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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穆文涛 杨俊）近
段时间，上街区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全面开展“三送一强”活动，为企业提供“零距
离”“零时差”“零跑腿”帮扶，高效率解决好企业“急难
愁盼”问题，助推企业跑出复产稳产“加速度”。

健全机制，服务企业“零距离”。该区建立党员
领导干部分包，党建指导员联系，职能部门党员服
务专员具体负责的“三对一”服务制度，组建36个行
业服务专班，成立 162 支企业、重点项目党员服务
队，实行驻企结对服务。建立复工复产问题帮扶、
政策宣传落地服务、专班小队走访企业“三个清
单”，细化责任到人。成立以机关、社区党员为主的

“红色帮办团”，在有需要的地方及时成立临时党支
部，与相关职能局委党组织联建开展帮扶，让党旗
在服务企业一线高高飘扬。

解决问题，帮助企业“零时差”。抽调党员干部
成立工作专班，每日指导企业落实日常防疫和安全
生产、污染防治措施，认真梳理存在问题，结合政策
为企业出谋划策，多方联动争取政策支持，建立工
作台账，就地解决问题。设立复工复产咨询热线，
组建沟通交流钉钉群和微信群，畅通“线上+线下”

意见反馈渠道，广泛收集企业用工、资金、供销、运
输等各类难题，实施清单式管理，及时研究应对措
施，逐项销号。各级党组织及时为企业协调购置 1
万支温度计、1000台测温枪和 13万只口罩；开通郑
州市内居住返岗人员直达班车，畅通企业员工“返
岗路”；帮9家企业办理贷款延期993.5万元，拨付各
类企业奖补资金4118万元。

跟踪援助，实现企业“零跑腿”。各相关单位党
组织积极行动，分包党员干部做到企业概况、企业需
求、服务政策“一口清”，切实为企业做好用工、资金、
土地、防疫物资等服务保障。“红色帮办团”深入企业
宣传惠企政策，政策知晓率达100%。开通绿色审批
通道，部门协同联动为企业提供线上审批服务，简化
程序，缩短审批时限。主动对接企业用工需求，逐个
登记造册，分类备案，推行“互联网+就业创业服务”
模式，实现本地企业发展与本地人员就业并行。

该区还充分发挥非公企业党组织指导和监督作
用，引导非公企业党员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中做表
率。由企业党支部牵头，以党员员工为骨干，制定封
闭式管理措施，在出入关点、场区园区、食堂宿舍等重
点部位设立人员排查、体温检测、消杀等“党员责任
岗”，严格执行各项防疫措施，为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上街区

党建引领助推
企业复产稳产本报讯（记者史治国 通讯员 蒋士勋 陈帅）昨日上

午，荥阳启动“最美荥阳·嗨乐荥阳——百家促销，千家
让利，万户参与”全民消费月。在搞好疫情防控基础上，
开展更加精准的促消费活动，提升居民消费热情，加快
推进经济社会回归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该市工业、服务业和建设业三大类企业
复工率和用工恢复率均达到100%，餐饮企业堂食服务3
月 19日起有序开放，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步入
正轨。

如何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居民消费，促进消费回补和潜
力释放？荥阳以保民生，提升群众幸福感为前提，自3月
24日到 4月 30日启动全民消费月，结合不同阶段消费热
点，运用线上线下多种途径，打造消费新场景，提升消费新
体验。依托豪布斯卡、奥特莱斯等重点商圈主力店联手打
造“郑好豫见·我看荥·折扣让利嗨购节”；依托海龙居然之
家家具建材市场举办“郑好豫见·我看荥·家居生活焕彩
季”；举办“郑好豫见·我看荥·魅力汽车展”；以古柏渡飞黄
景区、丰乐樱花园景区等旅游休闲区为主体，举办“郑好豫
见·我看荥·畅游狂欢节”；开展夜品、夜购、夜赏、夜游、夜
健活动，打造“醉美·夜荥阳”，树立消费新理念。

