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基层 人大代表为环境整治提升建言献策

通过平日深入调研、观察走访和集中视察，代表们对郑州当前推进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有了更加全面的
了解。他们结合自身所见所闻，不仅在这项工作中起到表率和模范带头作用，还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

“最近，我市在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提升工作，上下协调一致，措施科学有
力，成效非常明显。”市人大常委会委
员、市人大预算监督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张福清说。

“作为人大代表，我一直关注城市
环境的综合整治提升工作，也都积极参
与到了这项工作中来，比如参加志愿服
务、视察重大工程建设等。”张福清建
议，下一步，城市管理还需要在规划引
领、基础设施提升、精细化服务上进一
步下功夫，努力推进城市管理的制度
化、社会化、智能化、标准化。他呼吁，
广大市民要树立郑州是我家、建设靠
大家的主体意识，积极参与城市环境
提升工作，把郑州建设得更加美好、更
加宜居。

市人大代表罗丽：
把监督“触角”深入到城市管理最基层

作为一名郑州市人大代表，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
丽时刻关注着郑州城市环境发生的可喜变化。“郑州自全面开展城
市环境综合提升工作以来，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内各区
都结合自身实际，打造不同的道路景观、沿街风景。老旧小区升级
改造工作也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不少老旧小区已经焕发出了
新的容颜，辖区群众的生活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罗丽说。

全国民族运动会是展示郑州良好形象的重要机会与平台，罗
丽建议，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持续美化我们的环
境；全市人民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城市环境综合提升工作中来，
维护好眼前的这份美丽；各级人大代表要履职尽职，把依法监督
的“触角”深入到城市环境提升的方方面面，让郑州的城市环境越
来越美。

“经过平时的观察和今天的视察，
可以明显感受到，全市的整治效果已经
得到显现，市容市貌有很大的改观，更
美了、更靓了、更好看了，‘四化’的标准
逐步得到落实。相信在民族运动会开
始前，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市人大代
表、郑州市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孙依群说。

孙依群希望，全市上下同心协力抓
城市环境提升的氛围能够长期保持下
去，让郑州成为“四化”标准的模范城
市。“在下一步的整治过程中，要注重抓
细节，从细微处入手，用高质量发展的
理念来做这项工作，让整治效果更长久
地惠及郑州市民。”

市人大代表刘本彩：
通过综合整治提升郑州的美誉度

“城市形象的提升将带来整个城市的新变化，要通过城市环境
综合提升工作的推进，让郑州的城市形象发生本质改变，进一步提
高郑州的知名度、美誉度。结合自身工作，作为城市管理工作者，
要更好地建设管理好城市河道，让城市水系更美丽，城市景色更漂
亮。”市人大代表、郑州市城区河道管理处总工程师刘本彩说。

刘本彩建议，将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进行长期规划，
结合城市建设进度持续整体推进，减少重复建设，少走弯路，进一
步提升城市形象。

市人大代表郭素琴：
建立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长效机制

“身为人大代表，我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为带动更多居民积极
参与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做生态文明加法，做文化建设加法，做公
共文化加法，形成人人自觉维护环境卫生，营造环境整治的良好氛
围。”市人大代表、河南省汇城基础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素琴说。

“全市上下群策群力，攻坚克难，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地进
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郑州的大街
小巷，都披上了新装。”郭素琴建议，城市精细化管理贵在“精细”、
贵在“坚持”，希望在后续的工作中，要纵向延伸，建立长效机制，
让郑州之美能够保持下去，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自觉，
形成“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受益”的社会氛围。

市人大代表张福清：
努力推进城市管理制度化标准化

市人大代表孙依群：
“四化”标准逐步在郑州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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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城市环境改善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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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取得新进展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推进以“路长制”为抓手的
城市精细化管理改革，扎实开展“迎民族盛会、庆七
十华诞”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城市形象明显改
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目前，“路长制”实施范围已从城区扩大到县
（市），责任道路3000余条（段），设置一至三级路长
2556 名。全面推进市政道路设施升级改造，累计
完成中修道路 77条，道路小修 85.44万平方米，今
年还计划对 128 条支路背街实施综合整治提升。
已建成公园、微公园和游园 332个，完成绿道连通
530公里，市区新增绿地面积2912万平方米。

在提升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切实加强环境卫生
管理，市区主干道、高架道路机械化清扫冲洗率达
到了100%，市域机械化清扫率达到93%。针对“四
个中心”周边区域、出入市口及周边区域、主要景区
及周边区域进行综合整治。

同时，加大停车泊位建设和共享单车整治力度，
今年新增泊位 17210 个，新增限时免费停车泊位
160个；计划清运破损单车 4.3万辆，已清运 24240
辆。此外，还加快农贸市场建设工作，开展老旧居民
区整治，加强施工工地管理和河道水域治理。

