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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随叫随到的“店小
二”是现实版的生动写照。近期，
在郑州航空港区龙港办事处拆迁
指挥部和项目工地上，随处可见
跑前跑后的机关干部。

该办事处按航空港实验区重
点项目建设工作要求，结合办事
处实际，针对智慧城项目建设任
务以及会展路北延和太湖路东段
的施工要求，及时成立项目清障
指挥部。办事处抽调精干力量组
成临时安置、养殖场和坟地搬迁
等多个工作队，分包到户，责任到
人，办事处班子成员下沉各村实
地指导工作。

据了解，这些项目涉及范围
大，涉及人员多。为更好服务重
点项目建设，加快土地清表工作
进度，有效保障项目能够按期顺
利开工建设，办事处开展“争当
‘金牌店小二’、工作进度比比看”
活动，在机关院里醒目位置摆放
每日进度展板，引导机关干部转

变思想观念，强化服务意识，激发
工作动力。

对于一些难做的搬迁工作，
龙港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苏营周挂
帅，每天深入一线指挥工作，并多
次组织业务站所、相关村组干部、
聘请的专业审计公司召开专题研
讨会，就项目建设涉及的土地征
收、房屋征收等工作进行科学研
判和安排部署，力争做到征收工
作合法有序，清表工作顺利推
进。办事处督查室每天对项目进
展督导检查和公示，表彰先进，通
报落后。

4月5日上午，龙港办事处督
查室在辖区 10个行政村就坟地
搬迁情况，进行实地视频摄录，村
干部现场表态，以清明节为时间
节点，力争把一些最难点工作圆
满画上句号。他们为项目入驻提
供优质高效的保障服务，受到项
目投资方好评。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王刚有

出国签证，在航空港就能办理了
本报讯 办理出国签证不

用出远门，在郑州航空港区即
可办理。4月9日，法国签证移
动指纹采集工作在航空港区
开展，前往法国的近百人在此
办理签证业务。

4月9日上午，位于航空港
区远航路的河南联合签证中
心大厅内，聚集了不少人，其
中，不少人是来办理签证的。

准备去法国的郑州市民
马里亚，选择了就近到航空港
区办理签证。“以前去北京办
理签证，需要去录指纹，今天
在这里办理方便多了。”她说。

该签证中心签证业务负责
人郭亚涛说，4月份，在那里可
办理签证的有法国和英国，前
往法国的签证是4月9日办理，
前往英国的签证是4月16日办

理，5月份可办理签证的日期和
国家待定。未来，办理业务的
时间将扩展到三周办理一次、
二周一次、一周一次，直至每天
一次，可办理的国家也将逐渐

增加。
在航空港区办理签证，为

郑州市乃至河南省办理签证的
人员，节省了时间成本和资金
成本。记者 王军方 文/图

党群工作部
召开分包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 近日，航空港区项
目首席服务官、党群工作部部长
季玉成组织相关企业负责人召开
分包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座谈会。

会上，郑州金阳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项目、郑州王子新材料
有限公司项目、郑州建福精密科
技有限公司项目、河南省智能终

端检测公共服务平台项目、上海
众拓精密带钢有限公司项目企
业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当前项目
建设进展情况、2019年项目建
设计划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针对各企业提出的问题和
困难，季玉成说，要全力以赴做
好分包项目协调服务工作，当

好企业的贴心“店小二”；要建
立协调服务对接机制，定期召
开工作例会，了解项目进展和
存在困难；要拉清单、建台账，
跟踪解决实际问题。
记者 王军方
航空港时报 曾碧娟
通讯员 陈朝栋

党群工作部
组织考察组赴郑州图书馆学习

本报讯 航空港区党群工
作部部长季玉成等 5人近日赴
郑州图书馆考察学习。

考察小组先后在综合图
书、报刊、多语言、无障碍、少
儿、多媒体、古籍及地方文献等
多个阅览区实地参观学习，郑
州图书馆李馆长向考察小组详
细介绍了图书馆的空间布局、

学科服务、信息化建设及智能
数字图书馆建设等方面情况。

考察小组就党群服务中心
图书阅览室建设与郑州图书
馆相关业务部门进行了交流
探讨，郑州图书馆的信息化建
设和智能数字图书馆建设为
考察小组提供了清晰的工作
思路。

