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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素养66条第46条：科学就医，
及时就诊，遵医嘱治疗，理性对待诊疗
结果。

推进健康郑州行动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持续发力 助力创卫

集中排查整治“六小”门店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刘青

垚）为进一步规范“六小门店”的经营行
为，推动街道创卫工作的深入开展，近
日，二七区长江路街道对辖区“六小”门
店开展集中排查和整治行动。

街道工作人员对辖区的“六小”门店
按照责任分工，逐户排查、摸底造册，做到
底子清、情况明。整治过程中，针对沿街

“六小”门店的营业证照是否公示、健康证
是否办理、消毒台账和记录是否齐全、内
外环境卫生是否整洁、禁烟标识和安全通
道等标识是否到位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排
查和整治。同时工作人员现场为门店商
户发放了标准表，督导商户按照标准逐条
对比整改。按照整治标准，现场详细告知
商户存在的问题，对存在问题的门店，要
求各门店迅速整改到位。

为方便辖区餐饮及食品相关从业人

员就近办理健康证，长江路街道还特别
邀请郑州市二七区人民医院来办事处为
辖区从业人员集中办理健康证。街道联
合医院工作人员在一楼大厅设了专门的
健康证办理处，此次统一办理为时两天，
街道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和钉钉群通知、
打电话以及实地巡查走访告知商户办理
和取证的地点和时间，有需要的商户带
着个人证件及照片即可按照规定和程序
进行健康证的办理。据统计，本次接待
办理健康证共有500余人。

据介绍，长江路街道将持续跟进督促
各门店整改所存在的问题，分包负责人定
期定时巡查所负责的门店商户，建立“六
小门店”整治工作台账，加强长效监管、立
体监管、动态监管。有序推进“六小门店”
整治工作，督促各项任务落实，实现长效
管理，扎实打好创卫攻坚战。

清除卫生死角改善辖区面貌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王荣

培 王晨）6月 5日至 7日，惠济区迎宾路
街道办事处联合惠济区 9个区直单位，
在辖区各村、各社区全面开展为期三天
的环境卫生攻坚行动。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环境卫生治理，全力改善辖区
环境卫生面貌。

此次环境卫生攻坚行动，重点对铁
路沿线、河渠，卫生健康环保，社区楼院
及窗口单位，工地，交通秩序，市容环境
卫生，集贸市场，“六小”等8个领域开展
集中整治，对各类垃圾、“牛皮癣”和卫生

死角展开全方位的大扫除。
截至目前，迎宾路街道及区直机

关累计出动人员近 400 名，出动垃圾
清运车 41 辆、钩机 1 台、铲车 2 辆，共
清理卫生死角 150 余处，清理垃圾积
存 30 余处，清理杂物堆放 70 余处，清
理各类广告 50 余处。

通过此次行动，不仅有效改善了辖
区环境卫生状况，还激发了机关干部、
村（社区）干部参与环境卫生建设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了辖区居民爱护环
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的意识。

建立台账 加强督导

积极治理“六小”行业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陈园园）为迎接今年国家卫生城市
的复审工作，中原区建设路街道及
时制定方案，建立台账，加强督导，
营造从我做起，人人参与复审工作
的良好氛围。

全面动员，加大宣传。该街道借
第33个世界无烟日之际，各社区、辖
区单位通过电子屏、海报、条幅、健康
教育专栏等形式开展宣传，动员和倡
导社区居民、辖区公共单位带头少吸
烟、不吸烟，积极参与禁烟、控烟工
作。辖区中小学、幼儿园通过微信、
短信平台等方式对家长宣传控烟小
知识。此次宣传活动共张贴海报45
份，悬挂条幅 6条，制作宣传展板 1
块，发放宣传册500余份。

制定方案，明确分工。建设路
街道成立了卫生健康环保治理、社
区楼院及窗口单位治理、工地治理、

交通秩序治理、市容环境卫生治理、
“六小”行业治理等 6个督导小组。
按照分工，各小组联络员对接区督
导小组，无缝连接开展工作。

建立机制，强化督导。结合市区
督查考核情况，实行日督查交办、周
排名点评、月考核奖惩制度。对被
市、区督查发现的问题，各社区建立
问题台账并及时整改，确保治理效
果。根据市、区督导组发现问题及整
改情况，每周对社区工作开展情况进
行排名。每月根据区领导小组办公
室及区各督导组对街道周成绩汇总
情况，对各社区进行月评比；对6个
督导组和相关牵头科室的工作情况
进行总结，并根据区督导组排名情况
进行排名。建设路街道负责人表示，
将落实各项举措，抓细抓好国家卫生
城市创建工作，以满腔热情迎接复审
检验，打赢这场攻坚战。

过去一周（6月1日~6月7日），网友最关注哪些问
题？各县（市）区回复情况如何？哪些帖文网友还在期
盼回复？请看中原网心通桥管理员的梳理和详解。

一周问政概况

6 月 1 日 ~6 月 7
日，心通桥网络问政平
台接到的有效诉求中，
民生生活类诉求最多，
占总量的 72% ，排名第
二 的 是 咨 询 类 ，占
12% ，交 通 运 输 类 占
7%，教育公平类占5%，
疫情防控类占 4%。（见
右图）

