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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资源有限，不仅机动
车停车位不够，就连共享单车停放
也越来越紧张。8 月 7 日，记者在
中原区协作路与计划路口，看到一
处新颖的共享单车立体停车位。

上班高峰期，共享单车开始
“回流”。急着上班的市民将一辆
辆共享单车停在路边匆匆离开。
100多辆各色共享单车摆在路边，
蔚为壮观。一位身穿城管黄马甲
的管理人员，跑过来将共享单车摆
放整齐。为了将靠路边方便停车
的地方腾出空间，城管人员将一辆
辆共享单车摆上立体停车位。

“立体停车位第一层和第二层
都是 30个车位，虽然 60个车位不
多但也节省了空间。”管理员张家
夫介绍。拉出车架、放共享单车、
抬起、送回，共享单车上架一气呵
成。见张师傅如此轻松，记者也决
定体验下取车、还车过程。在立体
停车架前，记者选取一辆滴滴青桔

共享单车，拽住拉手外抽，单车随
车槽一起滑下，记者本以为能轻松
取下，没想到在取车时“卡壳”，由
于抽槽未拉到位，取单车时连抽槽

一起弹起。“用脚踩住拉手，再取
车。”张师傅提醒道。按照张师傅
的指导，记者轻松取下单车。还车
的过程相对轻松，将单车放回抽

槽，抓住拉手抬起，用力将单车推
进立体停车架，送回原位。体验过
后，记者已是气喘吁吁。

“立体停车架是好，女同志没
力气不好用，好在有专门的管理人
员值守。”市民张禹华深有感触地
说。据张家夫介绍，单车管理按两
班倒，每天早班为早 7 点至下午 2
点；下午班为下午 2 点至晚上 9
点。单车上、下架基本上由管理员
协助完成。

协作路与计划路口有郑州市
中心医院等单位，人流、车流密集，
共享单车、电动车管理一直是个

“老大难”。针对协作路与计划路
口共享单车用量大、车位不足、停
放不规范问题，中原区首次引进共
享单车立体停车位，在不影响行人
通行的人行道内侧靠临街楼，设置
共享单车立体车位。这一做法，节
省了空间，增加了车位，也方便了
群众。

共享单车住上“二层楼”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李悦鑫 文/图

“停 车 难、停 车 烦、停 车
乱”问题让不少有车一族感到

“头大”。但近日，在二七辖区
的居民发现，高标准停车场、
智能停车、“绿地毯”停车区等
不断涌现，帮助各种车辆找到
自己的“家”，让出行人的烦恼
大大化解。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长江
路汉江路的一处停车场探访，
只见两排机动车朝向一致、规
矩地停放，地面标线不仅整齐、
清晰，每个车位还施划了编号
和停放方向箭头。停车场入口
处的两个绿色停车位很醒目。
停车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处
停车场都是按照郑州市最新的
经营性停车场设置，不但装配
了充电桩、充电车位，也给共享
汽车预留了车位。停车场还将
收费岗亭打造成了志愿服务
站，里面有茶水、药品、手机充
电等便民服务。

据介绍，目前，二七区有道
路临时停车泊位 3734 个，经
营性停车位约有 34000个，道
路临时停车泊位重新施划了标
线、立了标牌，停车管理人员都
严格按照要求，统一着装。为
了解决乱收费的现象，手持
PDA 已经在二七区停车管理
员中广泛普及，而市民期待的
智慧停车也一直在推进。

为了营造经营性停车场良
好的经营氛围，二七区延续了

“路长制”评红黑旗的办法，考

核标准包括精细化管理、证照
标志标线、整洁卫生、停车秩
序、人员管理、安全应急处理、
处理僵尸车、投诉处置 8 个方
面，涵盖了手续、设施、卫生、管
理等各方面。多次授红旗的经
营性停车场，公司在未来开拓
业务将有优先权；一年当中获
三次黑旗，将列入黑名单，并停
业整顿。

为实现非机动车有序停放
持续化，二七区通过管理平台
及时反馈情况，时时提醒单车
企业合理管控，同时实行十分
制考核，从总量控制、停放秩序
管理、清运是否及时等方面严
格考核共享单车企业，得分低
或者整改不及时都要受到禁停
的处罚。

在郑州地铁五号线第二人

民医院站B出口处，两条“绿地
毯”铺在人行道上格外显眼，共
享单车整齐有序地停放在上
面，让人耳目一新。对此，经常
到这里坐地铁的市民张双利深
有感触：“过去的地铁口非机动
车放得乱七八糟，不美观还影
响出行。但现在一眼望去整齐
划一的街道，看起来很舒心。”

