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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服务打通难点堵点
助推项目建设提质增速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
盼 张翠娟）日前，记者从郑东新区了解
到，为加快推进各类工程项目建设审
批，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影响，进一步激
发市场活力、提振经济发展，今年以
来，郑东新区政务服务局多措并举打
出审批服务“组合拳”，通过推行强并
联、强辅导、强配合、强审批“四强”服
务，精准打通项目单位反映的难点、堵
点问题，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面
提质增速。

强并联，告知承诺增活力。“真没想
到这么短时间内规划证和施工证都办
好了！”粤浦白沙科技创新港项目通过
告知承诺办理建筑类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施工许可核准，大幅缩短了申报时
限，前移了开工时间，压减了项目运营
成本，为项目建设带去实实在在的好

处。据了解，郑东新区政务服务局梳理
并发布郑东新区工程建设项目告知承
诺事项清单，对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发等 18个事项实行
告知承诺制。今年以来，共有创智科技
中心、中原证券大厦等 121个项目采用
告知承诺申报办理报批，大大提高了办
事效率。

强辅导，帮办代办提效力。郑东新
区政务服务局组建帮办代办队伍，设置
集中辅导室，由帮办代办员组织涉及部
门开展线上、线下辅导会，全程跟进项
目办理，解决项目申报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通过分阶段事项集中辅导、下一阶
段事项提前辅导，形成环环相扣、无缝
衔接的服务链条，打造符合郑东新区实
际、彰显郑东新区特色的政务服务品
牌。今年以来，共开展项目辅导培训会

61 次，累计辅导河南亚通置业有限公
司、郑州正弘九泽实业有限公司等项目
单位共60余家。

强配合，联合联动聚合力。郑东新
区积极探索实施“服务八同步”“拿地即
开工”工作推进机制，通过加强政务服
务局、经济发展局、资源规划分局、建设
局等部门及属地乡镇办等单位之间的
联合协作，在企业用地摘牌当日，集中
受理企业“拿地即开工”申请，研判项目
基坑等施工方案，出具并联审批单，允
许项目单位当天开始进行非永久性建
筑建设及土方清运，通过容缺受理、告
知承诺、并联审批等工作机制，对项目
实施“从招商洽谈、到拿地即开工、到达
产见效”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切实帮助
项目缩短开发周期，加快建设进度，尽
早投产达效。今年以来，共有河南省元

宇宙科创产业园、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
公司等 7个项目实施“服务八同步”“拿
地即开工”。

强审批，减并转调添内力。郑东
新区通过清单制审批告知承诺制办
件、施工图联合审图全程网办、技术
审查多部门协同会审、联合验收等改
革措施，持续压缩审批时限，实现用
时最长的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
审批时限由原来的不超过 61 个工作
日 压 缩 为 现 在 的 不 超 过 41 个 工 作
日，社会投资出让类用地项目由原来
的 51 个工作日压缩为现在的不超过
39 个工作日，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
事项由主项 59 个、子项 122 个，精简
至主项 42 个、子项 82 个，为项目申报
办理业务提供了更加简单明了清晰
的事项指引。

防疫生产“两不误”项目建设“势不停”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

盼 张文举）连日来，东龙集团按照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的总体要求，以“两手抓、两手硬、
两不误”的工作方法，高效统筹龙湖
金融岛疫情防控与项目建设，最大限
度做到项目不停工、不减速，全力以
赴“决战四季度、夺取全年胜”。

据了解，自本月有序复工以来，
岛上在建项目施工现场实行全流程
封闭式闭环管理，全部施工人员驻
场施工，安排专人采购保障物资。

落实“人、场、物”全方位防控措施，
做到核心关键岗位和环节有效管
控，实行“一看、一查、一亮码、一登
记”的“四个一”管理要求，并积极对
接属地办事处，在岛上设置核酸采
样点，定期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做
到“应检尽检”。此外，全力守好“安
全门”，对所有外来人员均实行严格
准入管理，对人员身份进行严格核
验，确保“不漏一车、不落一人”。实
行定期消杀、分散、分时段就餐原
则，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工作的每一