本次考察学习为机关党群
服务中心图书阅览室建设提供
了新思路，下一步，考察小组会
把考察学习成果应用于实际工
作，为航空港区广大机关干部
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记者 王军方
航空港时报 曾碧娟
通讯员 陈朝栋

本报讯 近日，郑州航空港区妇
联“魅力女性”形象礼仪讲座走进国
土局、新港办事处、龙王办事处等单
位，300余名机关女干部参与活动。

活动中，老师从服装穿搭、发
型妆容、颜色搭配、丝巾的系法等
方面进行了讲授，并进行了现场
的示范和演示，大家重新认识到
形象礼仪展现的多彩魅力。

“人人懂礼仪，人人讲礼仪。”
学员表示，要将学到的礼仪知识转
化为平时的自觉行动，以规范的礼
仪展现人格魅力，以更好的形象投
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去，塑造新时代
职业女性良好的形象，为“四个航
空港”建设贡献巾帼智慧和力量。
记者 王军方 航空港时报 曾碧娟
通讯员 陈朝栋

张庄办事处
开展“清风张庄 党建互联”活动
举办干部能力素质提升班

本报讯 郑州航空港区张
庄办事处近日联合中建二局郑
州航空港棚户区项目部党支部，
组织80多人分两批赴中牟县检
察院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两家单位的党员干部依
次参观了警示教育的 6个展
厅。展厅以政策法规、典型案
例、廉政教育短片等方式，多
角度教育干部自珍、自警、自
律，给参观人员以深刻的教育
和震撼。此次警示教育活动形
式新颖，内容丰富，使党员干部
接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自

2017年张庄办事处与中建二
局郑州航空港棚户区项目部
党支部开展党建“互联共建”
活动以来，双方坚持“信息共
享，互相尊重，共同提高”的原
则，集聚双方党组织的力量，
协同并进，在双方之间架起一
座“信任友谊桥梁”。

又讯 3月 22日，郑州航空
港区张庄办事处2019年度春季
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及村（组）干
部能力素质提升班在河南省农
业科技示范园开班。办事处全
体班子成员、各站所（办）负责

人、各村（组）干部参加此次培
训。本次培训共参加160人，分
为两期，每期 3天，采取全封闭
式进行。培训邀请了河南省委
宣讲团、优秀驻村第一书记等专
家教授进行授课，参观培训人员
还参观职务犯罪预防警示教育
基地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开班仪式上，张庄办事处
党工委书记冯明霞要求全体参
训学员要切实以此次培训为契
机，全力促进各项工作勇争一
流。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朱祥鹏

妇联
举办“魅力女性”形象礼仪讲座

八千办事处
专项治理“四风”隐形变异等问题

本报讯 3月 22日，记者从航
空港区八千办事处召开 2019年
度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今年，八千办事处将坚持不懈纠
“四风”，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
弹回潮，深入开展财政补贴资金
等专项整治活动。

会议上，14个行政村支部书
记和各部门负责人向八千办事处
党工委书记陈艳霞递交了党风廉
政建设目标责任书。

八千办事处党工委员、纪工
委书记王晓东说，2018年，八千办
事处党规党纪教育不断深入、纪
律审查工作得到加强、党风廉政
责任有效落实、深入开展专项治
理工作。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
出、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地区、行
业和领域，重点查处党员干部等
涉黑涉恶腐败问题。开展了“四
风”问题专项整治活动、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细则落实情况“回头
看”等活动。2018年，八千办事处
纪工委共受理违纪线索 16起，结
案 8起，立案 5起，党政纪处分党
员干部4人。

2019年，八千办事处将持续
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完
善监督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情
况的监督。要坚持不懈纠“四
风”，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
潮；深入开展财政补贴资金专项
整治活动；深化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两个责任”，推进村务监督制
度建设，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进
廉政文化建设。

陈艳霞说：要强化纪律，坚定
不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
任；从严从实，突出重点，坚决把
作风建设抓到底；深入开展“四
风”及“四风”隐形变异问题专项
治理；持续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的
落实，加强作风建设情况的监督检
查，防止解决了的问题出现反弹、
纠正了的歪风出现变种；深入开展
机关党员干部不作为慢作为问题
专项治理；深入开展基层党员干部
损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治理。
记者 王军方 航空港时报 曾碧娟
通讯员 李慧东

龙港办事处
“金牌店小二”努力服务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