题的文化活动，以活动为载
体传播文明新风，崇尚善德。

变化在身边，生活如蜜甜。百姓的
小日子、小幸福就在不经意间的变化中
收获满满。走在建设路街道的大街小
巷、社区、楼院，记者能感受到扑面而来
的清新之风，感受到幸福和谐的氛围。

“现在吃穿都不缺，更不缺的是幸福的
感觉，从出家门到进院门，内心那个叫
舒畅。”采访时，居民道出心里话。

发现郑州之 ·洁化

“微景观”提升居民幸福感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李悦鑫

“看到路面干干净净，不好意思乱扔烟头”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蔡晓红

“时代是出卷人”。随着民族盛会和新
中国 70华诞的一天天临近，郑州人面临一
份共同的卷子，面对的是一道“必答题”：展
示惊艳之美，彰显洁净之魂。

作为中原窗口，金水区上上下下勠力
同心，用绣花功夫书写一个字：洁。

“我们是答卷人”。作为确保道路和公
共场所洁净的主力军，金水区城市管理局
是认真地——

对辖区商业街、汽车站等重点区域
实行“三班制”24 小时保洁，快速路、主
次干道按照“两班半”配备人员，6：00 至
24：00，保洁时间不低于 18 个小时。同
时，沿街单位（门店）生活垃圾采取设置
垃圾桶定点投放，每天清扫作业结束后
必须收集一次，全天定时收集，实现垃圾
收集全覆盖。

“重点区域、主次干道垃圾滞留时间不
超过5分钟，其他路段垃圾滞留时间不超过
10分钟。”金水区城管局环境卫生管理队队
长聂思民说。

连日来，金水区的清扫车队出车频次
明显加大，夜间对辖区主次干道冲洗一次，
白天对主次干道及场馆周围等重点区域进
行机扫作业不少于 4次，洒水降尘作业不
少于 6次。一个“大数据”，尽显洁化之功：
金水区城市管理局五个专项督查组累计发

现问题 265处，整改问题 265处，整改率达
100%。

“人民是阅卷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
姓的口碑，我们的家园干净不干净，居民最
有发言权。今年 50多岁的老刘，是西关虎
屯的老住户了，他每天晚上都有遛弯散步
的习惯，但前后感觉却大不一样：“俺家隔
壁就是国贸 360，以前打丰产路出来到 360
广场，一路上都得小心谨慎走路，为啥?怕
一不小心踩住西瓜皮之类的垃圾。现在
呢，抬头灯光璀璨，脚下干干净净，放心大
胆走吧，咱郑州可有大都市的范儿了。”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中，市民也不仅仅
满足于“乐享者”、旁观者。花园路街道通
信花园社区就组织了别出心裁的“跑拾捡”
活动，就是把跑步健身和捡拾垃圾结合起
来，一举两得。“可现在我们的‘跑拾捡’活
动快开展不下去了，为啥？到处都是干干
净净的，路上想捡个矿泉水瓶之类的垃圾
还真困难呢！”“跑拾捡”活动的带头人、花
园路街道通信花园社区老党员张美荣“反
弹琵琶”说变化。

人改变了环境，环境也在改变人。同
样是“遛弯一族”的窦先生最近也改掉了随
地扔烟头的小毛病。他说：“现在走在大街
上看到街面干干净净，环卫工辛辛苦苦地
工作，实在是不好意思乱扔烟头了。”

市容环境大扫除 扮靓俊美新绿城
本报记者 谷长乐 文/图

我市通报单车公司突出问题

据第二季度共享单车运营服务管理情况
通报，按照市级考核成绩占比 70%和区级考
核成绩占比 30%的原则，城管部门对市区互
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的服务质量进行考核发
现4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重点区域运维能力不足。单车企业对
地铁口、高铁站、火车站、医院、学校等重点

