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 52021年1月27日 星期三 责编 高宏宇 校对 司建伟 电话 56568170 E－mail：zzrbbjzx＠163.com 综合新闻

大型系列报道·城市管理城市管理

风好扬帆“郑”治理 宜业宜居“郑”幸福
以人为本巧“绣花”郑州城市服务工作再开新局

““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核心是人。”。”55年前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年前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上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城市工作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要顺应城市
工作新形势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人民群众新期待，，坚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坚持人民城市为人
民民。”。”

领航定向领航定向，，破浪前行破浪前行。。
55年来年来，，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在市委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在市委、、市政府正确市政府正确

领导下领导下，，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融主动融
入中部地区崛起入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国家战略国家战略，，真抓实干直击痛点真抓实干直击痛点，，服务为民服务为民、、施政问民施政问民，，
以服务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和打造更高水平的高以服务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和打造更高水平的高
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为主线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为主线，，以实施城市精细化管以实施城市精细化管
理服务为统揽理服务为统揽，，不断完善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建设不断完善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建设。。

55年过去年过去，，郑州城市基础设施功能大幅改善郑州城市基础设施功能大幅改善、、市市
容市貌焕然一新容市貌焕然一新，，精细化管理水平显著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显著提升。。国家国家
中心城市郑州正在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原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郑州正在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原城市群区域
增长极增长极，，宜居宜居、、宜业宜业、、宜乐宜乐、、宜游宜游，，更多获得感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幸福感
的美好答案的美好答案，，写进了历史的答卷写进了历史的答卷。。

细节治理为民生
“品质生活”的幸福映画

初冬的清晨，柔和的阳光刚刚唤醒睡梦中的郑
州，桐柏路上早已车水马龙。今年建成开放的“西
郊记忆”游园里，晨练的群众三五成群，与繁忙的上
班族形成生动对比，共同织就了“烟火人生”的幸福
映画。

让“老西郊”王先生说说这几年家门口的变化“日
新月异”：美丽街区改造让他仿佛“搬了新家”；架空线
入地及合杆整治工程使舒朗天际线跃然眼前；南北走
向的中央绿化分隔带既装点环境，又保证安全；连路
中间的隔离石上都打上了“桐柏”艺术字，为这条老路
赋予了独特标志；智慧公交站可以遮阳；路长驿站可
以休息、避雨……普惠的民生“福利”越来越多，带着
外地来的老哥们儿转一转，王先生的“品质生活”羡煞
旁人。

城市品质提升的背后，是一系列保障和改善民生
举措的实施，让城市有机更新的过程，也是改善百姓
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过程。以巩固提升全国文
明城市、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为契机，在城市治理工作
中，市城管局坚持民生导向，破难题、强软肋、补短板、
提水平。畅通“主动脉”，疏通“毛细血管”，城市管理
也向施工工地、廊道公园、城乡结合部、居民楼院等细
节延伸。

针对市民群众关心的各类城市管理问题，市城管
局紧盯“序化”保畅通，突出“洁化”促提质，聚焦“绿化”
美环境，围绕“亮化”增颜值，城市品质提升工作得到了
高质量推进。

“绣花”般智能化应用城市管理成果人人共享

在郑州，城市的建设管理始终贯彻着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回答“城市工
作做得好不好”的提问，要以“老百姓满意
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作为衡量标
准。“绣花”般的城市管理，从大街区到小
街坊，从宽马路到窄步道，从土地规模增
量到规模减量，从强调快节奏到回归慢生
活……“上天遁地”的全域视角带来的城市
蝶变，转变着这座城市人民的生活方式，也
为城市未来的发展奠定转型之基。

人民至上、民生为要。去年以来，郑州
市围绕“干净、整洁、舒适、愉悦”总体目标，
以大城管方案为总揽，以“路长制”为抓手，

通过“常态化管理+专项整治”的办法，“做
一步、看两步、想十步”，彻底消除管理空
当，推动城市管理向纵深发展。

“绣花”般的精细管理，还要善于利用
现代化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
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
平。当下全市各方细致入微地推进生活垃
圾分类，为城市精细化管理助力，中心城区
建成投用生活垃圾分拣中心 7座，社区定
时定点投放，实现“无散放垃圾桶”；有商务
楼分发咖啡杯号召白领“打咖啡”，从源头
减量；有企业引入“拾尚包”，定向分类回收
可回收物……郑州90个办事处、246.96万

户居民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覆盖率
达98.08%。从“新时尚”到“好习惯”，郑州
市生活垃圾分类背后的社区自治共治和

“一网统管”智治善治，成为郑州用“绣花功
夫”治理国家中心城市的生动剪影。

20 万个停车泊位一键导航,道路停
车实现“无感支付”；公厕地图囊括 2523
座公厕，为郑州市民打开了“方便之门”；
依托“城市大脑”，综合执法、城市管理指
挥决策平台、智慧市政、智慧照明、物联
网共享基站等智慧城管系统建设都在加
快推进，让“精细化”可感、可知、可表达，
更可预判。