在各行各业开展各类让利活动的同时，荥阳还组织
阿里、美团等线上平台，通过商品折扣，让利于民，全面
开展线上促销活动。通过技术、产品和资金补贴等多种
方式，推出免费一对一指导企业，急速上线帮实体商家
打通“线上+线下”，给予送流量、优惠利率贷款支持、佣
金返还优惠措施；推出免配送费，满减、套餐、打折等优
惠政策，促进消费逐步复苏，助力商户扩量增收。

为了让城乡低收入家庭放心消费，荥阳针对全市城
乡低保和分散特困供养人员，开展“送券促消费，特殊人
群享温暖，保民生惠民生”活动。市政府拿出 81.83 万
元，针对全市城乡低保家庭和分散特困供养人员 8183
人，每人送上100元消费劵，让低收入者切实感受到政府
的关心。

荥阳市

“放大招”促消费
为发展注入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王令晖）惠济区花园
口镇坚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主动对
接，靠前服务，为企业“送政策、送服务、送要素，强信
心”，切实做好工业企业、建设工程、服务行业等复工复
产工作。

在加强疫情科学防控的同时，对复工复产工作进行
全面部署。科学划分企业类别，针对需要复工的企业类
别，安全、环保、卫生等部门强强联合，梳理审核事项，明
确了复工复产条件。成立服务专班，主动对接联系，指
导企业制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工作预案。对不具备复
工条件的企业，提出改进意见，现场跟进指导，帮助企业
尽快达标。

企业复工复产后，镇企业复工复产领导小组、各服务
专班跟踪服务。聚焦管理服务，加强企业人员上下班管
理服务、随访核实服务、医疗服务的管理服务保障；聚焦
要素保障服务，协调本地务工人员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协
调原材料保障企业有序复工，协调口罩、消毒水等物资保
障供应，及时解决企业所遇到的外部环境中的各类问题。

主动对接靠前服务
推进企业有序复工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崔维丽 王
新托 文/图）“以前我们都是到县税务局大厅
排队购票，现在好了，通过自助办税ARM机，
像银行自助柜员机一样，在刘集就能办，太方
便了！”昨日，在中牟县刘集镇税务分局，郑州
江鑫会计事务所会计乔红娜在自助办税
ARM 机上插入税控盘，按机器语音提示操

作，不到两分钟就拿到了新购的发票。
当日，刘集镇正式预约纳税人“一户式非接

触式”自助领票。这是疫情防控期间，刘集镇为
企业复工复产领购发票提供的又一项便利措施。

自助办税ARM机的投运，实现了24小时
全天候的办税服务，能够有效填补办税空隙，
给纳税人带来全时优质高效便捷的办税体验。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刘俊）“施工中有什么
问题吗？物料能顺利到位吗？”“人员复工还顺利吗？今
天到岗多少人？”……在管城区十八里河街道刘湾村美
丽乡村项目施工现场，复工复产小分队走进现场开展

“解忧纾困在行动”。
为扎实开展“三送一强”专项活动，十八里河街道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走访辖区企业、沿街门店等，
积极推动复工复产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依托“传统+新兴媒体”打
造立体宣传网络，广泛开展复工复产安全提醒和防疫知
识宣传，积极向企业宣传讲解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坚定
信心、抢抓机遇、恢复生产。街道成立党员复工复产小
分队，每天坚持动态巡查，帮助企业协调解决遇到的用
工保障、防疫物资储备、产业链配套等问题，确保好事办
好、实事办实。

据了解，“三送一强”专项活动开展以来，累计协调
用工人数 692 人，发放口罩 15160 片，申请资金支持
13.2万元，协调解决事项 44件，用实际行动助力企业有
序复工复产。

服务小分队
企业解难题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3月底前申报中国银行复工贷，可享

受最新LPR，年利率低至4.05%不上浮！”
“招商银行‘小微闪’，即刻办理可享

8折利率！”
“中原银行‘政采贷’，审批通过率超

70%！”
这样的场景发生在昨日 14:30，地

点，金水区政府，一场特殊的直播正火爆
进行。

直播当然要卖货，这不，招商银行、
中国银行、中原银行带着“外贸贷”“复工
贷”“科技贷”“小微闪”“税单贷”“政采
贷”等信贷产品来了。

受疫情影响，资金短缺成为影响企业
发展的头等大事，为助力金水自贸企业解

决复工复产面临的融资问题，昨日，由金
水区自贸办、金水区金融办联合主办的金
水自贸“三送一强”银企对接线上直播活
动正式开播，中国银行、中原银行、招商银
行等金融机构与百余家企业在线谈融资。