区域高峰时段的运维管理不到位，存在重

点区域乱停乱放、车辆积压、挤占公共道路

等现象，对市容市貌及市民出行造成不利

影响。

破损单车清运不及时。目前随着各单

车企业投放车辆运营时间逐步增长，部分单

车出现了破损现象，市民无法正常骑行，企

业对破损单车清运、回收不及时，造成部分

破损单车闲置积压在道路旁，遗弃在绿化

带、沟渠中。

违规投放电动自行车。多次发现在市区

违规投放租八戒、悟空、萌小明等共享电动车

及哈啰出行租售电动车，电动车的违规投放占压市政道路，给交

通出行带来不便。

禁停区设置落实不到位。通过检查各企业APP禁停区设置

发现，ofo、哈啰、摩拜和青桔单车均未按规定设置所有禁停区。

其中，ofo遗漏 34处禁停区、哈啰遗漏 25处禁停区、摩拜遗漏 9

处禁停区、青桔遗漏5处禁停区。

突出重点着力治理脏乱差

今年 5月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
通知，部署各地通过开展城市道路大清
扫、“城市家具”大清洗、市容环境大清理
的“大扫除”活动，全面强化城市主次干
道、背街小巷市容市貌管理，让城市干净、
整洁、有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以新的面貌迎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通知印发后，我市组建由市、区、办事
处、社区及沿街单位、门店共同参与的“路
长制”工作队伍，以“路长制”为载体，集中
开展城市家具清洗刷新和捡烟头、捡垃圾
全民行动及亮化绿化行动、施工围挡整治
等十大专项整治。

重点对出入市口、高速立交桥区、高速
上下匝道等区域进行整治，做到重点区域
周边 100米范围内无垃圾杂物、无污泥污
水、无乱搭乱建、无黄土裸露。对绿化区域
进行管理，绿地有专人管养维护，绿地内无
垃圾杂物、无杂草丛生、无缺株死株、无黄
土裸露现象。

提高质量加强城市家具清洗

我市结合环卫工作实际及工作特
点，采取多项有力措施。加强道路机械

化清扫保洁作业，推行“以克论净、深度
保洁”的作业模式。机扫作业驾驶员每
台车“三班制”、每班次 1∶1人配备，冲洗
车每台配备不少于 2 名环卫工人（跟车
工）辅助作业，主干道、高架道路机械化
清扫冲洗率达 100%，市域机械化清扫率
达到 93%，实现机扫作业路段全覆盖、作
业时间无空档。

主、次 干 道 积 尘 不 超 过 5 克/平 方
米。火车站、二七广场、商业街、机场等
重点区域实行“三班制”保洁。地铁口、
宾馆、场馆、广场等区域要落实责任制，
做到清扫到边、保洁到位，确保无卫生
死角。重点区域、主次干道垃圾滞留时
间不超过 5 分钟，做到“路无杂物、垃圾
不落地”。

城市家具清洗方面，果皮箱（垃圾桶）
清掏、冲洗、擦拭同步开展，每天不少于 2
次。交通护栏、道路侧石、硬隔离做到无积
尘、无明显污迹，每天擦洗不少于 2次；防
眩板、防撞墙做到无积尘、无明显污迹、呈
现本色，每周擦洗不少于2次。

健全机制强化督导和考核力度
根据我市环境卫生整治提升工作方

案，要求全市范围内开展市容环境卫生专
项整治活动，全面提高城市保洁标准和频
次，严格执行主干道路机扫水洗全覆盖，
加强垃圾收集、运输、处置管理，确保道
路、广场等公共空间无垃圾积存，整个城
市无卫生死角。

环卫日常检查成立了 3个检查组、1
个督导组，制订了《“迎民族盛会庆七十
华诞”环境卫生督查考核工作方案》，每
天对全市的清扫保洁、环卫设施、卫生死
角进行督导检查；道路绿化成立了 4个巡
查组、2 个督导组、2 个专业组，制订了
《道路绿化管养督导考核方案》，每天对
全市道路绿化工作进行检查督导。同
时，将环卫保洁、绿化提升纳入“路长制”
第三方考核内容，建立日督导日通报、周
考核周评比制度，按照市政府有关要求
实施奖惩。

“走在大街小巷，内心充满家园归属感”
本报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魏忠喜

细心的市民都发现，连日来，随着雾炮
车、环卫工清扫频率的上升，自己生活的周
边环境“颜值”不断被刷新，曾经的“脏乱差”
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焕然一新的社
区、道路环境，一度被二七辖区的居民热议：

“城市在发展，社会在提升，拥有常态化的整
洁环境，才真正符合郑州的‘国际范’！”

每天凌晨开始，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
中时，位于兴华南街 82 号的二七城管局
环卫总公司就开始忙碌起来——各类机
械化保洁车陆续驶出，路段环卫工人开
始上路，全区 257 条主次干道、背街小巷
的清扫保洁开始新一天的维护，机械化
吸尘、洗扫、冲刷、洒水降尘工作及 27 座
垃圾中转站日产千余吨居民生活垃圾开
始新一天的运转。

