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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组织召开城市精细化管理周例会暨“路长制”工作推进会

积极打造全区
“路长制”工作亮点
本报讯 9 月 11 日下午，经开区召开
城市精细化管理周例会暨“路长制”工作
推进会。管委会副调研员潘春雨，各办事
处及涉及精细化管理相关职能部门分管
领导，区精细办全体成员，城市管理局各
科室、执法中队负责人参加。
会议通报了 9 月份以来数字化城市
管理工作绩效考核情况，分别听取了明

湖、潮河、京航 3 个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关
于“路长制”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还对
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
潘春雨要求各部门、各办事处要提高
认识、以问题为导向、强化执行力，综合运
用“以奖代补”、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巡
查督导等手段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常态

■为了安全 经开在行动

经开区食药监局
努力提高企业软硬件建设，发挥示范单位的引领作用
本报讯 9 月 5 日，经开区食药监局
召开创建食品安全管理示范单位工作
部署会。
会上，食品生产流通科科长余杨首
先向大家传达了市局流通处对食品安
全管理示范单位工作的要求，并详细解
读了《2018 年食品安全管理示范单位创
建工作方案》，重点对大、中、小型食品
安全管理示范单位考核要点表进行讲
解，随后参会人员对工作开展中可能遇

到的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解决方案，确
保下一步工作准确有序开展。会议最
后，余杨对各站所工作提出要求，要严
格按照创建标准，努力提高企业软硬件
建设，发挥示范单位的引领作用。切实
提高企业自律意识，全面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完善各项工作制度，确保经营
食品质量安全，增强人民群众食品消
费信心。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郭瑞霞

社区管理服务局
优化群众生活环境，
做好经开区美容场所卫生检查工作
本报讯 为提高经开区美容场所卫
生管理水平，9 月 4 日~6 日，明湖站卫生
监督部门对辖区内美容场所持续开展
监督检查工作。
此次重点检查各经营单位的卫生
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公共用品、用
具的清洗消毒情况；通风设施是否正常
运转情况；美容产品索取有效资质检测

报告；生活美容场所是否存在从事医疗
美容等问题。对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
的单位，卫生监督人员现场下达卫生监
督意见书，同时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意
见，要求限期整改。下一步，社区管理
服务局将加大巡查力度，落实监督责
任，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记者 柴琳琳

明湖办事处
大力提升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本报讯 9 月 12 日，明湖办事处联合
经开区消防大队对辖区大型商业综合
体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此次主要检查了九鼎金地广场、乐
尚休闲生活广场等大型商业综合体。
重点检查了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保
持畅通；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是否
符合消防技术规范规定；消防控制设备
是否功能齐全；消防安全证书是否齐全
等。检查中发现，个别大型商业综合体
存在占用、锁闭疏散通道，消防器材不
符合标准，防火门损坏等安全隐患。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检查人员要
求场所负责人立即整改。
办事处会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问题，

建立起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基础
台账，依法督促相关场所及时整改，消
除安全隐患。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周永凯 文/图

化。要精细工作、突出重点、攻克顽疾，积
极打造全区“路长制”工作亮点，狠抓各项
工作落实。
会后，潘春雨还带领城市管理局、明
湖办事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到第七大街
经南四路召开现场会，全力推进城市精细
化管理工作“路长制”
。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李磊

祥云办事处
加强辖区人员密集场所
消防安全管理
本报讯 9 月 12 日上午，祥云办事
处召开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检
查会议，辖区内学校、幼儿园、商场、酒
店等 48 家人员密集场所主要负责人、
办事处、消防、派出所负责人等共计 70
余人参会。
会上，祥云办事处主任郭浩宁要
求，各单位要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
故”的预防理念，切实提升事故的预防
能力。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加
强应急管理和预案演练，提高突发事
件及安全事故应急处理能力。积极开
展宣传教育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安
全意识，确保辖区消防安全形势长期
稳定。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卢亚兰

