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和浩特城管
微博：

微信公众号：
呼和浩特市微城管

城管热线:12319 便民热线:12345

呼和浩特日报
微信公众号：

呼和浩特日报
微博：

青城眼
编委编委：：高翠清 编辑编辑：：李霞 田园田园 美编美编：：张静雯张静雯 校对校对：：化芙蓉 一读一读：：李慧峰李慧峰20212021年年77月月1616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66

第第718718期期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我为群众办实事

2021年6月旗县区、开发区空气质量排行榜
一、2021年6月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0.0%，各地区比例由

高到低顺序如下：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旗县区、开发区

武川县

清水河县

玉泉区

赛罕区

金川开发区

和林格尔县

如意开发区

回民区

新城区

托克托县

土默特左旗

达标天数比例（%）

93.3
93.1
90.0
90.0
89.3
86.2
86.2
85.7
78.6
76.7
70.0

二、2021年6月全市PM2.5平均浓度为17ug/m3，各地区平均浓度由低至
高依次为：

排序

1
2
3
4
5

6

7
8

旗县区、开发区

武川县

土默特左旗

托克托县

赛罕区

和林格尔县

新城区

金川开发区

如意开发区

玉泉区

回民区

清水河县

PM2.5平均浓度（ug/m3）

10
11
12
14
16
16
17
17
19
19
22

旗县区、开发区

武川县

托克托县

土默特左旗

和林格尔县

赛罕区

如意开发区

金川开发区

新城区

清水河县

玉泉区

回民区

综合指数

2.33
2.53
2.70
2.72
2.85
2.89
2.91
2.96
2.96
3.04
3.23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降尘量标准为9.0吨/（平方公里·月）。

备注：综合指数越低，表示环境空气质量越好；反之，表示环境空气质量越差。

四、2021年6月份布设降尘监测点降尘量排名由好至差依次为：

排序

1
2
3
4
5
6

旗县区、开发区

如意开发区

回民区

新城区

玉泉区

金川开发区

赛罕区

吨/（平方公里·月）

4.7
5.5
7.1
8.3
8.4
9.9

三、按照常规六项污染物综合指数，2021年6月旗县区、开发区综合指数
由好至差排名情况：

本报讯（记者 刘沙沙 通讯员 梁
良）今年以来，新城区各街道根据辖区
自身特点，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我为
群众办实事”的重要内容，作为补短
板、惠民生的重点工作来抓，推进城区
环境卫生治理，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
感、幸福感、满意度。

西街街道以让百姓满意作为老旧
小区改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充分
征求居民的意见并结合设计公司对小
区的实际评估后，确定辖区 37个老旧
小区进行以线缆入地、大门维修、院面
维修等内容的提升改造工程。

在改造过程中，西街街道进一步
激发居民参与改造的主动性、积极
性，变“帮你改”为“我要改”，由居民
决定“改不改”“怎么改”“如何改”，从
居民关心的事情做起，从居民期盼的
事情改起。为此，每个涉及老旧小区
改造提升的小区由社区牵头成立一
个民意监督组，成员由业委会成员、
党员代表、物业公司及居民代表组
成。并在民意监督组的基础上，成立
了老旧小区改造临时党支部，主要负
责对工程质量、进度以及安全方面进
行监督，及时收集民情民意，同时积
极参与和化解工程建设带来的一些
矛盾问题。

位于东街街道的工行南北楼和科
技情报楼是两个老家属区，存在着楼
顶漏雨、管网腐蚀严重、基础设施老化
等各种问题，但因为两个家属区仅有
3栋 120户居民，改造困难非常多。

今年年初，东街街道针对辖区特
点，查漏补缺，通过前期摸排、入户
走访、召开居民座谈会确定 28 个老
旧小区列入 2021 年改造工程，包括

工行南北楼等过去改造难度极大的
居民区也在名单之列。

工行南北楼居民李阿姨对记者
说：“以前儿子总劝我搬走，现在我哪
儿都不想去。小区改造后一点不比那
些高楼差，熟人又多，住着舒心。”看
着身边日渐变好的环境，居民们都喜
不自胜。

为了让老旧小区改造更得民心，
迎新路街道坚持以党建引领、居民至
上为原则，各社区党员主动积极参与
到社区重点工作中。党员主动承担起
老旧小区改造义务监督员职责，每天
走工地、看现场，既当好“民生工程”
的宣传员，同时也做好工程质量的监
督员。

迎新路街道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涉
及团结小区北区、团结南区、华苑小区
等 17 个小区，共涉及 89 栋楼，惠及居
民 10000 余人。改造后的小区路面拓
宽并重新铺装，荒芜的绿地也补种上
了绿植，此外还对小区宣传栏、垃圾分
类厢房进行优化升级。针对小区内私
搭乱建、堆物堆料、地桩、地锁等进行
了清除，对小区内凌乱不堪的架空线
进行了梳理，小区“颜值”不断提升。

