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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公交”助力市民低碳出行
首府新能源公交车占比68.67%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 通讯员 李
佳敏）近年来，为适应国家节能减排
及发展新能源汽车的需要，巩固我市
公交都市示范城市及建设绿色交通、
清洁交通成果，减少公共交通工具对
首府大气环境的污染，加快新能源汽
车在公交企业的推广应用，市公交总
公司大力推广清洁新能源公交车，加

快车辆更新、购
置的步伐，

鼓励市民绿色出行。
记者从市公交总公司获悉，从

2016年底，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正式
登上首府公交“大舞台”。截至目前，
市公交总公司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
在线运营车辆 1969台，占营运车辆
总数 68.67%，其中民富沃能纯电动
公交车457台，银隆纯电动铛铛车12
台，开沃纯电动公交车 1500台。209
条公交线路已基本实现新能源纯电

动公交车全覆盖。这
些 车 辆 平

均车龄不足 5年，加之电动汽车固有
的起步稳、噪音小、速度快、有空调等
优点，市民乘车舒适度得到了极大改
善，其车辆技术状况、舒适性也位居
全国公交前列，得到了广大乘客的一
致好评。

据悉，针对纯电动公交车较高的
购置价格，市政府及市公交总公司创
新性提出了“以租代购、八年分期、八
年维保”的购车模式，使新能源纯电
动公交车数量不断增加，计划到2025
年，我市预计新购新能源纯电动公交
车 507台，首府公共交通出行条件

将不断优化。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今年以
来，我市持续加强共享单车总量调
控和日常监管工作，有效促进共享
单车的规范化管理，在打造良好市
容环境的同时，助力市民低碳环保
出行。

据了解，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完
成了监管平台搭建、与各企业数据
接口对接等工作，并协调大数据、城
管等有关部门，多次召开会议研究
平台建设及功能完善工作，开发了
共享单车车辆备案查验App功能模
块并投入使用，实现了平台数据共
享。

为加强源头管控，做好总量调
控工作，市交通运输局多次组织有
关部门及企业召开联席会议、约谈
会议和专题会议，对市区共享单车
投放总量进行调整，督促共享单车
运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对管理中
出现的问题研究解决办法，明确管
理措施。目前，市区共享单车投放
总量控制在 16.1 万辆以内（含电单
车 5.6 万辆）。同时，市交通运输局
将共享单车总量调控有关内容纳入
公共交通“十四五”规划中，结合实
际，通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共享单
车总量进行科学测算。为强化共享

单车从源头准入（事前）、日常监管
（事中）到考评（事后）的全过程闭环
管理，提升服务质量，市交通运输局
草拟形成了《呼和浩特市区共享单
车运营服务质量考评办法》，将经过
法定程序审查后印发实施。

此外，为改善共享车辆停放秩
序，要求各企业完成“电子围栏”改
造工作，全部车辆实现定点停车功
能。建立运维人员 10分钟到位、调
度车辆 45分钟到位制度，督促企业
加强线下运维管理。目前，我市市
区共享电动车的头盔配置和挂牌工
作已经全部按要求完成。

近日，呼市公交总公司第七分公司联合内蒙古警察职业学院、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特勤大队五中队来到成吉思汗街
小学，开展以“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的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中，内蒙古警察职业学院交通管理系教授王良秋围绕“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主题进行讲座，重点分析
公交车交通安全案例。期间，志愿者还带领小学生们一起登上公交车，在车厢内现场为学生们讲解安全乘车常识以及
使用安全锤、应急阀门的注意事项，加深了孩子们对安全出行的理解，让他们将安全知识牢记于心。

■本报记者 云艳芳 苗欣 摄

强化共享单车监管 打造良好市容环境

精准对接老年人需求地铁服务更有温度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近日，有

市民通过12345热线反映，其开通70
岁老年人免费刷脸乘车服务后仍未
享受免费优惠，产生了扣费。

接到此诉求后，市交通建设集团
及时反馈至运营公司客运中心和科
技公司系统运维中心，中心立即进行
认真排查，发现是乘客在建设银行开
通人脸认证后，未到车站进行老年人
认证便开始乘车，导致扣费。鉴于