“我们在此处制作了共享
单车、非机动车导向引导牌，施
划引导线、绿地毯等标示标线，
设置出非机动车、共享单车停
车区域，让非机动车找到自己
的‘家’，保障了秩序和安全。”
二七区停车管理员说。

目前，二七区现已安装非
机动车(共享单车)温馨提示牌
77 块(横向)、导向牌(竖向)179
块，施划绿地毯12000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董艳竹 实习生 孙姗 通讯员 秦芳）
对于厨余垃圾，大多数人都是扔掉，但这些垃圾在不少
郑州市民手中能变成“宝贝”。目前，在市妇联的带动
下，全市200个社区正在进行绿城妈妈“环保酵素”项目
试点工作。居民利用厨余垃圾自制的酵素不仅可以除
异味、做清洁还能护肤，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昨日，在管城区南顺城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巾
帼志愿者吕青香正在为辖区居民讲解“环保酵素”的
制作方法，她告诉记者，酵素是一种生物活性物质的
混合发酵液，原料主要来自生活中厨余垃圾。

80 岁的居民谢大娘是在场“学生”中年龄最大
的，试用过社区免费发放的环保酵素后，便爱不释手
一定要来学一学：“试用酵素洗衣粉倒一点就能把衣
服洗干净，省水还省钱。”

据了解，管城区西大街办事处每个月都会定期在
这里开展“环保酵素”制作课堂，像吕青香这样的志愿
者，经常组队到社区中进行推广，为社区居民答疑解
惑，辖区单位也经常邀请她们为单位职工进行科普讲
解，西大街街道办妇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环保酵
素”现在成了居民眼中的香饽饽，居民们都非常喜欢，
参与的人数已经超过了3000人。

昨日，记者经过惠济区新城路、清华园
路时发现，这两条道路显得分外干净整洁，
感觉与从前有所不同。经仔细观察发现，原
来道路两侧像蜘蛛网一样的各种线缆和电
线杆都不见了，路面也整齐的铺上了新的人
行道砖，非机动车停放区还使用了鲜艳的颜
色，不仅街景更美，也无形的提醒行人请将
非机动车按指示停放。

家住在清华园路北郡小区的李先生告
诉记者：“2018年，新城路、清华园路道路扩
宽整修结束后，人行道上的电线杆子遗留在
了道路中间，两条道路都出现了一根电线杆
占压一个快车道的情况，而且道路两侧的电
线杆上密密麻麻的线缆也非常难看。这段
时间一出门，忽然就发现几条道路变得分外
明亮，抬眼望去都是绿色的树，低头看见的
是整洁漂亮的人行道，以往空中密密麻麻的

‘蜘蛛网’不见了，道路中间的线杆消失得无
影无踪，走在街上心情都不自觉地好起来。”

据了解，惠济区城市管理局目前正在
全力开展架空线缆入地工作。这项工作为
城市居民生活环境带来了很大改变。惠济
区城市管理局负责人介绍，2019 年惠济区
城市管理局投入资金 26万元，组织工作人
员 80余人，对兴南街、银通路、英才街、文化
路、新苑路、新城路、金河路、清华园路、宏
达路、月季街、兴隆铺路、银河路、迎宾路筹
13 条道路进行架空线缆入地改造，总长度
共计 13431 米。截至目前：兴南街、银通
路、文化路、新苑路、新城路、金河路、清华
园路、宏达路、银河路等 9条道路已施工完
毕，累计完成架空线缆入地 9267 米。迎宾
路、英才街、兴隆铺路、月季街等四条道路
正在施工当中，预计 12月之前架空线缆入
地工作将全部完成。

停车管理规范化出行顺畅无烦恼
本报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李允飞 文/图

没有“蜘蛛网”
道路更整洁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宋璐

“这么好看的盆景，就这
么摆放在小区楼院美化环
境，供大家欣赏，老爷子有颗
公益心，真是好样的。”在互
助路 21号院，摆设在 4号居
民楼前花坛里近 20 盆造型
优美的盆景，吸引众多居民
经常围观。据知情居民昨日

介绍，这些盆景是本院八旬
老人李爱民自买石材、设计
制作的。

记者昨日来到文化宫
路一小区。在小区 4号楼 3
单元南侧的绿植花坛里，看
到了盆景作品。记者围着
花坛数了数，李老先生创作

的大大小小盆景作品近 20
盆，其中有《龙腾》《埃菲尔
铁塔》《山顶凉亭》《山泉垂
钓》《院中花园》等，件件作
品构思奇妙，惟妙惟肖。“这
些都是 85 岁的李爱民老师
傅亲手制作的，老李有病住
院 至 今 ，它 们 长 期 没 人 管
理，有个别小物件已松动脱
落。辖区巡防队员每天到
院里巡逻防范，邻居们也自
发每天保护它们。”小区居
民张女士说。

