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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赵东
东 牛可玉）近日，记者走进上街区政务服
务大厅，许多窗口的显眼位置都摆放着

“延时服务、预约服务、上门服务”的牌子，
这些为企业“量身打造”的服务新举措，一
改以前政务服务“冷冰冰”的印象，让人感
受到的是高效专业温情的服务氛围。

“我昨天下午在网上提交了相关资料，
今天上午来办事，在窗口短短几分钟走完
程序，随后就在自助颁发系统打印出了开
办分公司所需的营业执照，比以前办手续
快好几天。”对于广东知行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的财务人员韩先生来说，这种办事速度

让他有点始料未及，这一变化得益于上街
区正在实施的优化营商环境系列举措。

除了在提高办事速度上下功夫，上街
区以服务群众为根本宗旨，通过深挖商标

“富矿”，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软实
力”。峡窝镇冯沟村绿诚农业发展中心依
托特色农业，制售农副产品、食用油振兴乡
村经济，但是由于没有注册商品商标，产品
无法走向市场。上街区市场监管局得知情
况后，主动参与，全程代办商标注册及产品
推广工作，帮助这家村办企业建立标准化
生产流程，并积极参与产品外包装设计，提
高了企业的产能，开拓了销售市场。

据了解，今年，上街区以党建为引领，
从着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全面提升市场
服务便利化水平、加快提升法治服务保障
水平、持续提升宜居创业环境等四个方
面，提炼了98个工作要点，并明确了责任
单位、完成时限，力求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在商事登记方面，通过全面推进“马
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一窗受
理”“联审联批”等举措，让信息多跑路、让
群众少跑腿。办事群众来到政务服务大
厅，只需在一个办事窗口提交资料就能走
完所有程序，让办事群众方便，让办事程
序高效。在知识产权方面，通过开展实施

产权宣传、指导商标申请、协助产品销售
等方式，为更多的乡村、社区和企业服务，
让更多的市场主体感受到上街区优化营
商环境的真心、热心和决心。

下一步，上街区将坚持目标导向，聚焦
堵点痛点，在减审批、减时间、减环节、减材
料、减费用、减跑动上下功夫，深化商事登
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互联网+不动产登
记”、要素保障、招商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工
作推进机制、企业投诉畅通机制、监督机制、
考评机制、问题整改联动机制，在全市的基
础要求上进一步简化流程、提高效率、优化
服务、提升效果，创造更多的“上街经验”。

“量身打造”服务项目 培育发展“软实力”

上街区多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李海韵 文/
图）“孩子，爸妈终于见到你了！”昨天下午，
在太康县救助站，时隔 15年，当巩义走失儿
童朱某再次见到父母时，他一个劲地喊着

“爸、妈”，并紧紧地和父亲、母亲拥抱在一
起……

2005 年 11 月 24 日，刚入冬，朱某自己
出门去外边玩迟迟没回家，家人寻遍了亲
戚，找了一圈也没发现孩子的身影。朱某的
走失，对于朱某的家人来说是晴天霹雳。

过去的 15年间，因线索极少，寻找走失
孩子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其间，朱某的父
母在巩义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研究室采集了
血样，但因条件限制，信息零散，难以形成闭
合的比对。15年来，巩义市公安局始终没有
放弃，特别是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开展
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儿童为

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在把血样入库比对
的基础上，围绕失踪人员朱某的下落开展了
大量工作。

进入4月份，终于迎来喜讯，经巩义市公
安局比对分析，发现太康县救助站一
名被救助人员严党利的血样与朱
某家人极度相近，疑似存在亲
属关系。为尽快让失散 15
年的亲人相聚，巩义市公
安局再做进一步调查核
实，并再次采集了朱某
父母的血样，再次对
其 采 血 进 行 DNA
复核，经大量工作，
最终确认该男子
确 系 15 年 前 走
失的朱某。

走失15年的孩子回家了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杨芳芳 刘振华 文/

图）4月 20日，“社区共享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在中牟县
刘集镇绿博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

据了解，“社区共享服务”项目是政府架起的爱心
桥、连心桥项目，也是助力乡村振兴、温暖民心、凝聚力
量的重要举措。项目以党群服务中心为载体，以服务
居民为落脚点，推出“技术共享”“便民设施共享”“物品
共享”“知识和技能共享”等多个便民共享项目，打造社
会和谐、邻里和睦、居民幸福的高品质新型社区。