个环节，坚决防止发生疫情燃点，确
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做好防疫工作同时，组织各参建
单位重点是外环自建项目及部分市政
代建项目负责人“舍小家、顾大家”，带
头在工地值守，确保项目时刻都有主
心骨。通过科学合理的施工工序铺
排，在确保满足防疫的情况下，划分为
不同区域进行合理调配，将人、材、机
相互配合发挥到极致，实现项目连续
生产不停工，不断推进交付楼栋的收
尾工作，实现高品质履约。

本报讯（记者 覃岩
峰 通讯员 冯旭）日前，记
者从郑州市白沙园区管委
会了解到，自能力作风建
设年活动开展以来，白沙
园区管委会认真对标活动
要求，扎实开展能力作风
建设，做到“五个能力作
风”明显增强。

旗帜鲜明讲政治的能
力作风明显增强，白沙园
区全体机关干部积极响应
全市“三起来”活动，听指
挥、顾大局，深入基层社区
协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以行动诠释担当；联系服
务群众的能力作风明显增
强，抽调机关干部作为驻
村第一书记，开展金秋助
农、文艺汇演等活动，丰富

群众物质精神生活；深入调查研究的能力
作风明显增强，定期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
压实稳增长责任，紧盯项目强投资，加大对
接协调服务力度，分类指导培育企业，促进
小微企业做大做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
能力作风明显增强，组织辖区企业开展防
汛专项提升，修订和完善应急预案、采购防
汛物资、组织防汛演练，开展安全大排查，
保障周边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推进改革
创新的能力作风明显增强，按照省市及郑
东新区要求，稳步推进开发区改革各项工
作，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严把“四个关口”
筑牢红色防疫墙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刘学馨）连日来，郑东新区如意湖党工委
持续开展“三起来”专项活动，通过严把人员“筛查关”、进出“检测关”等“四
个关口”，为辖区群众筑牢“红色防疫墙”。

如意湖党工委强化疫情防控与企业生产有效衔接，助推楼宇商户复工
复产，带动楼宇物业、企业落实疫情防控“四方责任”，做到“分片管控、责任
到人”。严把人员“筛查关”，实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摸排形式，
通过电话沟通和入户走访，要求商务楼宇内复工企业员工点对点出行；严把
进出“检测关”，要求楼宇物业加强出入口管理，对进出人员落实“一测温、二
消毒、三验码”，严格落实员工佩戴口罩、每日测量体温等硬性措施，确保工
作环境清洁卫生；严把防控“宣传关”，采取“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通
过现场指导、上门发放、张贴告示等形式，不断加强楼宇内部疫情防控和企
业安全复工相关知识宣传，提升企业员工个人防护意识；严把风险“传播
关”，合理控制人流量，有序恢复线下营业，“上门服务”对所辖 49栋商务楼
宇内 4370家企业、沿街商户及公安、消防、环卫等公共单位进行核酸采样，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减少传播风险。

24小时服务零距离
“硬核”守护居民生活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杨玉颖）连日来，郑东新区祭城路街道办
事处以24小时零距离“硬核”服务，解决居民在疫情防控期间存在的生活问
题，切实将关心和温暖传递到辖区居民身边。

办事处强化保障物资配送，安排专人负责收集居民采购需求，组织发动
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等力量，做好小区卡口到居民家中的末端配送；在
小区设置便民服务点，支持小区周边的便利店、生鲜店、粮油店通过“居民下
单、商户配送”方式提供配送服务；组建网格员、志愿者保供队伍，为居民提
供药品、母婴用品等特殊品类物资代买服务，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服务不断
档、生活有保障。