回访

1. 万科民安星辰到航海路秦
岭路这一段路灯不亮（2019 年 12
月 26日发帖至郑州市城乡建设局）

2. 地铁 1号线河南大学新区站
北边一条土路下雨泥泞不堪（2019
年 11月 24日发帖至郑州市城乡建
设局）

3. 纬四路 15号院私设地锁现
象严重（2019年 12月 19日发帖至
金水区）

4. 元通房地产有限公司未按
要求新建小区配套幼儿园产权移交
和普惠性办学的反映（2019 年 12
月 10日发帖至中原区）

网友盼回复

您有诉求，我来督办

噪 音 扰 民 、占 道 经 营 、停 车 乱 收
费 、道 路 不 通 、路 灯 不 亮……如果您
遇到这些烦心事，可扫描二维码下载“心
通桥”客户端，将问题反映给我们。

4月 14日，网友“u138TAJQ9”
在心通桥上发帖，反映东风路化纤
厂家属院污水从污水井冒出来。污
水管网没有随着老旧小区一起改
造，污水流不出去，臭气熏天。

4月 15日，东风路街道办事处
回复称，目前化纤厂家属院正在统
计污水井损坏问题，居民可以与物
业联系，说明具体位置，下一步将统
一整改。

6 月 4 日，心通桥督办员到现
场回访。网友反映的小区内并未

发现污水井冒污水现象。督办员
随即联系小区物业核实情况，物业
公司称：已对小区内所有污水井进
行了整修疏通，之前网友反映的污
水井冒污水现象，是因一个污水井
堵塞。这个污水井因铺路被掩盖，
没有及时找到，导致居民家中污水
横流。物业公司已经对污水井进
行了疏通。

督办员和物业前往居民家中实
地查看。该户居民称，污水井已经
不再冒污水，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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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通桥民意排行榜
（6月1日~6月7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阐释（十一）

敬业：职业道德的灵魂
敬业是对公民职业行为准则的

价值评价。要求公民忠于职守，克
己奉公，服务人民，服务社会。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
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
展进步注入活力。正是依靠敬业奉
献，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敬业乐业的民族，必定是令人肃然
起敬的民族；缺乏敬业精神的社会，
难免被人诟病和轻蔑。

我们倡导的敬业，就是要增
强事业心和责任感，追求崇高的
职业理想，激发积极进取的奋斗
热情，秉持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
锻造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就是
要让敬业成为实现梦想的动力之
源，以那么一股子干劲、拼劲、闯
劲，续写中国奇迹，靠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开创美好
未来。

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让文明风尚吹遍绿城

全省首家慢性血栓门诊开诊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京

儒 通讯员 梁雅琼）记者 6月 9日从河
南省人民医院获悉，日前该院继开设
全省首家高血脂门诊之后，又率先在
全省开设慢性血栓门诊 。这意味着，
血栓性疾病患者可以到这里享受到更
专业、更有针对性的诊疗服务。

血栓性疾病主要包括动脉粥样血
栓形成、静脉血栓栓塞、动脉栓塞和其
他疾病相关的血栓问题。据了解，血
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和致残在全世界
都是第一位，例如心梗、脑梗，一旦发
生，后果严重。专家建议，血栓性疾病
应以预防为主。

目前，血栓性疾病分布在不同的

科室，临床情况千差万别，处理各不相
同，多数医院并无相关门诊，医务人员
和公众对血栓栓塞的认知率仍比较
低，往往重治疗轻预防，而且血栓防治
用药方法复杂且难以掌握。因此需要
成立专病门诊，对血栓相关疾病进行
一级预防、诊断和二级预防。

据了解，河南省人民医院慢性血
栓门诊诊疗范围涵盖心房纤颤患者血
栓风险评估、心房内血栓形成早期发
现和脑栓塞的诊断、预防、治疗及转诊
等，血栓性疾病的患者将在这里得到
专业团队的规范治疗和管理，而高危
人群和健康人群也可以在此通过筛
查、宣教等，预防血栓性疾病的发生。

工作时间随到随办

多个车驾管业务网点无需预约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6月

9日，记者从郑州市交警支队获悉，除郑州
车管所（含城西、城北、城南三个服务站）、
郑州市政务服务办事大厅之外，其他各业
务网点不再需要预约，需要办理车驾管业
务的群众，只需在工作时间带好有效证件
到就近网点办理即可。

据了解，前期受疫情影响，为有效控
制办理车驾管业务人员的数量、避免扎堆

排队，我市对车驾管业务网点采取了预约
办理的方式，现在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即日起，部分业务网点已不再需要预
约，大家可在工作时间选择就近网点进行
办理。