本次直播专门邀请到各家银行最熟
悉基层的普惠业务部门负责人或信贷产
品经理作为直播嘉宾，确保金融服务更

贴近中小微企业需求。同时，各家银行
结合中小微企业实际需求，有针对性的
在线上直播讲解了各自的特色信贷产
品，帮助中小微企业精准匹配信贷渠道。

截至 17：00，共有 118 家辖区企业
参与并关注，153 条线上互动留言，22
个热点问题同步线上解答，辖区企业反
响热烈。

会议室变直播间线上解决融资难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燕秉江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李燕 文/图)昨日
一早，郑州电缆社区伏牛
路段的社区工作人员就逐
店了解情况，督促复工复
产工作规范化开展。

中原区绿东村街道电
缆社区党委对复工复产进
行精细化管理，路段店铺
分包到人，对 200 多个门
店送上“温馨提示”告知复
工需准备的材料和具备的
条件。对于已经复工的门
店和单位，及时跟进防疫
物资到位情况及疫情防控
工作实施情况。

严格精细管理督促复工复产

近日，在二七区嵩山路与政通
路交叉口东北角，一处集时尚、简
约、精致为一体的绿化景观——

“口袋公园”建成开放，此园以城市
街头的“一亩花园”为主题，致力于
打造街角巷陌的精致空间与心灵
轻氧吧，植物造型精美、花色俊美，
让市民徜徉其中，流连忘返。

24 日上午，记者沿着政通路
往西走，即将到达嵩山路时眼前一
亮——门口的日本红枫迎风挺立，
无刺枸骨、瓜子黄杨等绿植枝叶浓
密、错落有致；拾阶而上，怒放的茶
梅娇艳欲滴，墙边的竹子、大叶女
贞造型树和古朴的拴马桩相得益
彰，整个园子沐浴在春日暖阳下，
焕发出勃勃生机。

口袋公园总面积 500 多平方
米，小巧精致，但功能齐全，可满足
群众停留、休憩、穿行的需求。中
间的空地还可以满足群众打太极
拳、跳广场舞的需求。

这个口袋公园还有一个好听
的名字——“颂园”。二七区林业
和园林局副主任王婷指着三个石

狮造型的拴马桩介绍其由来：“拴
马桩代表古朴，三个石狮仰头高
歌，和现代化的公园风格对比明
显，寓意见证古今，歌颂新时代美
好生活。同时，今年的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有太多的人和事让我们感
动，颂园也有向他们歌颂、致敬的
内涵。”

现场，家住附近的张先生和爱
人一起，带着小孙女在园子里踱
步、赏花：“原来这里是个违章建
筑，门口还经常乱停车，乱象很是
刺眼，影响城市形象。现在不一样
了，小公园很漂亮，让人赏心悦目，
没事来这转转，大家伙都很喜欢。”

值得一提的是，颂园隔壁就是
二七区重点项目“三路一园”的淮
园，从淮园漫步到颂园，二者皆为
简中式风格，既遥相呼应又延续延
伸，在视觉上给人带来“柳暗花明
又一村”的体验。

“口袋公园紧邻车流量大的主
干道，群众穿行其中，安全方便的
同时还能领略红情绿意，别有一番
味道。”王婷表示。

城市新空间转角遇到绿
本报记者 刘伟平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李绍光）昨日，新密市千余名干群
在北密新路社区进行卫生大扫
除。这是新密市大力开展环境卫
生整治的一个侧影，目前该市每天
有3万余人参与这项活动。

清洁优美的环境是防止疫情扩
散的重要手段，良好的卫生习惯有
利于保护群众健康。为此，在防控
新冠肺炎的战役中，新密市以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和全国卫生城市为载
体，大力开展卫生环境整治活动。

