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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21日，高新区
交治办开展第三次集中行动。
交警二大队西开中队、高新区
城管局交治中队、交通委执法
大队、社会事业局、停管中心、
石佛办事处等部门，对瑞达路
重点区域交通秩序进行集中整
治。区城市管理局局长孙聚岭、
分管副局长梁中法、石佛办事
处主任程佳栋及交治办负责人
参加。

此次行动共清理共享单车
60余辆，规范非机动车乱停乱
放14处，清理乱停乱放机动车
20余辆，处罚违规停放机动车
30余辆，整治突店、占道经营
11处，清理杂物堆放 20余处。
交警城管联合对违规机动车张
贴违章停车提示单共 110张。
交警、城管和办事处联合对长
期停放的“僵尸车”拖移4辆。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李建晓

■民生

本报讯“从即日起，儿子给
老人置办衣服，补办手机卡。每
月的 1到 5日，儿子给付母亲 500
元现金，由老人自己支配。老人
不再捡拾废品，专心照顾孙女，
听从儿子、媳妇的建议，促进家庭
和睦……”5月 9日 23时，伴随着
高新区春藤社区调解员王艳青宣
读调解书，一场持续近 3个小时
的调解行动终于告一段落。

事情要从一起家庭纠纷说

起。老人辛苦了大半辈子，也节俭
了大半生，从农村老家来到城里帮
着儿子儿媳带孩子，平日里喜欢捡
拾一些废品，堆放在家里或者楼梯
间。儿子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经
常出差在外，平均一周才回家一
次。儿媳妇又不便说什么。日子
久了，自然有了隔阂。邻里间看着
消防通道间堆放的杂物凌乱不堪，
还占用公共空间，存在安全隐患，
难免心里不痛快，有的时候还有争

吵。在母子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
下，应儿子的邀请，春藤社区工作
人员、专职调解员王艳青，支部党
员杨宝福，热心居民代表聚在了一
起，针对老人和家里的情况进行了
深入分析。从家庭幸福的基础到
家庭发展的因素，用数据做对比，
深入浅出讲道理，慢慢开导，细细
消化，经过近3个小时的共同努力，
终于达成了共识。
高新时报 方宝岭 通讯员 王艳青

“无房证明”可自助查询
郑州首台24小时查询机落户高新区

首台房产自助查询机启用
据高新区不动产交易和登记

中心负责人黄天一介绍，严格来
讲，“无房证明”应是“个人住房权
属信息表”中的一项内容，如果查
询人无住房登记信息，则显示“0
套”，即群众通俗称为的“无房证
明”。市民购买首套房、申请公租
房或者定期审核、小孩入学等都
需要开具“无房证明”。

在此之前，居住在高新区辖
区的群众开具“无房证明”时，需
要去CBD房管局办事大厅、三全
路不动产办事大厅、南阳路房管
局办事大厅、长江路不动产办事
大厅、市政务中心办事大厅等

处。这些办事大厅远离高新区，
去一次费力费时，给群众的工作
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如今，
高新区不动产交易和登记中心承
接市级赋权，主动与上级部门对
接，在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
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下，率先设立
了 24小时房产信息自助查询机，
方便群众 24小时查询，最大限度
地满足了辖区内群众开具此证明
的需求。

只需身份证原件
就可查询个人名下房产情况

记者在高新区不动产交易和
登记中心看到，新增的“无房证

明”自助查询机放在了大厅门
前的公共区域，24 小时自助。
市民直接拿着身份证原件，放
在自助查询机指定位置，按屏幕
提示操作，查询个人名下房产情
况并予以打印；家庭查询，其中
一人带着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原
件即可查询打印。在新增“无房
证明”自助查询机的一旁，就是
不动产登记部门出具“不动产
登记信息”的自助查询机。这
也意味着市民前往高新区不动
产交易和登记中心办理查询业
务时，不仅可享受到 24小时自
助，还能进行房管、不动产查询
业务的“一站式办理”。

本报讯 5月16日，郑
州市首台24小时“无房证
明”自助查询机在郑州高新
区不动产交易和登记中心
正式启用。需要开具“无房
证明”的居民，不用再跑到
市政务中心办事大厅。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文/图

养老认证不用跑 手机“刷脸”就办好
本报讯“这么快就认证好

了？”70岁的张新来，不到一分钟
就完成城乡居民养老认证后，向
工作人员询问道。确认过认证已
经完成，他感叹道：“在家门口就
能办理，真的是太方便了！”5月
17日，在高新区沟赵办事处水牛
张村，居民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导
下开展城乡居民养老电子认证。

据了解，从即日起，高新区今
年城乡居民养老认证工作全面启
动，辖区内已年满 60周岁，正常
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人
员，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拿起智能
手机，即可完成认证，足不出户，
轻松搞定。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
在登记过居民身份证与手机号码
后，使用手机支付宝扫描二维码，
登录到“生存认证服务平台”，点
击“他人认证”，即可输入需认证