小区居民陈师傅介绍，
这些摆放的每一盆盆景，成
本加人工投资至少得 500块
钱。老李退休前就喜欢摆弄
这些盆景 。最让人佩服的
是，他完成的每一件盆景手
工艺品就摆在小区花坛里，
既美化小区环境，又能让小
区居民们欣赏品鉴。

八旬老人自制盆景 摆放楼院供人欣赏
本报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吴俊成 文/图

200个社区
试点“环保酵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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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今年上
半年，我市经开区经济社会发展
态势良好，保持了“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为认真总
结经验，确保全区下半年各项工
作良好开展，昨日，经开区召开重
点工作推进会，现场观摩了“双十
工程”重点项目。

据了解，经开区作为全市经济
增长重要承载区和产业发展核心
支撑区，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占全市的近 1/4，批发零售贸易额
占全市的 23%，整车产能占全市的
70%以上。

今年上半年，全区各项指标总
体保持增长态势，基本运行在合理
区间。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348.1亿元，同比增长 7.9%，与全市
持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220.6亿元，同比增长 6.4%；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完成 750.9 亿元，同
比增长 6%；汽车产业逆势增长，在
上 半 年 全 国 汽 车 产 销 量 均 下 降

12%以上的不利形势下，完成产值
386.5亿元，同比增长 5.7%；整车产
量 25.3万辆，同比增长7.6%。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 170亿元，同比增长
11.1%，高于全市 2.7 个百分点，增
速居全市第 5；工业、基础设施、房
地产等领域投资均保持高速增长
态势，分别增长 21.6%、103.6%和
10% 。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完 成
126.2 亿元，同比增长 0.9%。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39.2亿元，同比
增长10.13%，收入规模和增速分别
居全市第 3 和第 4 位。税收完成
29.6亿元，规模居全市第4。

下半年，经开区将重点围绕当
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
坚持“任务不减，目标不变”的工作
方向，通过强化经济运行监测、积
极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推动
重点项目建设、优化完善产业结
构、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等手段，确
保“5个 10%”的年度目标任务全面
完成。

上半年生产总值完成348.1亿元

经开区经济发展稳中有进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曹春浩）昨日上午，荥阳市委统战
部机关党支部与崔庙镇寺沟村党
支部在寺沟村村委举行了“结对共
建”签约仪式。

活动中，荥阳市委统战部机
关党支部负责人与崔庙镇寺沟村
党支部负责人现场签订了党组织
结对共建协议书；荥阳市供销社
家电商场有限公司、郑州清华大
溪地置业有限公司等 6 家爱心企
业，为寺沟村党支部捐赠了空调、

电脑等物品，并为寺沟村今年考
上本科的 5 名大学生资助了助学
金每人 1000元。

据了解，此次“党建共建、互
帮互助”系列活动，是荥阳市委统
战部机关党支部 8 月份党日活动
的活动主题。今年荥阳市委统战
部 先 后 围 绕 参 观 董 天 知 烈 士 故
居、“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红
色故事会、“ 严守党纪、不忘初心”
廉政教育等主题开展了各月的党
日活动。

荥阳开展党建共建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牛秀梅 文/图）七夕相会，花团锦
簇。昨日，惠济区刘寨街道清华园
社区举办“甜蜜七夕 邂逅花式美
丽”主题插花活动，30余名群众参
与其中。

在一片芬芳的花香世界中，插
花艺术创作拉开帷幕。社区为每
个到场的居民都备好了一份插花
套具。香气怡人的氛围让大家兴

致盎然，边听边学边动手，并随时
与老师互动、探讨。浪漫的粉玫
瑰，高雅神秘的白玫瑰，零星点点
的满天星，还有各色花卉放满了一
桌。大家在老师的指导下，用自己
灵巧的双手，将原本普普通通的花
材，修剪、整枝、再根据不同的色
彩、形状有层次地搭配在一起，寄
托大家对美的理解和对幸福生活
的感悟。

甜蜜七夕邂逅美丽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孙中义 文/图）昨天是我国传统节
日“七夕”节，一群俊男靓女相聚在
风景如画的竹林镇长寿山景区，共
同参加“庆新中国 70 华诞 定长寿
山今世情缘”活动。

此次活动由巩义市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巩义市妇女联合会、共

青团巩义市委、竹林镇党委政府、
市文明办、文广旅局联合举办。

“祖国颂”“对对碰”“遇缘分”“话
鹊桥”“爱情摇啊摇”“湿身大作
战”多个活动，让参与进来的青年
男女尽情地展现才艺，而景区的
玻璃栈道，已被装扮一番，成为临
时的鹊桥。

长寿山玻璃栈桥变鹊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