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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通报新一期
“一好五差”工地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盼）日前，郑东新区召开

2019年第 16次环保工作专题推进会暨 2019~2020年秋冬季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动员会，对新一期东区“一好五差”工地（前

为项目名，后为建设方）进行通报。

“一好”：郑东新区龙湖金融中心外环建筑群项目（四、五组

团），中建五局。奖励项目单位10万元。

“五差”：郑州国际金贸中心二标段 B3 地块，中建五局；

国控财富大厦，河南国控建设集团；荣盛华府，荣盛建设；祯

瑞上境（北龙湖 18#地正商），河南正阳建设；郑东新区梦翔

园等区域景观绿化工程，河南省豫南园林绿化。对以上非民

生项目工地行政处罚 10 万元，停工 7 天整改，验收合格后方

可复工；对民生项目和重点保障项目工程行政处罚 10万元，

立即整改。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陈莹 文/
图）植下一棵树，收获万点绿。为持续实施
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努力打造全民动手、社
会参与的造林绿化新格局，近日，二七区围
绕“森林二七，生态二七”的奋斗目标，迅速
行动，积极组织，在大学南路生态廊道集中
开展冬季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区直机关干
部职工220余人参加活动。

现场，参与植树人员个个热情高涨，干
劲十足，分工协作，相互配合。二七区林业

和园林局邀请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指导服
务，选坑、挖坑、栽苗、培土、浇水，很快，一
棵树就完成了种植程序。

本次集中义务植树活动共种植法桐、白
玉兰、樱花共计 450余株。同时，为切实提
高全民义务植树的参与度，提前谋划，创新
形式，连日来，二七区积极号召社会人士在
全区范围内，寻找可植树零星地块进行小规
模义务植树活动。截至目前，全区共计500
余人参与义务植树，种植苗木2100余株。

掀起冬季植树新高潮
为生态郑州建设添绿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系祖成）11月 22日上午，中原
区机关干部及社会群众到陇海
西路与新田大道交叉口西侧两
公里处进行义务植树。

该义务植树点为中原区陇
海快速路沿线绿化项目，前期仅
种植草皮，未种植树木。为美化
沿线环境，中原区城管局提前拉

来好成活的雪松苗木，并准备好
植树的铁锨、水桶等工具。上午
9时许，中原区机关干部及各界
群众纷纷涌向植树点，根据分工
在各自植树区域紧张地忙碌起
来，有的挖坑、有的运树、有的培
土，按照技术标准要求植树造
绿。在现场植树活动中，100多
名机关干部职工及群众参与，也

掀起了中原区冬季植树新高潮。
据了解，中原区 2020 年绿

化工作以“老城区+公园，新城区
公园+”为理念，坚持高标准规划
设计引领高质量绿地建设，通过
规划建绿、拆违补绿、见缝插绿、
留白增绿，强力推进综合公园绿
地、生态廊道、铁路沿线绿化、郊
野公园、滨河绿地、社区游园建

设，大幅增加城市绿地面积，不
断优化公园绿地布局。

根据计划，2020年中原区年
度将新增绿地面积 100 万平方
米以上，新建 5000 平方米以上
综合性公园 2 个，新建 5000 平
方米以下微公园、游园 14 个，
加快建设郊野公园，开工建设
三十里铺、孙坡遗址生态文化

公园，完成绕城高速生态廊道
建设提升和须水河、秀水河河
道绿化提升工作，郊野公园—
综合公园—社区公园—微公园
（小游园）体系逐步完善，基本
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的工作目标，基本形成“城在林
中、园在城中、林水相依、林路
相随”的生态格局。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林红 通
讯员 李盼 文/图）22 日上午，郑东
新区开展冬季义务植树活动，郑东
新区各局（办）、各乡（镇）办事处、
平台公司等干部群众共 400 余人
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在东四环与郑开大道“金山”绿
化工程项目现场，植树人员齐心协
力，鼓足干劲，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

力，共种植白玉兰、碧桃、雪松等树苗
1600棵，为这里添上一片新绿，掀起
了植树造林的高潮。 按照省、市要
求，郑东新区正进一步自我加压，强
化落实，高质量、高标准推动今冬明
春及2020年的连霍高速廊道1875
亩绿化建设任务完成，用植一棵树、
栽一抹绿、造一片林的行动，为生态
郑州建设作贡献。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
讯员 路建峰）当前正是秋冬
季植树播绿的大好时节。22
日上午，金水区干部职工前往
兴达路街道办事处京港澳高
速东侧国土绿化植树点参加
冬季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行
动为金水增添了一片绿色。

150 余人来到义务植树

点，挥起铁锹，熟练地铲土、扶
苗、填坑、浇水……每道工序
紧密衔接、配合默契，现场呈
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场面。
经过一番紧张有序的劳动，一
株株新栽种的银杏、栾树等迎
风挺立、生机勃勃，搭配高低
错落的微地形，即刻成林成
景。当日共植绿面积约 6000