“现在，我们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90%以上。”二七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全区每天上路机械化作业车辆 200
余台，3台深度保洁车对辖区重点道路进行
深度洗扫作业，利用其特有的超强剥离与
清除能力，确保作业后的道路黑明干净，污
染物完全清除，无残留。25台多功能小扫
车利用其车身小、低速行驶高速清扫的特
点对主次干道辅路进行清扫保洁，作业过
后道路浮土、杂物、垃圾一扫而净。

记者了解到，凌晨 1时 30 分至凌晨 6
时 30分，二七区所有保洁车辆充分利用夜
间人流量、车流量较少的时间段对主次干
道不同道路采取梯形作业方式进行机扫保
洁作业，高压冲洗车在前洗扫车在后收水

洗扫，车辆联合作业、协同配合，对道路进
行彻底地冲洗作业，做到道牙无尘、路见本
色。快速路、主次干道推广机械化作业与
人工清扫保洁合理配合，以机械化作业为
主，人工清扫保洁辅助的作业模式。加大
道路吸尘、机械化洗扫、洒水降尘频次，延
长机械化作业时间充分发挥机械化作用，
逐步提高主次干道和背街小巷的机械化清
扫率，全方位抑制道路扬尘。

同时，二七区结合道路实际情况，“全
天候”合理调配环境清扫保洁人员、车辆，
科学制定清扫保洁班次，提高保洁速度，缩
短保洁周期。坚持人机配合，交替作业，做
到“人停机械不停”，达到 24小时全天候持
续开展清扫保洁作业。

“精耕”城市卫生保洁，收到的是市民
的一致点赞。退休职工李女士说，从未见
过自己生活的城市如此用心、用情、细致入
微，走在大街小巷，看着一天天靓丽干净的
城市环境，收获的是更多的赏心悦目和家
园的归属感。

二七区城市管理局环卫总公司负责人
表示，在保持城市洁净的基础上，还将加大
卫生保洁覆盖面，形成“横到边、纵到底”的
全覆盖作业范围。定期开展卫生死角清
理，及时清除城市“顽疾”，定时收集沿街门
店和清扫垃圾，做到垃圾不落地、不遗漏、
不在路边堆放，全覆盖做好卫生保洁工
作。通过精细保洁，创新保洁，深度保洁，
立体作业的工作方式，为二七辖区市民营
造整洁、有序、舒适、愉悦的城区环境。

治理模式：
控总量贴标签设禁停严考核

自2017年初至2018年10月，以ofo、摩拜、青桔、哈啰
为主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未与城市管理部门沟通，
累计投放车辆超过60万辆，这些企业普遍未经许可在公共
空间人行道、盲道私自施划停车区域设点布车，零成本占
压市政道路停放车辆经营，导致局部交通拥堵，存在安全
隐患。在许多繁华路段，摆放的共享单车绵延数百米，挤
占了公共空间资源。

去年以来，我市严格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发展理念，学习先进、结合实际、积极作为，着重从政策制
定、容量核算、严格考核等方面加强精细管理。目前，郑州
市区共享单车总量已从60万辆压减至34万辆，乱停乱放
现象由2018年8月份约21000件，下降到2019年4月份约
7900件，市容市貌和交通秩序得到明显改观。

总量内真实控制投放额，共享单车加装“身份”二维
码。我市制定了《郑州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二维码标签管
理实施方案》，要求每一辆共享单车必须加装二维码标签
作为车辆合法性身份的标识，通过二维码标签信息与各共
享单车企业车辆基本信息绑定来实现运营车辆的信息备
案。目前在市区投放的34万辆共享单车全部实现了标签
绑定管理。

考核成绩奖优罚劣，倒逼共享单车企业规范运行。从
去年开始，市城管部门开始对共享单车企业的规范管理工
作进行考核排名。考核采取第三方公司与各区（管委会）相
结合方法进行，考核排名末尾的需核减单车配额5000辆。

试行禁停区管理，以科技引导外围疏散。为缓解市区
重点区域交通压力，提高道路通行效率，试行了共享单车
禁停区管理，要求企业在公示的禁停区域设置电子围栏，
违规停放的车辆用户将被扣除5元转运费。目前在市区共
设置禁停区113处。

开通“市长信箱”“局长信箱”“立刻办”，及时处理和反
馈投诉举报。对于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市民可以通过市长
信箱、局长信箱、立刻办等方式进行举报。用户的投诉、咨
询信息24小时内有处理结果。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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