刘集镇相关负责人表示，社区党员、社区工作者
将不断增强为民服务的本领，探索为民服务的新途
径，共同打造一张刘集镇社区治理工作的靓丽名片。
启动仪式上，各村代表领到了共享洗衣机爱心订制
——红色洗衣卡，社区特殊家庭可在党群服务中心享
有免费洗衣的便利。

刘集镇将以“社区共享服务”项目启动仪式为契机，
让“共享”理念在社区落地生根，构建“人人都是建设者，
人人都是主人翁”的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新格局。

中牟“社区共享服务”项目启动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杨本正
张凯 文/图）昨日，惠济区迎宾路街道执法
中队和迎宾路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办、辖区
党员志愿者和群众 100 余人，对辖区英才
街、桂圆街、金达路、新城路万达周圈等路段
进行全方位治理，拉开了为期 3个月的整治
专项行动。

按照早7时至 12时、晚 17时至 24时及
午间错时的作战安排，迎宾路街道执法中
队以“集中突击、定人定岗”的治理原则，实
施“集中联动执法、定点静态守岗”的治理
方针，重点整治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沿街门
店突店经营、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等现象。

在宣传相关法律法规条文的同时，以“劝解
为主、惩罚为辅”的方式，及时进行清理规
范，累计清理游商200余处，突店经营50余
家，规范乱停乱放300余辆，清理乱贴小广告
500余处。经过几天的联合执法治理行动，辖
区占道乱点基本取缔，改善了市容环境，维护
了交通秩序。

同时，惠济区城市管理局大河路执法
中队开展了校园周边占道经营整治行动。
工作人员对校园周边流动摊档、店外经营
等进行重点整治。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
队员 60人次，执法车辆 20车次，清理流动
摊贩240起。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李雪蔚）“住在这里几十年了，一直
用的是直排式油烟排气扇，时间久
了，外墙上一片黑乎乎的，还往楼下
滴油！现在好了，街道免费给我们
装油烟净化机，这样的惠民政策真
的棒！”昨日上午，家住大学路64号
院的居民，看着家里安装的环保油
烟净化机，连连称赞。

连日来，二七区大学路街道不
间断开展老旧小区油烟改造工作，
大学路 64 号不少居民因此获益。
大学路街道负责人介绍，为解决油
烟污染问题，大学路街道办事处对
辖区桃源路 47号院和大学路 64号

院开展了老旧小区烟道改造试点工
作，通过政府补贴，免费为居民安装
油烟净化机，安装公共烟道，使餐厨
油烟通过排烟管道排放，确保最终
餐饮油烟的达标排放。

在各方的通力协作、紧密配合
下，近日，大学路办事处第一时间完
成了桃源路 47 号院、大学路 64 号
院的油烟改造工作，也成为二七区
率先完成改造任务的首个街道办事
处。接下来，办事处在试点工作的
基础上，继续对治理工作进行完善，
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辖区居民群
众实实在在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
红利。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周双双）近日，管城区十八里河街
道开展“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主题
宣传活动，掀起全民环境卫生整治
热潮。300余名志愿者清洁背街小
巷、社区楼院、城乡结合部 120 余
处，清除卫生死角500余个。

为持续改善辖区人居环境，十八
里河街道合力攻坚，构建环境整治三

级网格体系，有效推动人居环境整治
落地见效。提前梳理出一批环境卫生
突出的问题点，利用清晨、入夜、节日
期间等人员、车辆较少的时机，集中力
量对重点区域开展地毯式整治，同时
发放《致群众的一封信》30000余份，
制作宣传喷绘海报9处2000平方米，
规范设置健康教育专栏50余块，不断
提升城市颜值，彰显城市品位。

油烟改造防治污染
改善环境居民点赞

开展全域整治优化人居环境

开展专项行动提升城市颜值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荆 丹 文/图）为大力弘扬劳动竞赛
和工匠精神，提升园林绿化行业职工绿化养护技术技能水平，近
日，巩义市园林绿化中心举办巩义市第二届全民技能（园林园艺）
大赛，能工巧匠们纷纷出手，施展自己的技能。

此次决赛形式主要以绿篱机修剪为主，共有 12人参加决赛，
共分 12个比赛区域，每段区域长度约 45米。经过近一个小时的
激烈角逐，最终评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