平方米，种植银杏、栾树、女贞
等乔木约530株。

2019 年金水区持续大力
开展国土绿化工程，先后完成
铁路、生态廊道以及高速路网
绿化提升，累计栽植雪松、银
杏、栾树、石楠等乔木约 8.6万
株，铺设地被约25.6万平方米，
完成绿化提升200万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
讯员 娄璞 刘博闻）日前，管城
区400余名干部职工在南曹乡
郑西高铁两侧，实施国土绿化
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全民冬
季义务植树活动。栽植巨紫
荆、黄金槐、柏树等共 1000余
株，为高铁沿线增添道道新绿。

管城区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始终
坚持生态优先，持续实施国土
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
全区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按照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广
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植树造林
活动，努力打造全民动手、社会
参与的造林绿化新格局，营造
植绿、护绿、兴绿、爱绿的良好

氛围，让人民群众更好享受绿
色发展带来的实惠。

在植树活动点，400 余人
铲土、扶苗、踩实、浇水……随
着一串串熟练动作，一行行巨
紫荆、黄金槐、柏树等树苗拔
地而起，迎着初冬的寒风傲然
挺立，为生态和谐郑州建设增
添一道道新绿。

金水区持续开展国土绿化工程

管城区400人参加义务植树

1600棵树苗扎根“金山”

中原区高质量推进绿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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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刘武军）垃圾
分类是否准确？运输车辆是否违规操作？垃圾
桶是否及时回收？这些数据信息全部都能在智
慧平台的大屏幕上精准显示。近日，二七区垃圾
分类智慧监管平台上线，这也是郑州市首个垃圾
分类的大数据平台。

二七区城市管理局负责人介绍，大数据平台
涵盖了行政区划、运营企业、投放单位（小区、机
构、场所等）、居民用户、清运车辆、督导人员和终
端设施（中转站、分拣中心、处置企业等）等基础
档案，通过对居民投放阶段、运营企业清运阶段
及分拣中心的处理阶段全过程数据化采集、信息
化监控，为区垃圾分类管理提供全面数据，为制
定相关环保政策提供有力支持，为三方测评机制
提供数据支撑。

在小区内设置的智能分类垃圾箱，主要分为
四分类智能箱和二分类智能箱两种。四分类智
能箱主要满足居民对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的投
放，其中可回收物涵盖了纸类、金属、塑料、玻璃
和织物五种，有害垃圾涵盖了废电池、废药板和
废灯管；二分类智能箱主要满足居民对厨余垃圾
和其他垃圾的投放。该设备还配备了 21.5 寸的
液晶触摸屏，具有自动称重、满溢检测、防夹手、
智能监控、语音分类等功能，居民可通过微信扫
码、智能卡或手机号码开通账户，实现线下投递，
线上返利，交易资金到账后可以通过“绿分账户”
进行提现、礼品兑换等，提高社区居民垃圾分类
的参与率。

截至目前，智能设备已经铺设 96 套，预计
11月底铺设数量达到 198套，覆盖二七区约 24
万户。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黄静娴 王丹丹）正
要投放垃圾的李女士在垃
圾智能可回收设备前一站，
垃 圾 箱 的 门 就 自 动 打 开
了。她将废旧纸箱投进“纸
张回收”口，将塑料瓶投进

“塑料回收”口……这是昨
日记者在上街区工业路街
道办事处朱寨社区看到的
场景。据悉，朱寨社区是上
街区首个启动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的试点小区，试点工

作开展两个月以来，小区大
部分居民都能自觉对垃圾
进行分类袋装、分类投放。

在朱寨社区，有关垃圾
分 类 的 公 益 宣 传 随 处 可
见。上街区于今年 9 月 25
日在朱寨社区开展垃圾分
类试点工作。小区的分类
点配置垃圾箱，设有金属回
收、纸张回收、塑料回收及
有害回收 4个回收口，同时
设有独立的厨余垃圾桶 40
个和其他垃圾桶 120 个。

朱寨社区的分类垃圾由傲
蓝得环保公司负责清运，该
公司每天安排 4 名督导员
对前来投放垃圾的居民进
行指导，以提高垃圾分类的
准确率。试点工作开展两
个月以来，小区大部分居民
都能自觉对垃圾进行分类
袋装、分类投放。

据上街区城管局负责
人介绍，上街区的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将采用政府主导、
市场运行、公益宣传和居民

参与相结合的形式，以形成
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城
市治理合力。据悉，下一
步，上街区将按照“公共机
构及相关企业强制分类、居
民小区引导分类”的原则，
在全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期间，将会调动社
区、物业等多方力量，强化
入户宣传引导，逐步建立有
效的分类管理运行机制，形
成可复制的经验，并于明年
进行全区推广。

二七区垃圾分类
智慧监管平台试运行

上街区推进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栗丹丹 刘敬
敏 文/图）为保护环境，增强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
的了解，管城区城东路街道郑汴路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近日走进绿都锦苑社区开展垃圾分类进社区
实践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向前来参与活动的居民
分发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和相关政策手册，并耐心
讲解日常产生垃圾分类方法和相关政策。