此，市交通建设集团第一时间联系并
说明情况，安排车站工作人员帮助其
完成认证，将之前乘车产生的扣费全
额予以退还。

自呼和浩特地铁运营以来，市交
通建设集团始终把为乘客提供优质
服务作为工作目标，针对老年人乘车
推出 70周岁以上老年人实行免费乘
车的优惠政策，增设刷脸乘车服务，
解决老年人在智能出行方面遇到的

困难。在全网范围推出“一站式”乘
车服务，通过预约及拨打车站电话，
车站将安排工作人员协助老年人等
特殊乘客完成安检、进闸、换乘等流
程。优化“健康码”验码服务，疫情期
间在全网范围提供代办代查服务，帮
助未携带智能手机的老年人进行人
工登记等便捷服务措施，精准对接老
年人群体需求，为老年人群体出行提
供更周全、更贴心、更便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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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沙沙）今年，新
城区将辖区 103个老旧小区列入改
造重点，在完善基础改造的同时，提
升小区服务功能，通过改“面子”厚

“里子”，让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持续
提升。

作为西街街道老旧小区改造重
点项目，自今年年初开始，内蒙古日
报社闻都小区以环境提升为支点，通
过外墙保温、飞线入地、道路铺设、更
换管网等室外配套基础设施改造，让
这个老旧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以前小区就是脏乱差的代名
词，不但网线乱七八糟，下水道也时
不时总是堵。”而如今，居民张翠花口
中脏乱差的小区环境焕然一新，“现
在小区不但路修得平整，各方面环境
都有了质的提升，我们这些老年人也
愿意在小区遛弯儿了。”张翠花笑呵
呵地说。

艺术厅北街社区副主任张浩告
诉记者，在进行内蒙古日报社闻都小
区改造时，为更好地服务辖区老年
人，社区引进了居家养老服务，可提
供托管、理疗、日间照料和上门服务
等项目。

在完成多方面改造更新工程之
余，新城区为居民提供更加完善的基
础设施和更加健全的服务体系，创建

老旧小区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将老旧
小区改造与惠民工程相结合进行提
档升级。

今年，团结小区在改造施工过程
中，将原来的垃圾场建成面积 3300
平方米的社区服务综合体，有效提升
了居民生活品质。

“通过在小区院内打造文体娱乐
中心，引进居家养老服务，建成了集餐
饮服务、休闲娱乐、日间照料、远程问
诊、中医理疗于一体的康养服务中心，
可以更好辐射社区周边的老年人。”团
结小区社区党委书记乌云塔娜表示，
冬天室外温度低，老年人基本足不出
户，如今有了这样的社区服务综合体，
老年人冬天就有了活动场所。

“自从服务中心对外开放以来，
我每天都来这里跳舞、唱歌、做理疗，
别提多开心了。”团结小区居民苏女
士告诉记者，现在有了康养服务中
心，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了。

新城区住建局人居环境发展促
进中心工作人员郭建波表示：“新城
区老旧小区改造是从2009年开始的，
通过陆续改造，不断总结经验，在进
行老旧小区改造的基础上，提出增添
为老餐厅、无障碍坡道、消防措施、运
动器械等提升类改造，进一步为老百
姓提供一个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

本报讯（记者 阿柔娜）“之前各
方面问题都很突出，无论是门窗路
面、健身器材等硬件设施，还是花草
树木景观打造乃至居民锻炼的空间
都没法和别处比。”“尽管生活水平提
高了，由于居民不缴纳物业费，小区
脏乱差现象一点儿也没改变。”“4楼
以上吃水困难，造成诸多不便。”……

谈到小区改造以前的情况，建华
南社区电力二小区的居民列举了种
种问题，大家纷纷表示，现在令人满
意的小区居住环境，是街道办事处和
社区工作人员“上心”“用心”促成的，
工作人员经过多次入户，根据群众反
映的实际情况，了解居民需求，最终
一步步解决了居民的“老大难”问题。

为解决小区及周边近 450多户
居民用户吃水问题，社区在充分尊
重居民意愿前提下，根据小区内现
有的空间，合理规划，新建了二次加
压泵房。同时，将闲置空地和道路
变“废”为宝，盖起了凉亭，实现了绿

化，配备了健身器材、快递自取柜、
垃圾分类角等，既满足居民对休闲
空间的需求，又为实现精细化管理
奠定基础。

“社区工作人员少，退休的老党
员便积极投入创城工作，他们的奉献
精神带动了居民自愿参与，这种主动
的自我管理比强迫式的说教更容易
被接纳，效果也更好。同时，多数居
民转变了思想，赞成引入准物业管
理，以低价格享受高质量的保洁、保
安、保绿等各项服务，让老旧小区也
能变得精致起来。”建华南社区工作
人员运涛介绍说。