掀起垃圾清运热潮。各乡镇
办事处及市直单位迅速行动，每天
至少清运两次，做到垃圾随满桶随
清理。为防止空气污染，沿街摆放
的垃圾桶全部搬到背街小巷和居
民楼院内。城区主次干道、城中村
和城乡接合部村庄，要按每 50米
或 80米的标准设置果皮箱。以村
组和社区为单元连续一周进行大
扫除，清理卫生死角。10天来，全
市共清除垃圾200多吨，规范露天
贮存1000多处。

严格规范各类管线。针对私
拉乱扯反弹这一现象，各办事处联
合有关部门开展专项行动。拆掉
跨街线缆、私拉电线，拔掉废线杆、
旧灯杆，清理街道电线和路灯杆上
的各类旧表箱、悬挂物。目前已拆
除废弃线1200米，整改线路76条，
构筑了安全整齐有序的线路网络。

积极搞好群众思想教育。为
了培养居民的良好卫生习惯，倡树
文明新风，新密市强调切实加强卫
生健康教育，把爱国卫生知识和文
明行为规范融入教育、教学的各个
环节，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进
电脑。发挥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
心、心理辅导站、乡村少年宫等阵
地作用，采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举措，切实提高未成年人卫生健
康教育水平。目前，通过网络形式
培训各类学生 10万人次，向居民
家庭发放健康教育材料 60万份。
扎实的思想教育，增强了居民的卫
生知识，提高了文明素养，为改善
环境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新密市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李磊）昨日，记者从经开区城管局
获悉，今年，经开区要用“绣花”功
夫、工匠精神，以更高标准全面提
升城市建设管理水平，争取把经
开区每一条路打造成精品街道。

据了解，今年以来，经开区把
深化“三项工程、一项管理”作为
推动城市发展、增强城市活力的
重要抓手，大力开展“十大”专项
行动，持续在热点问题整治、重点
项目实施、长效管理落实上精准
发力，全面推进城市“序化、洁化、
绿化、亮化”及美丽街区建设在经
开区落地生根。

对照城市“序化、洁化、绿化、
亮化”管理工作要求，经开区紧扣
重点工作，持续推动各项工程项目
早日竣工验收，让城市环境既有颜
值，又有内涵。抓道路美化，航海
路（机场高速—第八大街）、东三环
经北四路等绿化提升道路目前正
在退让绿线、拆除违建，共破除硬
化路面建约 2.8 万余平方米；107
国道生态廊道绿化工程已完成培
土30万平方米，绿化15万平方米，
预计将于4月底全面完工。

抓公园游园建设，四大公园中，
御风公园正在培土，已完成70万平
方米；故城遗址公园已完成微地形

塑造；青龙山公园已完成培土，正在
铺设管线；滨河湿地公园正在施
工。八大游园中，锦龙、锦程、锦绣
三个游园已经完成招标，施工单位
已进场。抓公园广场亮化，率先启
动尚岗杨遗址公园、启明广场亮化
改造工程，预计在 4月底前完工。
抓城市绿化升级，实施补栽补种 8
万平方米，完成乔木修剪 1 万余
棵。抓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及废弃口
罩收集处置，全区生活垃圾分类覆
盖率达 70%。用高压态势抓扬尘
治理和餐饮油烟管控，重点整治未
安装油烟净化设施、道路及工地扬
尘等方面违法行为。用长效的手段
抓共享单车管理，督促共享单车运
维企业加强管理，加大违法停放共
享单车清理力度。用创新的魄力抓
环境卫生治理，启动环卫保洁、绿化
管养市场化运作，实施分级分类管
理与作业标准，实现全区域城乡环
卫、绿化管理一体化。

经开区将继续以改进城市管
理与改善人居环境为抓手，深入
梳理其在改进城市管理、建设美
丽街区过程中现存的短板问题，
科学研判化解难点问题的方法路
径，研究探索经开区城市管理的
方法手段，确保精细化管理的各
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

经开区致力打造精品街道

让城市环境有颜值有内涵

中牟首个乡镇
自助办税ARM机投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