此次园林园艺技能大赛，为园林技术人员提供了一次互相学
习专业技能的平台，还充分展示了一线园林工人的劳动风采。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徐亚楠）日前，金水区科技局联
合UFO.WORK共同实施的“金水创客领袖 200”加速培育计划第
五期开营，入营企业34家。

“金水创客领袖200加速营”第五期以“减少企业创业成本，优
化企业创业环境，营造企业创业氛围”为指导原则，计划通过“集中
加速指导+一对一咨询+多种赋能对接活动”的开展形式，系统加
速辅导结合企业游学、创业分享会、项目对接、私董会等活动。

据了解，“金水创客领袖 200”前四期累计加速企业 134家，为
入营企业对接投资机构70余家，其中与6家投资机构达成合作，入
营企业累计获得投资金额 7100万。为 91家企业提供六大类企业
服务产品，开展资源对接活动 31场，40%的学员企业之间建立了
资源对接，学员满意度高达97%。

“金水创客领袖200”
加速培育计划第五期开营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聂慧玲）连日来，荥阳市高山镇高
山村开展“十星级文明户”评选表彰活动。

记者来到高山村王建伟家里，院子里花草错落有致，满眼绿
波。屋子里家具、被褥干净整洁。“这是我们全家人努力的结果，我
们一定会好好保持住，同样我们还要带动更多的人争创星级户，让
我们的村变得干净整洁，人人讲文明！”王建伟的媳妇笑呵呵地看
着自家门前的“十星级文明户”牌子说道。

据了解，本次高山村共评选出“十星级文明户”15户、“文明家
庭”15户、“好媳妇”14名、“好公婆”15名，通过评选扩大活动的影
响力和知晓率，让老百姓感受到“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是建设“美丽
乡村·文明家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形式，也
是一次争先进、树新风的过程。

荥阳为星级文明户挂牌

本 报 讯
（记 者 卢文军
通讯员 李盼盼 文/
图）在即将到来的第
52个“地球日”，为了激
发 幼 儿 爱 护 地 球 的 意
识，4月 20日，中牟县姚
家镇开展“我为地球过
生日”文明实践活动。

活动中，孩子们首
先通过绘本、歌谣、视频
等形式了解世界地球日
的来历。在志愿者的带
领下，孩子们开展手工
活动,用图画的方式描
绘出心中绚丽多彩的地
球蓝图，也通过作品表
达热爱地球、保护地球
的决心。

我为地球过生日

巩义举行全民技能大赛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王晓）“好！真好！我的窗外干
净了，光线亮了，没怪味了，太感谢你们了！”4月 18日，计划路 15
号院的何奶奶竖起了大拇指，为志愿者们“点赞”。原来，这是中
原区建设路街道计划路社区的志愿者在为 86岁的何奶奶清理窗
台和阳台。

为了更深入、精细推进爱国卫生月活动的开展，中原区建设
路街道计划路社区开展“美丽阳台 宜居大家”志愿服务活动，对居
民楼院小区的阳台(窗台)开展脏乱差专项清理。4月 18日上午，
计划路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带领辖区10余名环保志愿者，对小区卫
生死角和住户楼院阳台、窗台堆放的杂物进行清理。

志愿者了解到，辖区有不少孤寡、独居、留守老人，她们因为
身体原因无法亲自对阳台（窗台）进行清理，大家一起动手，帮助
老人和行动不便的人们做好阳台（窗台）大扫除和清理工作。 通
过这次活动，为社区营造了整洁优美、舒适健康的环境，改善了社
区环境卫生状况，提高了社区居民爱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的意识。

为民服务有“温度”
“志愿红”获“点赞”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日 前 ，中 原 区 在 芝 麻 街
1958双创园区并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征求企业意
见座谈会。

在征求意见活动中，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等 8 家企业负责人，就企
业发展和需求提出建议。中原区人社局介绍了优
化营商环境、社保补贴、创业补贴、担保贷款等政
策落实情况。

中原区始终把“稳就业”工作摆在全区工作重
要位置，近年来，该区就业形势稳定增长，民生保
障有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中原区将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为企
业招才引智出谋划策，尽好“店小二”职责，营造宜
居宜业环境，助推企业发展。同时加强政策宣讲，
通过“一对一”宣讲就业政策、“面对面”了解企业
诉求、“实打实”帮助企业解决难题，让更多符合条
件的企业享受到惠民政策。发挥各级各类平台载
体作用，充分调动各单位积极性，集中力量服务辖
区企业，助力企业成长。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走进芝麻街双创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