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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圆满完成
2017年度农村居民
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工作

近 日 ，经 开 区 圆 满 完 成
2017年度农村居民参加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工作，截
至 12 月 28 日 共 计 参 保 人 数
96076人，人均筹资标准为 150
元，共计筹集资金 1441.14 万
元，其中明湖办事处 2134 人，
潮河办事处 17122 人，京航办
事 处 19309 人 ，九 龙 办 事 处
15049 人 ，祥 云 办 事 处 20797

人，前程办事处 21665人。
为做好筹资工作，经开区

制定筹资方案。一宣传发动，
部署筹资。召开筹资工作会
议，辖区6个办事处新农合负责
人及一名相关工作人员参加，
会上安排部署辖区2017年合作
医疗筹资工作；二集中缴费及
登记。各办事处、村负责本辖
区范围内参保农民基金筹集工

作，组织以村委会干部为主，以
家庭为单位，收缴个人应缴费
用；三信息录入。筹资工作结
束后，将参保（合）信息准确录
入系统。四统计上报。将本辖
区筹集的城乡居民医保（新农
合）资金全额上缴至区财政局
并设立的新农合基金专用账
户。确保筹资工作圆满完成。
记者 李无双 通讯员 张卿慧

实地勘测 精心到位
经开区行政区域界线勘测有序进行

为加强行政区域界线联检
联测工作，及时完成各项界线管
理工作任务，实现“界线清晰、区
域明确、平安稳定”这一目标，根
据《郑州市民政局关于做好2016
年行政区域界线管理工作的通
知》（郑民明电〔2016〕8号）文件，
社管局严格按照边界联检的工

作要求，精心组织，规范操作程
序，确保联检工作有步骤、有秩序
开展。

社管局地名普查办公室重
点对经开管城线、经开郑东线、
经开中牟线、经开港区线、管城
中牟线5条线路进行实地勘测，
截至目前，外业勘测正在进行

中。下一步，针对勘测过程中
出现的管辖界线模糊、地图标
线与实际管辖区域不符等问
题，及时与相关单位进行沟
通，相邻县区边界线经双方协
商确定后，对行政村边界线安
设木桩。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郭贺停

机场高速绿化做得尤其漂亮
市园林局考评经开区年度 园林绿化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12月29日下午，市园林局
一行到经开区考评 2016 年度
园林绿化“月季花杯”竞赛活动
开展情况暨 2016 年度园林绿
化目标任务落实完成情况，社
管局相关负责人参会。

市园林局负责人在听取了
经开区 2016 年度园林绿化工

作及 2017年全区园林绿化工作
谋划汇报后指出，经开区工作推
进扎实有力，尤其是机场高速生
态绿化工作，打了硬仗，啃了一块
硬骨头，给全市机场高速绿化开
了个好头，在第一次全市观摩评
比中名列第一。同时对经开区
2017年园林绿化工作提出了要

求和希望：要切实加强队伍建设，
提高规划设计建设标准，加大财
政投入；迎接好2017郑州园林博
览会，配合全市做好整体提升
园林绿化建设管养水平；要提
前做好租摆草花的预算及花源
的安排工作。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孙徐骉

经开区地税分局
社保业务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发布
《关于社会保险费改由地方税
务机关征收的通告》精神，为更
好地服务纳税人，方便群众办
事，经开区地税分局办税服务
厅于近日进驻区政务服务中
心，自 2017年 1月 3日起，缴费
人持居民身份证、银行卡，可到

区政务服务中心地税窗口申报
缴纳社会保险费。同时，纳税
人还可办理各项税种征收服务
事项。借助政务服务中心各行
政审批部门统一集中办公的优
势，有效解决了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问题，提高了办事效率。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李波

2016以来，经开区地税局
紧紧围绕经开区管委会总体工
作思路，坚持以组织收入为中
心，切实抓好省地税局确定
的依法组织收入、推进税收
征管改革、加强科技信息化
建设和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
业的良好政治生态等“四件
大 事 ”，不 断 深 化 国 地 税 合
作，各项重点工作稳步推进。

据介绍，今年1至11月，经
开区地税局共组织区级收入

（不含契税及 1-4 月耕地占用
税）完 成 24.38 亿 ，同 比 增 收
4.39亿元，增幅21.96％。

自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和营
改增全面推开以来，区地税局
在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按
照省局、新区局的工作部署，
积极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
工作，按时到位开展营改增
工作、有效开展税收风险管
理 工 作 、认 真 落 实《征 管 规
范》重点深化国地税合作，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同时，区地税局对办税大
厅进行升级改造，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互联网+税务”规划，在
传统实体办税服务厅的基础上
构建的国地税联合多功能办税
服务厅于 7 月建成投入使用，
使实体办税区更智能、高效；网
上办税区更方便、易用；综合配

套区更完善、规范。
在廉政建设中，区地税局

坚决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和“一岗双责”制度等相关制
度，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良
好政治生态。增强集体和个人
的责任感，开展懒政怠政为官
不为专项治理；深入开展侵害
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治理工
作；严守八项规定，继续深化作
风建设常态化；强化楼宇文化
建设；多手齐抓，营造风清气正
干事创业良好政治生态。

在“两学一做”的学习教育
上，区地税局在强化组织领导，
推进活动开展的基础上，加强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高思
想认识，并尽量丰富“两学一
做”活动形式，及时总结提高。

在 2017年，区地税局将继
续贯彻省局、新区局地税精神，
坚持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工
作宗旨，以组织收入为中心，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继续做好组
织收入工作；做好社保费征收
准备工作；落实“征管体制改革
深化年”相关工作；依托信息化
建设，提升纳税服务工作效能；
贯彻落实省局党组“三抓”要
求，抓到位，抓转变，抓收入；进
一步加强国地税合作，优化服
务；深化队伍建设工作。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谢银山

为确保第三次全国农业普
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更好的完
成普查任务，经开区农普办于
12月 27日上午召开第三次全
国农业普查 PDA 操作培训会
议，对全区44个普查区的近60
名普查员进行了详细全面细致

的PDA操作培训。
培训会上，区农普办工作

人员通过PPT详细认真讲解了
普查表的PDA操作，并就PDA
操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
现场示范。

通过培训，经开区普查人

员初步掌握了普查工作的初
始流程，为农业普查的顺利
开 展 奠 定 了 扎 实 的 业 务 基
础，有利于三农普工作的高效
开展。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吴丽丽

近日经开区农经委依据区
“双节”“两会”消防工作部署会议
精神，要求参加相关高速沿线绿
化的各施工单位切实加强森林防
火的组织领导，把森林防火工作
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农经委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
林防火条例》《河南省森林防火条
例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了

森林防火责任书，并与各施工企
业现场签订责任书10余份。

参加相关高速绿化的各施
工企业纷纷表态要为守护绿色
森林生态环境继续努力，积极
落实森林防火责任书要求，为
碧水、蓝天、绿树、红花的宜居
乐居环境做出应有贡献。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周俊朝

经开区召开三农普PDA操作培训会议

要过年了，提防火灾
农经委督促“双节”消防安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