小召前街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宣
传委员白乔说：“在享受到有品质的
各项服务后，居民对物业公司也有了
更多的认识和信赖，小区进入了打造
舒适生活圈的良性循环中，社区工作
人员更多的是充当衔接物业公司服
务方跟居民被服务方间的纽带，为开
启社区长效化治理之路助力。”

新城区：

老旧小区提质 幸福在家门口“升级”

我为群众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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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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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文明有痕，捍文明有法，享文
明有序。文明是城市进步的标志，
是城市发展的灵魂，展示着城市态
度，也诠释着城市精神。文明行为，
不仅需要人们自觉自律，更需要他
律保障。我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
方圆”，文明的养成，也需要立规矩、
讲规矩、守规矩。从“口头劝说”真
正走向“有序规范”，通过法治手段
和制度力量来震慑不文明行为，促
进文明习惯的养成，从而才能带给
人们源源不断的文明福祉。对广大
市民而言，既能感受到文明温度，又
能感受到执法力度，从而在温度和
力度中切实受益，在人文情怀和制
度关怀中真实享受文明成果，于点
滴之间、细节之处，于潜移默化之中
感知并沐浴文明春风，善莫大焉。

对首府而言，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既是荣耀，也是养料，市民和城
市之间的互相成全，人与人之间的
互动，必然能更好提升全社会的文
明程度，真正让文明之花绽放在每
个呼市人的心中。

居民在团结小区社区服务综合体免费测量血压

建华南社区：

物业管理长效化 居民生活有品质

改造后的建华南社区电力二小区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自我市推行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来，在市政府和相
关部门努力下，先后采取“公共机构引
领、试点小区先行”和“入户宣传、撤桶
并点、桶边督导、积分兑换”等有效措
施，借助“创城”契机，全力推行垃圾分
类。但在我市推行生活垃圾分类过程
中也发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对
推行垃圾分类认识不到位、物业企业履
职尽责不到位、宣传教育工作不彻底
等。针对这些问题，为推动垃圾分类工
作，接下来我市将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
作。

一是按照住建部新评估办法的有
关要求，一方面学习国内先进地区的经
验做法，公开招标委托第三方实施居民
小区垃圾分类的检查评估，切实发挥第
三方客观公正检查成效评估的优势；另
一方面，推进“城管执法进社区”全覆
盖，按照垃圾分类有关规定，对居民小
区履职尽责不到位的物业公司加大执
法检查和曝光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严
管重罚，警示物业企业积极履行垃圾分
类管理主体责任。二是积极开展垃圾
分类进校园活动，重点是围绕试点校
园，打造垃圾分类样板小区。三是联合
市政府督查室、各地区环卫部门有关人
员评选垃圾分类示范社区、样板小区、
优秀物业企业和优秀公共机构、学校，
组织召开颁奖表彰大会，邀请社区、办
事处和物业企业代表参加，颁发荣誉牌
匾，发放以奖代补资金，激励基层和物
业企业真抓实干、比学赶超。四是全力
开展“参与垃圾分类、创建文明城市”的
垃圾分类知识网上竞答活动，通过线上
趣味性、知识性的竞赛评选个人奖项和
抽取红包的方式，以及每月对公共机构
参与率的排名，激励、提高全民垃圾分
类的参与率、知晓率。五是在全市居民
小区开展“垃圾分类我们一起行动——
社区宣传我参与”活动，由街道办事处
牵头，社区统筹安排，发挥物业公司、业
主委员会工作人员和网格员、督导员、
热心居民，以及社区报到的党员、公职
人员和辖区单位等社区力量，“分片包
户”去敲开门、见到人、讲到位，全力做
好入户宣传和垃圾桶前值守工作。六
是持续强化激励措施，组织指导社区、
物业公司通过发放小奖品、积分兑换等
方式，鼓励引导居民居家源头正确分类
和投放。同时建立教育处罚机制，通过
发放提示信、上红黑榜曝光，让更多的
群众切实体会到垃圾分类是新时尚，混
投乱扔行为可耻，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到
实处。

我市将实施多项举措
推动垃圾分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