实地督导
确保城市环境整治提升有明显成效

自我市城市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启动以来，市人
大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开展专题调研，按照市委专
项督查工作要求，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新中、
张春阳、王福松多次带领督导组到金水区、中原区、
航空港区，深入社区小巷，走访重点地区和重点道路，
实地察看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进展情况，发现问题、提
出整改要求和意见，以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在金水区西太康路大卫城、人民路丹尼斯、花园
路国贸360商场周边，作为郑州市主要商圈，督导组
相关部门对这些区域内环境卫生、交通秩序等工作
进行再整改、再部署；察看中原区“四个中心”周边环
境整治提升工作后，督导组提出，要细化工作方案、
将整治工作做细做实，既要保证时间节点，又要做到
质量优先；在航空港区，督导组认真听取郑州机场区
域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汇报，并要求，航空港区要
做好道旗设立、绿植补栽、车辆管理等外围环境综合
整治提升工作，以热情好客的态度、整洁有序的环
境，充分展示港区良好形象，迎接民族盛会。

此外，为围绕迎接全国民族运动会，贡献人大
力量，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全员注册成为民族运动会
城市志愿者、全员参与绿城使者志愿服务活动。

目前，已组织参加“绿城红绿灯”文明交通志愿
服务活动20余次。

鲜花带笑颜绿雕迎客来
600余万盆鲜花扮靓高速出入口

“内外兼修”
扮靓郑州地铁新妆容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刘彦峰）昨日，记者从郑州地
铁了解到，为进一步优化乘客出行体验，助力郑州城市综合
整治提升工作，郑州地铁从站容站貌环境改善、人员综合素
养提升、服务品牌形象升华三方面着手，内外兼修，致力打造
环境更加优美，服务更加贴心的车站。

从1号线到5号线、从站内到站外，郑州地铁87座车站织
线成网，按照“去余、去闲、去杂、去乱”的原则，在站容站貌提
升过程中全面开启“焕新模式”。全面梳理，对冗余设施进行
深度核减，撤除线网临时票亭、宣传架、部分TVM及闸机上
方吊旗，拆除既有线不锈钢栏杆，并开展玻璃栏杆加装工作；
移位公共区商易行展架，梳理可视化导向标志，更新3D街区
图，清除出入口小广告、屏蔽门破损保护膜、自助售货机翘角
贴画及过期广告。同时在24座重点车站站内设置摆放绿植，
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站内平面布局有序、美观，设备稳定可靠，
致力打造可以看到的环境提升；针对出入口周边出现的影响
环境美观现象，及时巡视并着手整改。针对出入口共享单车、
电动车乱停放等现象，站务工作人员总结经验，研究“搬运神
器”——四轮小推车，主动治理，使其成为环境治理好帮手。

“文明素养是一次实践课题”，坚持文明导向倡导文明行
为，郑州地铁通过开设“站台之星”“微笑挑战赛”评比，带动
员工服务热情，及时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制止。关注仪容仪表
细节，通过开展微笑服务培训，建立580工装维修点，为车站
配发“仪容仪表百宝箱”，员工自发清洗志愿者马甲，全体人
员致力用最优雅、最专业的形象服务乘客。

全面唱响“晶晶服务”品牌新风貌。郑州地铁号召各行
各业志愿者参与志愿文明乘车引导，联合 12个共建单位共
同推行“文明乘车推广日”活动，以“晶晶”带动全员利用休息
时间对乘客宣传、引导，劝阻乘客排队候车时拥挤、加塞行
为，引导广大市民乘客文明出行。据统计，目前线网重点车
站排队候车率达94%以上。

郑州全媒体明天起推出
《最美示范街区》系列报道

“报台网微端”联动，用全媒体视角和
创新表达方式发现郑州之变、郑州之美

干净整洁、绿植茂盛、红花点缀、出行通畅。漫步街
头，惊喜连连。

郑州，出落得楚楚动人。
一座城市的建筑、绿廊、景观、雕塑等构成这个城市的

“家具”和“会客厅”。
一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决定了市民的幸福指

数。让市民诗意地栖居在天地之中、黄河之滨的郑州，是
城市管理者的不懈追求。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调研民族运动会执委会工
作情况和环境提升工作时强调，做好序化、绿化、洁化、亮
化的文章，实现市容市貌和城市管理新提升。要坚持“以
人为本”，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着力转变城市发展方
式，加快打造有秩序、有气质、有品位的宜居宜业城市，以
高质量的城市环境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座让人爱上的城市，不仅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广厦，
更应该有宜居宜业追求品质的人文情怀。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路长制”开展以来，郑州正在以
“绣花功夫”管理城市，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服务、从突击整
治向长效管理、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参与、从简单粗放向精
准施策加快转变，全市各级城市管理责任得到层层传导、
各种城市治理活力得到充分激发、各类城市顽症痼疾得到
源头治理，城市形象明显改善。

