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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二七区嵩山路街道办事处文件

嵩办发〔2018〕67号

嵩山路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嵩山路街道道路交通秩序综合

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社区、相关部门：

现将《嵩山路街道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8 年 8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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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路街道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实施方案

为全面提升辖区道路交通管理水平，更好地服务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为 2019 年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举办

提供良好交通环境，经研究，决定自即日起至 2018 年底，在辖区

开展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

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综合治理，按照“科学化、精

细化、规范化、人性化”原则，集中力量解决影响城区道路交通

秩序的突出问题，改善道路交通环境，提高交通管理水平，为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和 2019 年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举办营造安全、文明、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二、工作目标

力争通过半年的集中治理，使当前突出的交通出行乱象、停

车乱象、非法营运乱象等得到有效遏制，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

人交通违法行为明显减少，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文明意

识和法治意识明显增强，道路交通秩序明显改善，交通管理水平

明显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初步建立道路交通秩序综

合治理常态长效机制。

三、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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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加强领导，成立街道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工作领导

小组，由办事处主任任组长，分管副主任任常务副组长，其他领

导班子成员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名单附后）。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城管食安办，具体负责交通综合治理工

作的策划、协调、组织、督办、检查，以及情况汇总上报；制定

考评办法，组织开展考评工作。

四、任务分工

（一）实施联合执法，严厉整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

1.严厉打击“七类车”交通违法行为。电动摩托车、机（电）

动三轮车、观光电瓶车、老年代步车、搭棚改装三轮车、摩托车、

低速货车等“七类车”，是城市道路交通秩序管理的一大顽疾。各

社区及相关部门要坚持常态化整治，持续不断高压治理。要借助

网格化管理优势，以辖区主干道为重点整治区域，联合交警部门

加大对“七类车”交通违法行为的治理力度。

责任单位：城管食安办、执法中队、各社区

2.严厉查处非机动车及行人交通违法行为。配合交警部门在

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违法易发时段和点段开展集中行动，严查闯

红灯、随意横穿马路、逆行、违法载人、随意翻越道路隔离设施、

不按车道行驶、上高架、拦车散发小广告、拦车乞讨等交通乱象。

责任单位：城管食安办、执法中队、各社区

3.严厉查处渣土车、水泥罐车等工程运输车辆违法行为。配

合有关部门查处渣土车密闭不严、带泥上路、沿途遗撒、随意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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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等违反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的行为。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依法进行顶格处

罚。

责任单位：城管食安办、新城办、执法中队、各社区

4.严厉打击“黑渣土车”违法行为。推行常态化联合执法，

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重拳打击未办理运输核准手续从事运

输活动的“黑渣土车”。

责任单位：城管食安办、新城办、执法中队、各社区

（二）加强电动自行车及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等车辆规

范管理

1.积极营造宣传氛围。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

加强电动自行车及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管理工作的宣传力度。

尤其要广泛宣传市政府将电动自行车安全综合治理纳入 2018 年

民生实事的重大惠民举措，开展登记上牌的目的、意义和措施、

渠道；大力宣传新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购买驾驶“超

标”“改装”电动自行车的危害和典型案例，取得社会各界群众的

理解支持，引导群众购买、使用符合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自觉进

行登记上牌；宣传教育群众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消防安全法律法

规，增强安全意识。

责任单位：宣传科教办、各社区

2.落实惠民举措，推进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工作。根据上级

安排，配合建设企业在辖区范围内合理设立登记上牌服务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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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信息登记网络平台，为集中开展产品安装、信息登记做好准备

工作。

牵头单位：城管食安办、各社区

（三）开展停车管理专项整治工作

1.加大停车场建设力度。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做好公共停车场建设联审联批工作的通知》（郑政办明电

[2017]527 号）要求加快手续办理，并按照年初分配的目标任务，

2018 年底前完成区下达的停车泊位建设任务。

责任单位：城管食安办、各社区

2.严格非机动车停车场（点）管理制度。严格非机动车停车

场（点）设置，收费非机动车停车场应设置停车标志牌，列明收

费标准、管理单位及监督电话。取消影响交通秩序和市容市貌的

非正规停车场，对沿街单位、商户门前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进

行劝导和整治，对停车场（点)脏、乱、差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

责任单位：城管食安办、执法中队、各社区

3.加强对公共停车场的清理整顿。8-10 月配合区管理部门对

辖区经营收费的公共停车场进行全面排查，按《郑州市停车场管

理办法》要求，对未备案的下达整改通知，拒不整改的依法给予

处罚。

责任单位：城管食安办、执法中队、各社区

4.研究制定路内错时停车办法。按照停车必在位、在位有标

线、标示有时间的原则，研究制定错时停车办法。对车辆乱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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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现象进行规范管理，因地制宜在住宅小区周边道路路内施划夜

间限时段停车泊位。

责任单位：城管食安办、各社区

5.加强共享单车停放管理。严格规范共享单车停放点位的施

划、停放标志的设置，完善日常管理各项规定，对重点区域和节

点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问题进行集中治理，10 月底前共享单车乱停

乱放现象明显改观。

责任单位：城管食安办、执法中队、各社区

6.加强幼儿园、中小学、教育培训机构等周边停车乱象治理。

坚持疏堵结合原则，加强校园周边停车乱象治理工作，引导接送

学生车辆（机动车、非机动车）有序、规范停放，切实保障学生

人身安全；组织开展“小手拉大手、安全文明行”活动，引导广

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公约，安全文明出行。

责任单位：城管食安办、宣传科教办、执法中队、各社区

7.严格落实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制。沿街商场、超市、集贸

市场、宾馆、饭店及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等单位要严格落

实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制，对门前责任区车辆停放实行“三包”