常态化管理+专项整治
为了更加美好的城市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市城管局始终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城市

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牢牢把握党的建设的政治
属性、根本定位，坚持党建引领，围绕中心大局，聚
焦主业主责，集全局之智着力打造具有郑州特色，
有高度、有力度、有精度、有温度的郑州城管品牌。

5年来，市城管局紧盯城市管理的难点、痛点
和乱点，进一步简政放权，坚持“常态化管理+专项
整治”，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按照

“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属地管理，权责一致”的原
则，市城管局将1002项审批权、事权、财权全部下
放到区；实行综合执法，将多部门执法队伍整合为
一支执法队伍，提高执法效率和质量；实施“路长
制”工作法，强化协调联动。 根据“一年一个样，
三年大变样”的工作目标，市城管局印发了《2020
年郑州市大城管工作实施方案》，构建一体化、高
效率、全覆盖的大城管体系。在深入开展日常管
理的同时，组织开展了非机动车道隔离桩、四环沿
线等 12项专项整治，集中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
热点、难点问题。

城市品质的提升，非一处之事、非一日之功。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
下一步，市城管局将认真学习并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
建设管理的有关指示精神，不断增强做好城市建
设管理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主动性，全面营造“整
洁、有序、舒适、愉悦”的城市环境，助力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更快更好推进。

郑报全媒体记者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谷长乐 文文//图图

中州大道绿化景观

市政工人对路面进行养护

“三路一园”美丽街区

郑州23名初三“牛娃”
上榜西安交大“少年班”

本报讯（记者 王红）1月 26日，记者从郑州市招生考试中心获悉，
经过激烈竞争，西安交通大学 2021年“少年班”预录取名单公布，郑州
共有 23 名初三学子从全国 2000 余名英才少年中脱颖而出、榜上有
名。其中，郑州枫杨外国语学校以6人入选的“战绩”排在省会榜首。

据介绍，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是我国高校目前仅有的 3个少年班
之一，从 1985年开始招生，面向全国智力超常、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综合素质优秀的初中应届毕业生公开选拔。统计显示，西安交大“少年
班”2021年计划招生约200人，共吸引了来自全国551所中学、2000多
名学生报考，其中，郑州市共有165名学生成功报名。

与以往不同，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西安交大“少年班”选拔由往年
的初试、复试两次考试整合为一次考试，由笔试、综合素质测试、体能测
试、面试四个模块构成。其中，笔试部分包括数学、文综、英语、理综四
个科目；综合素质测试主要考察考生的个性特征、智力潜能和心理素
养；体能测试项目包括中长跑、立定跳远和实心球；面试则主要考查学
生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创新思维以及心理。

经过接连3天现场“比拼”，郑州共有12所中学的23名学子通过选
拔测试，其中包括：郑州枫杨外国语学校6人，郑州中学初中部5人，郑
州外国语中学2人，郑州实验外国语中学2人，河南省实验中学1人，郑
东新区外国语学校1人，郑州东枫杨外国语学校1人，郑州市第八十中
学1人，郑州市树人外国语中学1人，郑州市京广实验学校1人，郑州市
郑中国际学校1人，郑州市第四十七初级中学1人。

按照计划，西安交大“少年班”人才培养按照“预科—本科—硕士”
模式进行贯通培养，入选“少年班”学生可实现“一考免三考”——免中
考、免高考、免研究生入学考试，8年获得硕士学位。

我省春运出行预测报告发布

高速交警：春节期间理性出行不聚集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见

习记者 刘地 通讯员 杨军政）2021年春运
从 1月 28日（腊月十六）开始，到 3月 8日
（正月二十五）结束，持续40天。其中 2月
11日至 2月 17日为春节放假。为保障群
众春运平安，河南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
结合高德地图《2021年河南春运出行预测
报告》大数据分析、疫情防控和近年春运
特点，多措并举护航保通。同时发出倡
议：切记错峰出行，理性出行，避免人员聚
集，做好疫情防护。

春节前后，民生物资需求旺盛，快递
物流货运量大，货车流量将明显增加。受

疫情防控影响，自驾车、包车、拼车等小客
车出行偏好明显增加。

春运期间选择自驾出行方式的群众
增多，2021年春运河南省高速公路出口总
流量预计仍会有小幅增长，将达到 7000
万辆；受近期疫情、高校提前放假和全国
各地倡导在工作地休假政策影响，车流量
和高峰时段会出现波动。

春运期间，郑州、洛阳、开封、周口、驻
马店、商丘等城市周边高速公路及京港澳
高速、连霍高速、大广高速等主干高速公
路车流量会大幅增加。

预计春运期间，河南高速公路春节

前 2 月 3 日（腊月二十二）和 4 日（腊月
二 十 三）及 2 月 9 日、10 日（腊 月 二 十
八、二十九）和 11 日（除夕），过年回家
车流量相对集中，会出现节前车流小高
峰；受春节假期结束集中返程影响，预
计省内高速公路节后 2 月 16 日（正月初
五）、17 日（正月初六）、2 月 20 日（正月
初九）、2 月 27 日（正月十六）为返程高
峰，特别注意 2 月 17 日（正月初六）17
时至 20 时返程最高峰，注意错峰出行，
行车更顺畅。