办事处还畅通服务专线，开通24小时服务专线，倾听居民声音，回应群
众诉求，按照“居民‘点单’、社区‘接单’、党员‘送单’”的模式，做好送服务上
门、心理疏导等工作，全力保障好居民生活秩序。

全面深化“三起来”织密疫情防控网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吕

世祎）连日来，郑东新区龙湖办事处
围绕“控治防”三字诀，结合“三起来”
活动再发力、再深入、再落实，尽快实
现社会面清零目标，早日恢复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

党旗所指，行动所向。办事处
充分发挥“党建+”优势，在辖区广泛
建立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和楼栋党
小组，全面构建办事处、社区（村、工
作站）、小区、楼栋（单元）、党员联户

五级防控体系，将组织力量延伸至
社区、楼院、楼栋、单元，加强以追阳
流调为牵引的统筹落实机制，全力

“清面拔点”，切实降低社会面传播
风险。

党徽所映，即显担当。依托党建
引领网格化管理体系和“六员”机制，
为各高风险小区、单元组建 24小时
专项工作保障专班，切实做好上门核
酸检测、物资保供、环境消杀、防疫宣
传、释疑解惑等工作，不断强化高风

险小区、单元的精准管控，切实守好
社区门、单元门和入户门，确保风险
点管控不遗漏、无死角。

党员所为，心向群众。积极部署
以党员为核心的服务专班，强化“一
核”带“多元”，提高服务保障水平，并
重点聚焦孕妇、儿童、老人、困难家庭
等特殊群体的就医保供取暖诉求，开
设“红色楼长+物业管家”服务通道，
切实维护好辖区群众正常生活的“菜
篮子”“米袋子”“药罐子”。

“双线”嵌合多措并举
守好项目工地防线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白）连日来，郑东新区龙源路办事处多
方施策、精准发力，筑牢项目工地“防疫墙”。

办事处第一时间成立项目工地防控专班，结合实际“一企一策”制定
疫情防控方案，严格实行项目工地、食宿“点对点”闭环管理。党员干部下
沉工地驻点指导督查，扎实做好工地卡口值守、物资保供、看病就医、人文
关怀等工作。同时坚持核酸检测“上门服务”，每个工地均设立临时采样
点，为辖区 16家在建项目，2300多名工人实施上门核酸检测服务，最大限
度减少人员流动。

此外，办事处坚持防疫生产“双线”嵌合，为帮助项目在疫情防控时期正
常生产，科级干部主动对接企业，指导细化防控措施，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全
力保障好企业防疫物资、物流运输等，协助解决用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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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组：瑞士VS喀麦隆
11月24日 18：00 预测比分2∶0

欧洲劲敌瑞士此次大名单中有16人来自五大联赛俱乐部，队内为国家
队出场次数达到30场的球员多达13人，进球最多的是效力过拜仁和利物浦
的中前场攻击手沙奇里，打进了26球。重要的是，瑞士有望进入淘汰赛。

喀麦隆是第8次参加世界杯比赛，在足球世界排名上，喀麦隆队得分仅
次于尼日利亚。本次喀麦隆征召的大名单中，有众多在欧洲联赛效力的球
员。这支球队的打法偏向于防守，更多的是采用三中卫体系，并且两个边后
卫可以随时参与到中路的防守之中，这也是喀麦隆能否顺利晋级世界杯正
赛的关键所在。

H组：乌拉圭VS韩国
11月24日 21：00 预测比分2∶1

南美传统劲旅乌拉圭貌似不显山漏水，实则暗藏杀机。这一次的世界
杯，乌拉圭还会延续俄罗斯世界杯的状态，应该还会有一支传统强队被乌拉
圭拉下马。锋线上苏亚雷斯与卡瓦尼两位老将依旧是重要的攻击手。

作为亚洲的老牌强队，韩国曾在2002韩日世界杯上取得闯入四强的成
绩。在这个小组当中，乌拉圭和葡萄牙基本是不可战胜的，而另一个球队加
纳也是作为历史上非洲球队离世界杯 4强最近的队伍，韩国在这次的世界
杯比赛中，基本上只能在加纳身上寻求一场胜利。