郑州，正在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打造一座整洁、有
序、舒适、愉悦的城市。

宜居宜业，是为城，更是为人。
明天起，郑州全媒体——《郑州日报》、《郑州晚报》、

郑州电台、郑州电视台、中原网及所属新媒体“报台网微
端”联动，推出系列报道《最美示范街区》，每星期报道一
个区的一条精品道路，用小切口、在细微处发现郑州之
变、郑州之美。首篇将关注金水区经八路街道办事处经
六路发生的变化，敬请期待。 郑州全媒体记者

发挥人大作用
促进城市环境整治工作取得新成效

本报记者 袁帅 李娜

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
距离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召开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市城市环境
综合整治提升工作进展如何？这是
百姓关心的话题，亦是人大及其常委
会、人大代表们关注的话题。

为了解掌握我市城市精细化管
理工作暨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开
展情况，全面打造安全、整洁、有序、
文明的城市环境，8月7日，郑州市人
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常委会委员和市
人大代表对我市城市精细化管理暨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情况进
行视察。

实地走访、听取报告、明察暗访、
多次督导……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和
人大代表不断发挥自身作用，为更加
美好的郑州贡献着人大力量。

发现郑州之 ·序化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

郑尧高速
侯寨出入口花意浓

7 日，记者在郑尧高速侯寨收费站出
口处看到，高速两侧卫离栏上，一簇簇或粉
或紫的长春花娇艳欲滴，一盆盆美女樱花
开烂漫；在两侧绿化带中，以景观油松和景
石为主景，周围点缀的金黄色波斯菊、彩叶
草、白米石等层次鲜明，喜庆热烈，营造了
热情迎嘉宾的浓厚氛围，成为全市高速互
通立交及出入口氛围营造的一大亮点。

据二七区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翟相海
介绍，侯寨收费站出口和郑尧连接线沿线
共组摆花卉造景 8处，使用盆花 22万盆、
花箱 180余组。此外，还将在南四环大学
路交叉口（2组）、南四环郑尧连接线交叉
口西南角、樱桃沟站组摆4组大型花卉、花
雕、绿雕造景。加上市区重要酒店和道路、
节点，共采用彩叶草、长春花、孔雀草、美女
樱、矮牵手、太阳花、波斯菊、三角梅等花卉
十余个品种，180万盆，花期可持续 3个月
左右。

绵延起伏的地形，五颜六色的时令花卉，造型各异的绿植雕塑，如诗如画的雾森系统，7日，我市首批完成氛围营造
的高速互通立交和出入口掀开面纱，向南来北往的客人展示出郑州靓丽的风采。“8月15日前，全市高速互通立交和出
入口共将完成 600余万盆鲜花摆放。”市五项整治指挥部督导三部有关负责人宋光超介绍说。

600余万盆鲜花15日前摆放到位

据宋光超介绍，按照“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的要
求，高速出入口区域作为重点区域实施了整治提升和氛围
营造工作。经过督导，各区氛围营造设计方案已基本编制
完成，市园林局组织专家对重要节点的绿雕及氛围营造方
案进行了评审。

截至目前，高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区域氛围营造共确定
35处，计划摆放花卉600余万盆，设置立体花坛13个，主要分
布于机场高速沿线、郑少高速沿线、京港澳高速沿线，其中，经
开区分别在机场高速航海路南下桥口及南三环北下桥口处，
在京港澳高速航海路北下桥口和南三环北下桥口处营造4个
立体花坛，航空港区在华夏大道与迎宾大道交叉口布置景点，
二七区在嵩山南路南四环交叉口南200米和樱桃沟收费站出
口设置立体花坛2个，登封市在郑少高速登封东出站口、登封
西出站口等布置花坛和园林景观，市交通局在郑州西南站设
置立体花坛一个，造型花墙 1面，并融入嵩山、黄河水等郑州
元素。

截至目前，各市（区）氛围营造工作已全面启动。目前，市
区两级正加强联动，全力做好其中的摆花绿化等工作，确保全
市高速互通立交和出入口花卉摆放和立体花坛制作工作 15
日前全部完成。 本报记者 裴其娟 文 丁友明 图

连霍高速
部分出入口添新景

在连霍高速江山路出站口，绿地
中新摆放了五颜六色的鲜花，还设置
了喜迎民族盛会等宣传语，并增设了
一处以两片树叶、两个骑自行车的运
动员为造型的绿雕，展示出郑州热情
好客的良好形象。

“这次连霍高速出入口共摆花 7
万盆、900平方米，此外，我们还选择
了 15处节点实施景观提升和氛围营
造，摆放、栽植醉蝶花、变叶木、赤壁鸡
冠花、彩叶草等花卉 23.8 万余盆，设
置大型立体花坛10组、玻璃钢造型吉
祥物及会徽 13个。”惠济区林业和园
林局副局长马玉彬说。

此外，在连霍高速花园路出入
口、文化路出入口，金水区也正在积
极进行氛围营造工作，花卉种植、运
动会吉祥物摆放、宣传标语设置等初
见成效。 二七区侯寨高速公路出口处的美化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