据社区负责人介绍，楼院里的分类垃圾桶已
经投放很久了，居民很关心垃圾分类投放的问题，
但每次垃圾投放还会有些疑惑和困解，希望通过
活动让更多的人理解掌握分类方法和技巧，真正
做到绿色生活一百分。

垃圾扔前分一分

（上接一版）

建好家门口设施
街道辖区通车不久的府西路打了个弯，目的是为保住路边

几棵大树。新华路街道党工委书记仪刚说：“附近不少群众儿
时爬过家门口这些树，乡愁，值得保留。”在新华路，小区怎么
改？业主提。道路怎么修？居民议。学校怎么建？大伙商。
征求群众意见，已经成为各项工作开展的首要环节。

“我们来自农村，儿时，总希望生活好一些，并把希望寄托
给乡里干部。如今我们在岗位上，怎能不听群众意见？不为
群众办事？”仪刚说，为倾听居民建议，街道班子和社区两委干
部定期深入 12个社区，用脚丈量 200多个小区街巷。“居民给
我们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方法，积极参与街道治理的热情
空前高涨。”

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街道上下和相关部门一
道，秉承群众共识，攻克了一个个基础设施“老大难”——辖区
搁置 10年之久的仓城小学、仓城农贸市场顺利开工建设，陶文
路、文化路等断头路建成通车，新建扩建学校、道路、小区、市
场、游园、公共卫生间等项目 92个。辖区 9个单位腾退的土地
不再商业开发，而是建了5个游园、新增停车位460个。

做好家门口服务
小学教师王新民是街道毛园社区居民，他的剪纸手艺远近

闻名。前不久，作为一名党员，他按照街道要求到社区报到，利
用特长，义务开办剪纸课。

“双报到”是街道为做好居民家门口的服务，目前，到社区
报到党员已超过 1300人，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60余场次，
调处各类问题 330 余件，涌现出像王新民一样的党员志愿者
上百人。

在新华路街道，有一份名为“1369”的名单，记录了数百个
家庭地址电话和基本情况。“1的意思是少，指贫困家庭；3代
表 38指家庭妇女；6为 61是儿童；9是重阳指老人。”仪刚说，
这四种家庭是社区中的弱势群体，也是基层工作必须重点关
注的对象。

对于贫困人群、妇女群体、儿童群体、老年群体基本需求，
比如“柴米油盐，水电气暖”等，街道不仅定期组织志愿者到重
点家庭开展服务，还通过手机APP平台服务全部居民。目前志
愿者智慧服务平台已经开通 80多项服务，被群众称为社区“及
时雨”。

传承家门口文化
新华路街道辖区版图呈牛角形，溱水洧水绕城而过。2000

多年前，这里是郑国、韩国的都城。《诗经·郑风》多次描述这里
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

为传承好优秀传统文化，让群众记住家门口的乡愁。街道
仓城路路边新建游园，命名时选了几个具有地方特色文化的名
字公示备选，最终，群众一致定名：仓城园。“这里曾是郑国粮仓
所在地，仓城路因此得名，大伙儿选得有道理。”

“修路时留下了几棵树，小巷里展示个小故事，社区里建了
个小游园，通过这些更新，传承文化、承载记忆、留住乡愁。”仪
刚说，为了让老城更有情怀、充满温度，街道连续三年选树“新
华楷模”，在社区党员群众中选树了三批34个先进典型。

其中，有一门两忠烈、传承好家风的李银妞家庭，有69年党
龄、初心不改的普通党员牛二屯，有做好药为人民、传承郑韩商
道讲诚信的民营企业家周遂成，有奉献爱心、热心公益的仁爱
助学协会、蓝天救援队等社会组织。居民身边的好人好事，感
染和凝聚着新华人，传新华正能量、讲新华好故事蔚然成风，成
为街道健康发展的精神动力。

居民幸福感
在“家门口”步步攀升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 通讯员 杨群华）记者昨日从巩义税务
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局将监督执纪贯通税收全环节，建立“关键
事”督导机制，在全市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主要做法包括：开展民政福利企业政策落实情况检查，对
29户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进行实地检查，掌握企业真实情况；
跟进督导全局“八项税收专项治理”的规范执法、廉政执法情况，
走访73户纳税人，收回调查问卷143份；牵头征管流程规范、纳
税服务规范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对相关单位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前期领购、后续管理流程等进行梳理式检查，先后下发检查通报
15期，进一步强化了对执法权力的监督，营造了风清气正、干事
创业的良好税收环境。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杨扬）为进一步改善环境空
气质量，提升建设项目施工单位大气污染防治意识，昨日，惠济
区住建局在辖区各建筑工地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宣传进工
地活动。

活动现场，住建局工作人员向施工单位负责人及现场施工
人员讲解建筑工地扬尘治理标准中“六个必须”“六个不准”“八
个百分百”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施工单位必须落实施工工地扬
尘管控责任，严格按照相关文件通知要求采取设置边界围挡、设
立车辆冲洗平台和设施、安装喷淋降尘系统、铺设扬尘防尘网等
措施加强施工工地扬尘管控。

大气污染防治宣传进工地

督导机制助力税收好环境

二七区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