“才几个月时间，小区就大变样
了，高低压及通讯线缆都实施了入地，
污水管网也彻底翻新，外立面、小区道
路、绿化都大变样了，这多亏了街道各
部门党员干部们的共同努力，我要给
他们点个赞。”谈及小区发生的变化，
家住团结小区北区的张翠兰竖起了大
拇指。

经过 3 个多月的紧张施工，崭新
的屋顶油毡、宽敞的小区道路、新增的
停车位、干净整洁的庭院及楼道……
那些逐渐步入“老龄化”的老旧小区
如今早已变成了百姓安居、乐居的港
湾。

群策群力聚民声
西街街道找准改造“出发点”

硬件提升补短板
东街街道下足改造“绣花功”

党建引领办实事
迎新路街道打造幸福“样板间”

新城区老旧小区改造走实又走心

“老龄化”小区实现“逆生长”

团结小区北区改造前后。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今年以来，自
治区邮政管理局加强行业环保行政执
法，依法查处寄递企业生态环保方面违
法违规问题。到目前为止，全区已有3
个盟市邮管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对5家
寄递企业做出立案处罚，罚款金额合计
13500元。

为推动全区行业贯彻实施《邮件快
件包装管理办法》，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制
定印发全区实施方案，按照责任主体明
确任务分工，有序指导宣传贯彻工作开
展；全区邮政管理系统对寄递企业从业

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并在邮政快递网点
悬挂张贴《办法》宣传海报，营造行业绿
色发展良好氛围。同时，按照“双随机”
监管要求，开展行业环保检查，以重金属
和特定物质超标包装袋专项治理、过度
包装和随意包装专项治理为重点，加大
行业环保行政执法力度。

下一步，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将持续开
展相关培训，实现对全区品牌寄递企业从
业人员全覆盖；加大督导检查力度，摸清
辖区内包装现状，一旦发现问题及时治
理，强化对寄递企业的法律约束。

我区认真落实《邮件快件包装管理办法》
加大行业环保执法力度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近日，市
园林建设服务中心公开征集“蒿草
问题”线索，诚邀广大市民提供工
作、休闲、生活区周边亟待治理的区
域，统筹各界力量进行治理。

按照市园林建设服务中心发布
的高致敏类蒿草植物治理导则，我
市周边地区可能导致致敏反应相对
强的品种有 16 种左右，主要有黄花
蒿、大籽蒿、艾蒿、猪毛蒿、冷蒿、沙

蒿等。蒿属植物每年致敏时间多在
4 月到 10 月，而七八月是蒿属类植
物花粉成熟扩散峰值期，这段时间
内的气候特征是干旱、少风、少雨、
蒸腾大，花粉粒易在空气中漂浮聚
集，达到一定浓度就可导致致敏症
状发生。为此，市园林建设服务中
心发布《“你来找我来拔”——关于
征集首府城区“蒿草问题”线索的公
告》，面向广大市民公开征集“蒿草

问题”线索，旨在抢在蒿草开花传粉
前拔蒿草，缓解蒿草致敏。

此次征集日期自公告之日起至
7 月 31 日，园林部门公开向市民征
集市区内蒿草生长较多、无人管理
的区域。届时，市民可拨打 12345
接诉即办热线，或者拨打市园林建
设服务中心电话 0471-6295062，反
映身边的“蒿草问题”。

此外，市园林建设服务中心呼

吁各级政府部门和用地管理单位，
对管辖范围内，如干涸河道内、废弃
渣土、久围未建的建设工地区域内
的蒿类植物在每年六七月蒿类植物
开花传粉前进行割除。同时，鼓励
和呼吁社区引导物业管理单位、广
大市民在认知高致敏蒿草植物的前
提下，有序对居住区绿地内的较强
致敏蒿属植物在开花传粉前进行主
动拔除。

“你来找 我来拔”

首府园林部门公开征集城区“蒿草问题”线索

▲ 日前，呼和浩特日报社党员干部前往回民区攸攸板镇青山社区开展“拔蒿草 防过敏
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党日活动。

冒着酷暑，呼和浩特日报社党员干部与青山社区工作人员一道，在青山社区辖区内集中
拔蒿草，努力降低人居环境内蒿草花粉浓度。

■本报记者 苗欣 摄

▲近日，托县利用双休日组织全县广大党员干部
开展“拔蒿草 防过敏”为民办实事实践活动，活动累计
出动人员 12500 余人次，出动各类车辆、机具 470 余
次，改善了居民群众的生活环境。

■本报记者 苗青 通讯员 弓羽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