者的身份信息，通过摄像头动态
核对脸部特征，不到一分钟就完
成了身份认证。

据介绍，高新区还有部分在
异地长期居住的老人，之前养老
认证，还需回到户口所在地，由
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当面进
行指纹认证，费时费力。而现
在，只需在家扫描二维码进行电
子认证，免去来回跑路当面认证
的麻烦。

“去年高新区积极与市里对
接，作为郑州市人社局选取的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享受待遇人员线
上认证试点的两个区域之一，高
效率完成认证工作，获得市局肯
定。”高新区人力资源局社保管理
中心主任梁璐告诉记者。担负着
先行先试的使命，由高新区人力
资源局牵头，利用现有资源，通过
微信、支付宝和社保卡金融服务

智能终端设备等网络平台对高新
区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人
员进行电子认证。

高新区人力资源局局长冷清
玉表示，通过信息共享，构建更人
性化的认证服务模式，简化优化
办事流程，“让数据多跑腿，让民
众少跑腿”。推动基层服务网点
与网上服务平台无缝对接，让居
民真正实现“随时随地，足不出
户”就可进行电子认证，切实维护
社保基金安全，维护参保人员合
法权益。
记者 孙庆辉 文/图

一份特殊的调解书 一场暖心的调解行动

■资讯

送项目 送文化 送图书
党群联建活动结硕果

本报讯 5月19日，一场热
热闹闹的文化活动在荥阳东沟
村文化广场上演，现场还为东
沟村的小朋友发放了书包和图
书。郑州大学土木工程志愿者
协会、盛世社区精灵舞蹈队、盛
世社区小小艺术团等表演了精
彩的节目。

同时，在东沟村党群服务
中心会议室内，一场座谈会畅
谈正酣。东沟村党支部书记、
村民委员会主任鲁明献详细
介绍了东沟村的各项工作。
高新区梧桐办事处社区党总
支书记管立森介绍了高新区
管理体制与人事薪酬制度改

革取得的成果，以及盛世社区
党支部在党建活动中的经
验。在分享感受环节，他结合
实际提出两点：一是可以帮助
村民自制酵素，因为酵素可以
改善板结地块，丰富土质，提高
农作物产量；二是可以利用梧
桐办事处社区微信群，省去中
间商，帮助村民推销农产品比
如小米等。

据了解，荥阳东沟村是郑
州高新区的对口扶贫点。目
前，就东沟村的杂木制炭项目，
高新区企业郑州永邦新能源设
备技术有限公司已开始对接。
记者 孙庆辉

由“条状模式”切换至“全民模式”
沟赵办事处探索路长制“无缝管理”

本报讯 5月19日，高新区
沟赵办事处党工委在天健湖广
场举行“党建引领、共治共享”路
长制长效活动启动仪式。这标
志着沟赵办事处路长制市容市
貌大提升工作将在基层党建工
作的统领下，由职能部门和路队
的条状工作模式，向全民动员、
全社会参与的全民模式转变。

区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孙君甫、
区城市管理局局长孙聚岭参
加活动。沟赵办事处党工委
书记王风霞主持启动仪式。

据了解，“党建引领、共享
共治”路长制长效活动的开展，

是沟赵办事处进一步贯彻落实
市委、市政府关于改善人居环境
的决策部署，全面践行党建引领
城市基层治理工作要求，不断提
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该活动由沟赵办事处党工
委下辖各党支部及全体党员参
与，每周结合党员活动日活动
开展教育引导、卫生保洁、广场
宣传等活动；每月集中开展趣
味问答比赛，特殊工种（环卫、
绿化、城管、交警协管）体验日，
爱国卫生宣传进校园、进企业、
进社区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启动仪式结束后，各党支
部按照活动路线安排开展了
“捡走团”健步走活动。

高新万科商业管理团队，
高新区市政环卫的一线工作人
员、沟赵党工委各非公企业的
党员、沟赵党工委农村（社区）
的党员及沟赵党工委全体机关
党员干部等参加了启动仪
式。 记者 孙庆辉 文/图

■家园

一锤一镐拆违建 坚决遏制乱搭建
本报讯 5月19日，高新区

梧桐办事处城市管理执法与服
务科三名队员发现辖区帝苑别
墅小区有一处正在搭建的违法
建设。据了解，该违法建设属
区执法大队下发文书后、拒不
停工的一处违法建设。带班人
员迅速联系区执法大队到现
场，果断下达拆除命令。

因该小区道路狭窄，大型

拆除机械进不去，只能用锤和镐
一砖一砖拆除。办事处城市管
理执法与服务科队员们齐上阵，
拿着大锤和铁镐手动拆除违法
建设。违建房东签订限期自行
拆除完毕保证书。

“新增违建‘零容忍’！这
是底线，任何人必须坚决执行，
不容突破。”梧桐办事处党工委
书记张艳茹说。记者 孙庆辉

高新区道路秩序整治常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