郑州交警提醒，虽然取消部分网点预
约办理功能，但仍不能对疫情放松，办理
业务时请大家自觉佩戴口罩，保持 1米左
右的距离，避免扎堆聚集。

“公交专线”通到安置区

文明礼让守规矩
点赞车长送胸牌

公交推出高考
体检定制专线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郑
明歌）为助力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
体检，郑州公交二公司五车队适时
推出“高考体检”定制专车，根据学
校乘车要求，合理规划专车路线，
为学生开启一站式直达的定制专
车服务。

昨日 6时，7辆高考体检定制
专车整齐地停在郑州市嵩阳中学
门口，等待即将参加今年高考的学
生排队上车，前往医院参加体检。
刚刚带队组织学生完成体检的李
老师说：“乘坐高考体检定制专线
公交一站到达，既方便又省心，是

师生们不错的选择。”
据了解，6月 7日至 9日，郑州

公交二公司定制专线共提供17台
专车，完成接送学生参加体检 700
余人次。下一步，郑州公交二公司
还将继续做好考生体检运送工作，
确保学子“助检”任务的圆满完成。

“高考体检定制专线，具有出
发时间、地点灵活、方便、快捷、安
全的特点。均为豪华型纯电动客
车，设置定制公交班线服务标识。
另外，根据师生出行需求适时开
通，一站直达，中途不搭载社会乘
客。”车队负责人李军说道。

加大督查力度倡导文明养犬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李

四信）为迎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工作开展，昨日上午，金水区养犬
办联合执法大队直属中队、办事处
城管科组织开展文明养犬管理整治
工作，重点对禁养犬、违规遛犬和不
清理犬只粪便等行为进行查处。

此次治理行动，共出动车辆 52
台次，出动执法人员、劝导员、办事
处城管科和社区工作人员 156 人

次，行动中共计检查犬只95只，办理
犬只登记 151只，发现不文明遛犬
行为 11起，批评教育当事人 11人，
当场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11份。

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期间，
金水区养犬办将联合辖区各办事处
加大督查力度，提高文明养犬管理
水平，持续实现精细化、常态化管
理，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
作出贡献。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林红 通
讯员 杜山山 文/图）6月 8日对于
郑东新区龙源路办事处安置区的
群众来说，是个期待已久的大日
子，一条专门为他们设置的“公交
专线”正式开通了。

本条为安置区群众服务的“公
交专线”沿途设龙文嘉苑、龙源嘉
苑、中州大道三全路、中州大道国
基路、中州大道北三环、中州大道
东风路、中州大道农业路 7 个站
点，试运行期间每天 7：30~8：30
和 18：00~19：00 各通车一班，之
后将根据群众需求增加班次。记
者了解到，为进一步完备安置区周
边配套设施，力所能及为人民群众
谋幸福，龙源路办事处结合“改进
城市管理与改善人居环境”工作，

积极组织辖区各村协调公交公司，
为群众联系一条出行的“公交专
线”。本条公交专线起于安置区，
终于市区交通枢纽，通行后不仅方
便了沿线几个行政村村民的出行，
也给沿线多家企业员工上下班提
供了便利。同时，公交车辆的进驻
大大增加了人流量，有利于打造安
置区周边夜市经济，促进辖区的经
济繁荣。

“老百姓的事，就是党员干部
的事。百姓出行方便了，他们生活
会更加幸福。”龙源路唐庄村党支
部书记楚国聚表示。下一步，龙源
路办事处将进一步妥善解决群众
乘坐公交车相关事宜，划分专用乘
车区域，协调修建公交停车棚，维
持群众乘车秩序。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汪永森
见习记者 刘地 通讯员 韩黎剑 杨晨曦
文/图）6月 8日，交警三大队民警走进郑
州公交三公司开展“‘三公一租’做示范、
斑马线前显文明”主题宣传行动，推动打
造“安全、有序、文明”的城市交通环境，
促进城市公交车起到“礼让斑马线”的标
杆引领作用。

当日上午，三大队民警为公交三公
司“模范车长”发放“文明礼让斑马线”胸
徽、胸牌，并在公交车上张贴“礼让标
识”，倡议机动车行经斑马线时要遵守道
路交通法律法规和交通信号灯指示，行
经无信号灯路口斑马线时主动减速，遇
行人正在通过斑马线时主动停车让行，
要求公交车驾驶员起到表率标杆的作

用，使公交车主动礼让斑马线成为郑州
的一道文明风景，成为全市广大交通参
与者的榜样。

民警表示，公交三公司公交车长长
期模范遵守道路交通法规，主动礼让斑
马线，是安全文明道路上的“先锋”，希
望广大公交车长及志愿者继续做文明
交通的倡导者、引领者，向社会传递文
明交通安全理念，彰显“公交人”的安全
交通素质。

公交车长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
动带领和引导全市人民文明出行，引
领城市文明礼让新风尚，做到遵法守
规文明出行，共同营造“车让人，人快
走”的和谐交通，共建和谐、安全、有序
的文明城市。

身边正能量

蹄疾步稳全力攻坚
共建城市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