前程办事处
保障辖区内中药材、中药
饮片经营使用质量安全
本报讯 9 月 9 日，前程办事处在
辖区范围内开展中药材、中药饮片专
项检查工作。
此次检查执法人员着重检查经营
单位所售或使用的中药材（饮片）购进
渠道是否合法，供货方是否有资质、购
进发票、检验报告书等资料。进货渠
道是否合法，是否做好购、销、存以及
配送过程中的质量管理。是否存在中
药材（饮片）掺杂使假、增重染色、改换
标签、
二氧化硫超标等违规行为。
本次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 14 人
次，经检查，辖区内未发现有中药材
（饮片）经营使用违法行为，发现 1 家
经营单位存在台账记录不及时问题，
已督促相关单位立即整改。通过此次
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了中药材、中药
饮片的流通秩序，确保辖区群众用药
安全。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张静

经开区组织 2018 年第一期公租房分配工作

确保保障性住房真正落实到困难群众身上

本报讯 9 月 10 日，经开区组织 2018
年第一期公租房分配工作。此次公租
房分配通过申请、审核、公示后，符合公
租房分配条件入住到绿地海珀兰轩、康
桥 1 号院和中建观湖一期小区的申请户
共有 604 户。选房工作在公开、公正、公
平的前提下进行了现场轮候选房，并将
公租房户型及相关资料在选房现场进

行 公 示 ，604 户 保 障 对 象 都 选 到 了 自 己
满意的房源。参加选房的保障对象纷
纷表示，依据他们的选房意向公开轮候
按 号 选 房 ，不 仅 全 过 程 公 开 透 明 ，而 且
体现了住房保障服务更加贴心、更加人
性化。
该局有关负责人在选房现场表示，此
次公租房分配不仅解决了经开区部分群

众及来郑务工人员的住房困难问题，同时
也得到了公租房申请人员对政府出台的
民生政策给予充分肯定和赞誉。下一步，
将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申请条件、审核程序
及分配工作等力度，力争年底前再有一大
批公租房分配到位，确保保障性住房真正
落实到困难群众身上。
记者 卢尚卿 通讯员 李超

■速览
经开区

开展定点医疗服务
管理信息系统培训工作

本报讯 为更好地宣传讲解郑
州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解读及
日常问题处理，9 月 7 日上午，郑州
市城乡居民医保定点医疗服务管理
信息系统经开区培训工作会在郑州
中医骨伤病医院召开。
经开区社保中心、郑州中医骨
伤病医院领导及辖区办事处、各村
（社区）卫生室代表近 150 人出席参
加了此次会议。
经过近 4 个小时的现场讲解培
训，本次城乡居民医保定点医疗服
务管理信息系统培训工作会圆满结
束。通过此次宣讲培训会议，大家
学习了很多知识，也深刻意识到这
项工作的重要性及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
望能够结合实际、
认真钻研，
积极
工作，不断提升业务素养，切实服务
好辖区广大参保群众。记者 卢尚卿

区社区局

做好老年优待证
办理工作
本报讯“中秋”
“ 十一”假期即
将来临，许多家庭选择在假期出门
旅游休闲，持有老年优待证的老人
将享受景点优惠政策，近日，咨询办
理老年优待证的群众逐渐增多，为
了让老年人真正了解并享受这项惠
民政策，经开区社区局民政部门工
作人员耐心为前来咨询的老年人详
细解答办理条件、持证人相关优惠
政策，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及时为
证件齐全的老年人办理相关证件，
切实做到即来即办。
记者 柴琳琳

区农委

为林业生态建设
提供保障
本报讯 今年区农委按照市林
站总体要求和部署，以“普防第一
代，查防第二代，监控第三代”的防
控策略确定了“飞机洒药防治为主，
地面防治为辅”的立体防控措施，于
近日开展了针对全区两万余亩林地
食叶害虫飞机洒药防治作业。
为检查防控阶段性成效，农委
开展了为期两周的防治效果调查评
估。根据固定及随机样地调查数据
显示，全区林业虫株率在 0.01%以
下，叶片保存率 95%以上，完成了合
同技术指标，达到预期目的，防治效
果显著。下一步,农委将继续加强工
作力度，科学监测、科学防治，为全
区林业生态建设提供保障。
记者 卢尚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