春节、元宵节期间，郑州、开封、洛阳
周边高速路段和少林寺、清明上河园、龙

门石窟、云台山、开封府等热点景区周边
高速路段是主要易堵路段，出行前要注意
提前了解路况信息，做好疫情防护，合理
规划行车路线。

春节后要特别注意假期最后一天正
月初六（2 月 17 日）是返程高峰，郑州周
边高速路段和连霍高速、宁洛高速豫皖
省界站出省方向车流量会非常大；同时
根据“三六九、往外走”的习俗，还要注意
2月 20日（正月初九）、2月 27日（正月十
六）返程高峰，注意提前返程，错峰返程；
正月十五（2月 26日）元宵节开封周边站
车流量会非常大，注意错峰行车。

汽车站装上公益口罩机
手机扫码每天可免费领一个

3家单车企业市场配额核减

市区共享单车将缩减3万辆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1月 26日，记者从郑州市城市

管理局获悉，根据 2020年共享单车考核成绩，市城管局决定对美团、
青桔、哈啰这 3家单车企业的市场配额进行核减，市区共享单车总量
降至 13.2 万辆，本月底前，3家共享单车公司要完成核减车辆的清运
回收工作。

由于单车企业运维能力参差不齐，市区不断出现单车积压、阻碍交
通等现象，不但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也影响了市民的骑行安全。根据
2020年第四季度市城管局对 3家共享单车企业的运营服务质量考核
成绩，以及 1月 11日各共享单车企业对车辆备案率的互查结果，市城
管局决定对 3家共享单车企业的市场总配额，由 16.2万辆调整至 13.2
万辆。

其中，核减青桔市场配额 1.3 万辆，总量由 6.2 万辆调整至 4.9 万
辆；核减哈啰单车市场配额 1万辆，总量由 5.1万辆调整至 4.1万辆；核
减美团单车市场配额7000辆，总量由4.9万辆调整至4.2万辆。1月底
前这3家共享单车公司需要完成核减车辆的清运回收工作。

在核减车辆转运过程中，各级城管部门将对各单车企业的转运时
间、转运地点、转运数量、转运目的地及有效转运凭证进行严格监管，严
禁转运车辆回流市区；单车企业也要对运离凭证的真实性作出书面承
诺，如有违反将列入企业失信“黑名单”，情节严重的市城管局将依据有
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罚。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曹明旭 文/图）
26日，记者从郑州交运集团了解到，为进一步
完善汽车场站疫情防控，以智能化方便百姓出
行。近日，53台便民公益口罩机被分别安装
在郑州中心站、汽车东站、汽车西站、汽车南站
和汽车北站的候车室、进站口、售票厅等醒目
位置（如图）。忘记携带口罩的旅客，可通过扫
码自助免费领取。

智能口罩派发机，外形类似普通饮料售卖

机。旅客只需要拿出手机对着口罩机屏幕上的
二维码扫一扫，按流程操作即可免费领取。几
秒钟后，口罩机出口就“吐”出一个独立包装的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目前，郑州中心站、汽车
东站、汽车西站、汽车南站和汽车北站设置的智
能口罩派发机，每名旅客每天可免费领取一个。

郑州交运集团提醒旅客，智能口罩派发机
主要为应急使用，建议旅客出门前随身携带口
罩，主动做好自身防疫措施。

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
导向上的规定，是立足社会层面
提出的要求，反映了社会主义社
会的基本属性，始终是我们党和
国家奉行的核心价值理念。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

党，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终极目
标是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将其写
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为之做出
不懈奋斗，在实践上极大发展
了人民的自由和平等，极大发
展了社会的公正和法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阐释（四十五）

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让文明风尚吹遍绿城

“就地过年”公交主题车厢亮相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郭杰）昨日，郑州公交集团第三运
营公司603路车长马莉静制作了

“就地过年”主题车厢，希望借助
公交车厢这个“流动的窗口”，向
更多的乘客倡导非必要不返乡、
不流动、不跨省，避免返乡路途中
的传播风险。

主题车厢内张贴有“平安才
能过好年”“错峰出行，严控风险”

“欢度佳节心情好，疫情防控不可
少”等宣传海报和“就地过年”倡

议书。倡议书上有写给在外工作
父老乡亲的一封信、返乡后的防
控措施、注意旅途出行防护、做好
日常科学防控等知识。

每张宣传海报右下角张贴有
“就地过年”二维码，乘客可通过
手机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年祝福
视频、烟花秀、防疫知识小视频，
了解市区内各大公园、周边景点
以及网上年货节等信息，感受新
年氛围，体会就地过年浓浓的年
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