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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一周大事记

棒棒哒!
高新这些单位
捧回了多项荣誉
高新区行政执法局
获市法制工作和城建监察工作先进单位
本报讯 高新区行政执法局在市
委、市政府、高新区管委会的正确领导
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行政执
法工作持续深入推进，法制整体水平
不断提高。各部门坚持提高机关工作
效率和服务水平，以服务企业、服务群
众为宗旨，不断完善管理机制，规范行
政行为，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做
出了应有的贡献。

行政执法局相关建筑工程行政执
法工作得到郑州市建设委员会领导的
认可与肯定，被评为 2017 年度郑州市
建设系统法制工作和城建监察工作先
进单位，也是郑州市城管系统唯一被
评为建设系统法制工作和城建监察工
作先进单位。行政执法局李勇被评为
“法制工作先进个人”、耿帅龙被评为
“城建监察先进个人”
。
记者 孙庆辉

高新区文化旅游局
获 2017 年度郑州市版权工作先进单位
本报讯 4 月 3 日，郑州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召开郑州市版权工作会
议。记者从会上获悉，高新区文化旅
游局被评选为 2017 年度“版权工作先
进单位”并受到表彰。
今后，高新区文化旅游局将再接
再厉，紧紧围绕“四链一城”宜创宜业

宜居智慧新城建设目标，
立足服务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大局，
稳步推进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全力打造文艺精
品，积极引导文化品牌，
扶持文化产业
发展，维护文化市场繁荣有序，
为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郑州片区核心
区建设贡献文化力量。记者 孙庆辉

石佛办事处
获市城市精细管理暨城乡管理先进单位
本报讯 近日，在郑州市城市精细
管理长效机制。完成水仙路、
白杨路、
化管理工作会议上，石佛办事处荣获
曙光路、瑞丰路、
宏兴街、
药厂街、
科隆
2017 年度郑州市城市精细管理暨城
路等 7 条支路背街整治工作，并通过
乡管理考评工作先进单位。
验收。在郑州市 4 月份城市精细化管
在 2017 年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
理考核中实现突破，获得第七名，7 月
中，石佛办事处以打造市、区两级城市
份全市第一名，
10 月份全市第三名。
精细化管理标杆为目标，将城市精细
2018 年以来，石佛办事处城市精
化管理与“双迎攻坚”工作有机融合， 细化管理工作力度不减，通过分片管
积极开展“全民大清洁”活动，并强化
理、徒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城市
日常管理，巩固工作成效，全面推行 “四乱”排查整治，在郑州市 3 月份城
“定时、错时、延时”执法制度，坚持实
市精细化管理考核中成绩位列全市各
施台账管理、精确任务、治理销号，确
办事处第一名。
保问题早发现、快处理，努力形成城市
记者 孙庆辉

高新区财政局月报工作
获全市通报表扬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企业财务
信息管理工作，高新区财政局认真做
好企业财务会计决算和企业经济效益
月报的填报、
审核、分析、报送等工作，
数据质量和报送率不断提高，新增户
数不断增加。

近日，郑州市财政局发文，
高新区
财政局获评 2016 年度企业财务会计
决算工作和 2017 年企业经济效益月
报工作突出单位，郑樱茹获评 2017 年
企业经济效益月报工作突出个人。
记者 孙庆辉

高新区换届办
暗访村（社区）
“两委”换届选举
本报讯 4 月 2 日，高新区村（社区）
“两委”换届选举办公室一行到石佛办
事处、双桥办事处暗访督查村（社区）
“两委”
换届选举工作。
区换届办采取“不打招呼、先暗后
明、查问情况、抽查资料”等方式进行，
详细了解村（社区）
“两委”换届选举工
作部署情况，办事处换届办的运转及
“643”工作机制的建立情况，
“ 两推一

选”
“三请示、三批复”等支部换届程序
的执行情况，以及选风选纪的宣传和
监督情况。在石佛办事处老俩河村和
双桥办事处的葛寨村党支部选举大会
的筹备现场，区换届办查看了换届选
举氛围、会场布置和会议筹备情况，随
机向村支部委员候选人询问了党员参
与率、换届政策传达、换届纪律宣传情
况。记者 孙庆辉

高新区食药监局
开展保健食品生产企业专项整治
本报讯 高新区食药监局近期开
展了为期两周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专项整治工作，对辖区 10 家保健食品
生产企业开展了体系检查，并对产品
进行抽样检验。此次专项整治工作
重点检查保健食品生产企业擅自改
变 生 产 工 艺 ，非 法 添 加 非 食 用 物 质

（药物）、掺杂使假、产品标签标识虚
假宣传等行为，并对重点产品进行专
项抽样检验。对不认真履行进货查
验、过程控制、出厂检验等法定义务
的违法行为依法处理。截至目前，已
完成整改企业 5 家。
记者 孙庆辉

高新区社区管理服务局
倡导绿色殡葬 打造平安清明
本报讯 为大力推行节地生态安
葬和绿色殡葬，持续深化“殡葬服务
提升年”活动，扎实做好 高 新 区 2018
年清明节期间平安祭扫和倡导移风
易俗、推进节地生态殡葬宣传工作，
4 月 4 日 ，高 新 区 社 区 管 理 服 务 局联
合各办事处在高新区郭村公墓举行
“以鲜花代替焚烧”的殡葬改革宣传

雷锋车长李朋华
好事做了一车厢
本报讯 走进雷锋车长李朋华的车
厢，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中间车窗上醒目
的雷锋精神宣传贴画。李朋华是雷锋
精神的宣传者，
更是雷锋精神的践行者。
B12 路公交车途经火车站，客流密
集，李朋华每天都会遇到外地乘客问
路，他都不厌其烦耐心解答。一次，京
广路站上了位中年妇女，
操着一口浓重
的四川话问：
“大烟儿里怎么走？”生活
在郑州几十年了，
也不知道她说的是什
么地方。望着中年妇女着急的样子，
李
朋华就把她叫到驾驶位旁，
说：
“你先等
一下，到下一站，我找个四川朋友帮你
问问。”后来，经朋友翻译才明白，原来
“大烟儿里”
是“大鸭梨”
，就是南阳路上
的那个大鸭梨酒店。考虑到这名妇女
不会说普通话，
他专门拿出一张纸写清
楚坐几路车、
坐几站、
到什么地方，方便
这名妇女乘车。
去年夏天，
在中原路工人路站上来
一位老人，到了终点站别人都下车了，
只有这位老人在车里坐着。看到这种
情况，李朋华走到老人身边主动询问，
老人只顾自言自语，
就是不回答李朋华
的问题。李朋华感觉到这位老人可能

活动。
社区管理服务局购买一批鲜花，
现场向祭扫的群众分发，讲解殡葬惠
民政策，积极引导群众崇尚尊老传统
美德，树立厚养薄葬、以鲜花寄托思念
的新观念，对在世老人尽孝心，关心老
人，
使他们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记者 孙庆辉

夸夸身边人
传播高新
正能量

是走丢了，
立即把情况汇报给车队。经
过车队一番努力，
终于联系上老人的家
人。原来老人患了痴呆症，
全家人寻找
了一整天，
急坏了。
“幸亏有李车长这样
的热心人，
才让我们一家人再次团聚！”
李朋华是一位细心的车长，看到
老、
弱、
病、
残、
孕和抱小孩的乘客，
他都
要帮忙上车、推孩子、找座位。他在车
上准备了针线包、
仁丹、
藿香正气水、
速
效救心丸、
方便袋等应对突发情况。这
就是雷锋车长李朋华，
郑州公交的一张
亮丽名片。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张憭琦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