（包依规停放、包停放秩序、包环境卫生）。

责任单位：城管食安办、执法中队、各社区

（四)依法整治客运市场非法营运行为

1.严厉打击非法营运乱象。配合市、区有关部门严厉打击“空

号”“套牌”车及非客运出租汽车喷涂客运出租车专用颜色、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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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汽车专用标识、设施等假冒客运出租汽车从事非法营运行为；

严厉打击未取得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客运出租汽车

经营的行为；严厉打击不服从调度管理私自揽客，不按规定使用

计价器、非法加装计价器、拒载、甩客等不按照行业相关标准规

范进行营运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电动摩托车、机（电）动三轮

车、电动四轮车（含观光电瓶车、老年代步车、搭棚改装三轮车）

等违法载客行为。

责任单位：城管食安办、执法中队、各社区

2.开展联合执法。配合市、区有关部门加大对重点区域非法

营运车辆的巡查和治理力度，对“黑出租”“黑大巴”等非法营运

车辆和电动摩托车、机（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含观光电瓶

车、老年代步车、搭棚改装三轮车)等车辆违法上路和违法载客行

为进行联合查处。同时，建立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定期和不定期

联合执法行动。持续对非法营运进行治理，彻底净化客运市场。

责任单位：城管食安办、执法中队、各社区

（五）提高市民素质，倡导文明出行

1.健全文明交通工作机制。紧密结合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建

立健全交通安全宣传社会化工作机制，有效调动全社会参与交通

管理的主动性、积极性。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同普法宣传和创建

文明社区、文明单位等工作有机结合，广泛宣传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提高市民交通安全意识，引导市民文明出行。

责任单位：宣传科教办、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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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入开展文明交通系列主题宣传。充分运用传统媒体、新

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利用报纸、电视、电台、网站、微信、

微博、手机客户端，不定期开展文明交通公益宣传，曝光道路交

通违法乱象，传递文明交通正能量。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宣传阵地

建设，在人员密集的广场、街道等公共场所设立道路交通安全宣

传橱窗、电子显示屏等。鼓励社会力量举报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责任单位：宣传科教办、各社区

3.加强文明交通志愿者队伍建设。整合社会各方资源，扩大

志愿者队伍，建立志愿者协勤机制，强化志愿者培训，组织交通

志愿者、文明单位干部职工和各重点场所工作人员义务参与交通

执勤。

责任单位：宣传科教办、各社区

4.加强交通安全文化建设。组织开展交通安全文学、文艺、

影视等作品创作、征集与传播活动，倡导“文明用车、安全出行、

文明礼让”的交通安全文化。加强微博、微信、APP 客户端等平

台和网络阵地建设，搭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资源和文化产品共享

平台。

责任单位：宣传科教办、各社区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责任，精心组织。各社区、相关部门要增强大局

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协同意识，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

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把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工作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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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重要议事日程和网格化社会治理，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

署重点工作，协调解决突出问题。

（二）依法监管，协调联动。各社区、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围绕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违法行为，持续不断地组织

开展联合执法、联合打击专项行动，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相互配合、协调一致的工作机制。

（三）畅通渠道，反馈信息。各社区、相关部门要分别明确

一名联络员，具体负责日常工作的对接落实。要加强日常信息报

送工作，每月 18 日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工作月报，突发及重

大情况要即时汇报。

（四）标本兼顾，长效治理。各社区、相关部门要以超常规

的措施和创新的方法手段，推进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工作，争

取在较短时间内使城区道路交通秩序明显好转，并以此为基础，

及时总结好的经验做法，于 2018 年 11 月底前初步建立长效治理

机制。

（五）加强督导，严格考评。加大督导考评力度，实行周督

查、周通报、月讲评、月排名。考评结果全办通报，并纳入本单

位年度绩效考核成绩，对工作表现优异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表

扬；对行动迟级、推诿扯皮、不能按规定时间完成工作任务的单

位及个人进行通报批评，并启动问责机制。

附件：嵩山路街道办事处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

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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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嵩山路街道办事处

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娄 晖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常务副组长：雷广伟 办事处副主任

副 组 长：陈 强 党工委副书记

田禾秀 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兰喜国 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李浩杰 党工委委员

王鸿飞 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

程丽霞 办事处副主任

成 员：陈 星 党政办主任

孙超华 宣传科教办主任

王建志 城管食安办主任

杨之光 新城办副主任

李振伟 刘砦社区书记

荆新建 黄岗寺社区书记

高好华 宏鑫社区书记

徐 达 珠江社区书记

李海斌 蔚蓝社区书记

郭文雅 嵩南社区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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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晨光 啟福社区书记

李 巍 郦都社区书记

栗万春 锦绣家园社区书记

荆志涛 航海路社区书记

王 兰 亚星社区书记

张国昌 工人路社区书记

刘 毅 望江居社区书记

时 浩 玉晖园社区书记

路 磊 星苑社区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城管食安办，由雷广伟兼

任办公室主任，王建志兼任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