H组葡萄牙VS加纳
11月25日 00：00 预测比分 1∶1

葡萄牙将迎来本届世界杯首个对手加纳，C罗有望上演卡塔尔世界杯
首秀。北京时间11月 23日凌晨，曼联俱乐部官方宣布与C罗解约，这意味
着正在卡塔尔参加世界杯的C罗已经不再是曼联球员，他成为一名自由球
员。此次是葡萄牙第8次参加世界杯，此前曾有两次成为世界杯四强。

加纳此次征召的球员有13人来自五大联赛，集中在后防线居多。目前
队内有 3人国家队进球超过 10球。这支加纳队的进攻火力不容小觑。相
比之下，他们在高压下的防守能力与集中度可能是潜在的一大突破口。

G组：巴西VS塞尔维亚
11月25日 03：00 预测比分2∶1

桑巴军团无疑是拥有世界最强大的豪华军团，世界排名高居全球第一，
在南美洲世预赛阶段巴西以14胜 3平的不败战绩，力压阿根廷以南美第一
身份晋级世界杯。本次巴西征召的 26名球员中只有 4人不是来自于五大
联赛俱乐部，可谓星光熠熠。

塞尔维亚是一个传统型球队，特别注重防守。在防守反击方面，他们做
得非常稳定，在各个位置都有在五大联赛踢主力甚至核心的球员，所以对于
塞尔维亚来说，他们获胜信心十足，不过首轮就对阵五星桑巴军团，这也是
检验黑马成色的试金石。 本报记者 刘超峰

“打卡”瞭望哨
聚焦2022卡塔尔世界杯

日本逆转击败德国
“死亡之组”抢得先机

新华社多哈11月23日电（记者 张泽伟
郑昕 杨汀）继沙特队逆转击败阿根廷队后，
日本队 23日在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以 2∶1
逆转战胜前世界冠军德国队。

这场胜利让日本队在拥有德国、西班牙
队的“死亡之组”中抢得先机，也让世界再次
领略了亚洲足球的水平和魅力。

作为亚洲一流强队，日本队有多达20名
球员在欧洲踢球，其中 8 名在德国联赛效
力。但在“四星德国”面前，日本队依然只能
算是“小弟”。赛前双方非常谦虚低调，但赛
场上却寸土不让，几乎杀红了眼。

日本队在开场 8 分钟就在中场抢断成
功，由前田大然完成破门，但越位在先被判无
效。整体实力占优的德国队随后掌控了局
面，京多安、格纳布里先后射门都被日本队门
将权田修一扑出。第31分钟，基米希精准长
传，劳姆禁区内得球被权田修一放倒，京多安
主罚点球一蹴而就。

下半场开始，德国队仍然占有场面优势，
京多安中路打门击中立柱，随后德国队的连
续进攻迫使权田修一做出精彩四连扑。但此
后形势急转，日本队提升了传球效率和反击
速度，尤其是下半场替补上场的堂安律、浅野
拓磨发挥出色，前者在第75分钟将诺伊尔扑
出的球补射入网，后者在第83分钟接后场长
传突入禁区小角度射门得手。

虽然德国队全场控球率占优，射门次数
是对手的两倍多，虽然德国队接连换上格策、
菲尔克鲁格、穆科科试图挽回局面，但依然无
济于事，只能接受1∶2被逆转。

赢球后的日本队在“死亡之组”抢得先
机，下一场，他们将迎战实力相对较弱的哥
斯达黎加队，而德国队则要和劲敌西班牙队

“死磕”。

德国队守门员曼努埃尔·诺伊尔（右一）在比赛中出击。11月23日，在卡塔尔多哈
哈里发国际体育场进行的2022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E组比赛中，日本队以2∶1战胜德
国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