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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委等部门实地察看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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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尽最大努力在年底前完成既定目标

!

晚报记者 彭慧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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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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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小市场"是检验一座城

市功能是否完善的标志#而公厕

和垃圾中转站则是城市文明的

重要体现$ 今年#我市计划在中

心城区建设
!#

个 !两小市场"%

!#

座公厕及配套垃圾中转站$目

前#这些!两小市场"和公厕建设

工程进展状况如何&

!#

月
!!

日#

市城管委负责人李辉召集川汇

区%市经济开发区%东新区及市

场发展中心% 环卫等多部门人

员#现场实地察看#督促工程进

度$ 相关部门表示#将抓紧时间

赶工#尽最大努力在年底前完成

既定目标$

!!!!!!!!!

日上午# 记者在七一路

东杨庄!两小市场"!市场名称暂

定"内看到#挖掘机在工作#工人

在倒排工期$目前#这个!两小市

场"的地基已基本打好#正准备

砌砖$横跨干渠南北方向的七一

路黄金桥!两小市场"正在施工

中$由于小吃摊主经常往干渠内

投倒剩饭和垃圾#干渠内的水脏

臭不堪$ 据工程施工方介绍#他

们将在干渠之上用水泥混凝土

建一座市场# 把明渠改造为暗

渠#以防小吃摊主再倒垃圾污染

环境$ 该工程力争在年内完成$

届时#该!两小市场"将以黄金桥

为界#向南搭建
!"#

米#主要经

营日用百货'向北搭建
3#

米#主

要经营餐饮业$

另外#随着!两小市场"的建

设#宠物市场也有望!告别"长年

占道$ 由于填坑等历史遗留问

题#位于滨河路与汉阳路交叉口

路西的滨河路农贸市场工程暂

时停工$ 目前#川汇区相关部门

正在协调# 争取尽早恢复施工$

!该市场建好后# 将从市场中划

出一部分场地作为宠物市场#解

决 (狗市) 长期占道扰民的问

题$ "川汇区市场发展中心负责

人刘政说$

!!!!!!!

除了实地察看几个 !两小

市场"外#市城管委等部门的负

责人还实地察看了多座公厕$开

元大道经济开发区安置小区附

近的公厕%八一大道泛华新城附

近的公厕等
$

座公厕的主体已

建好#等待完善配套设施$ 客运

中心站公厕等几座公厕的选址

已敲定#准备近期开工$

据了解# 按照原定要求#川

汇区爱卫会今年要开工建设
.

座公厕#目前计划建设
!#

座#并

且全为移动环保式公厕$东新区

将建设两座公厕$市经济开发区

将建设
$

座公厕$

针对以往公厕建设选址和

施工均易陷入困难重重的境地#

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这些公厕大都选址和建在城区

公共绿地内#应该不会出现大的

阻力$

据介绍#可移动环保式公厕

为高压水冲式#具有节能%防臭%

卫生%安装使用便利等优势$ 投

入使用后#一座公厕将至少配备

一名环卫人员#负责日常清扫和

管理$

市城管委负责人李辉表示#

对!两小市场"和公厕%垃圾中转

站的建设#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 年底之前务必全部完工#向

市民兑现承诺$ 各区各部门在抓

紧工程进度的同时# 更要注意保

质保量# 高标准严要求$ 特别是

!两小市场"# 建设竣工仅是第一

步# 在建设的同时必须搞好商户

和民意调查#了解商户需求#让市

场建好后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让

商户和市民都愿意进$ 要协调好

关系#千方百计培育好市场#带旺

人气#切莫建成之后成为空市场%

!鬼"市场#与良好愿望背道而驰$

!/

川汇路西段

-/

五一广场主题墙西侧

$/

中州大道桥北头东侧

"/

关帝庙后文昌大道路南

4/

七一路与文明路交叉口西南角

!/

常青南路地税局东墙外人行道#景观式单机位地下平推压缩式垃圾中转站

-/

中州大道铁路南西侧绿化带内#双机位地下平推压缩式垃圾中转站

$/

中原路周师东墙外绿化带内#双机位垂直压缩房屋式垃圾中转站

"/

周西路与龙源路交叉口绿地内#双机位垂直压缩房屋式垃圾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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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汇区黄金桥!两小市场"*位于七一路黄金桥南北两侧#封闭干渠

南北#建设规模
-4##

平方米#由开发商全额投资$ 目前地表附属物已清

除#正在进行基础施工$

-/

川汇区滨河路农贸市场*位于滨河路与汉阳路交叉口西南角#建设规

模
"5##

平方米#由政府投资建设$ 目前已平整土地#预计年底建成投用$

$/

川汇区交通大道东杨庄小吃市场*位于文昌办事处西侧#占地约
$-

亩$ 目前土地已平整#正在进行基础建设$

"/

川汇区七一路东杨庄!两小市场"*位于七一路康湾水果批发市场

西侧#大地华府对面#约
!-

亩#开发商全额投资$目前土地已平整#预计年

前投入使用$

4/

市经济开发区五一路韩营!两小市场"*位于五一路铁道南侧路东#项

目占地
$

亩#建筑面积约
$$##

平方米$ 目前#场地已平整#地表附属物已清

除$

./

东新区西华路馨丽康城市场*该市场位于周口师范学院西大门北

侧#西华路西侧#总占地面积
53"4

平方米#建筑面积
6..#

平方米#主建筑

为两层楼房#局部三层#市场内街为钢架结构大棚#可容纳商户
$##

户$目

前主体一层已封顶#二层正在建设中$

公厕选址动工不再难

$两小市场% 计划年底完工

川汇区 !"座公厕位置

!!!!!!

目前# 川汇区爱卫会已完善相关采购手续# 正按既定程序进行招投标工

作#争取年底前完成
!#

座公厕的建设任务$

#个垃圾中转站建设初步选址

!!!!!!

目前#市城管局正在积极协调相关部门#进行垃圾中转站设备和土建招标

手续的申报工作#力争在无土地争议和阻碍的情况下#尽快动工建设$

!!!!!!

按照既定计划#川汇区建设
.

个!两小市场"#市经济开发区%东新区

各两个$ 目前已建成
!

个#开工建设
.

个#未开工建设
$

个$

!!!!!!!

川汇区国槐街农贸市场*位于国槐街#面积
$5##

平方米#已于今年
$

月份建成并投入使用$

开工建设
"

个

!!!!!!!/

川汇区建安路!两小市场"*位于建安路与育新街交叉口东南角#占

地约
!3

亩#政府全额投资#预计
!#

月底开工建设#年底投用$目前正在协

调建设用地%拆迁等相关事宜$

-/

市经济开发区淮河路餐饮农贸综合市场*位于开发区广场南侧%八

一大道西侧%五一路东侧#规划占地面积
$#/-

亩$ 现正协调建设用地事

宜$

$/

东新区安置小区市场*位于中原路与颍河路交叉口#占地面积
534$

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
$.6$

平方米#规划摊位
43

个#由河南亿星集团与

东新区政府联合投资#已签订协议$ 目前正在协调拆迁%清除地面附属物

等有关工作$

未开工建设
#

个

./

交通大道与文明路交叉口西北角

5/

交通大道与八一大道交叉口西北角

3/

金海路与银珠路交叉口

6/

交通大道与中州大道交叉口东北角

!#/

黄河西路市公安局综合训练场附近

东新区馨丽康城!两小市场"的一层主体已完工#二层正在建设中

建成投用
$

个

!"个$两小市场%进度!"个$两小市场%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