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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 23日,新郑市
召开建筑行业企业劳动保障守
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部署会。

本次诚信等级评价工作从
今年12月23日开始，到2020年
1月15日结束，评价范围涉及市
内所有在建工程项目内的所有
建筑行业企业，评价内容包括
项目的总承包企业、分包企业

与其招用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
同，建立员工名册情况；项目内
建立劳动计酬手册，记录农民
工的身份信息、劳动考勤、工资
结算信息等方面；评价程序分
为三个阶段：企业自评、初审上
报和复核审定。

会议强调要提高认识，高
度重视诚信等级评价工作，如

实填报、公正评审，认真落实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确保本次诚信等级评价工作高
质量完成。评价结束后，新郑市
将在电视媒体、网站等平台上对
结果进行公示，对被评为B级和
C级的建筑施工企业要逐级上
报，并根据情节实施联合惩戒。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刘颖

新郑召开建筑行业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部署会

高度重视诚信等级评价工作

本报讯 12月 16日，新郑市
辛店镇村民刘炳新带着一面写
有“法律援助 无私奉献”的锦旗
来到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感
谢中心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帮助。

去年 8月，刘炳新经过应聘
到新郑某公司担任车间工人，在
车间一次操作碾平机时，其左手
不慎被碾平机碾压致伤，2019年
2月经郑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认定构成十级伤残。

在与公司就工伤待遇赔偿
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刘炳新来到
新郑市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
援助。在了解刘炳新的情况后，
法律援助中心开通农民工法律
援助绿色通道，当日受理、当日
指派林泽律师事务所的李乐乐、
高鹏飞律师代理他的工伤待遇
仲裁申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裁决该公司应支付刘
炳新各项赔偿共8万余元。公司
对裁决结果不服，起诉至法院，法
律援助中心依刘炳新的申请，再

次指派律师参与此案，后经法院
调解，双方达成了一致调解意愿，
刘炳新最终顺利拿到赔偿款。

河南林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乐乐告诉记者，本案是一起典
型的用人单位“恶意拒赔”，侵犯
农民工权益的案件。企业无视
《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法律规
定，以不同意公司的调解方案，
就不予以赔偿来要挟，这种做法
侵犯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近年来，新郑市法
律援助中心坚持开展“法援惠民
生、助力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
活动。对农民工因薪资拖欠、工
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畅通绿
色通道，免予审查其经济困难条
件，当日受理、当日指派。

2019年，新郑市法律援助中心
共解答农民工法律咨询1700余人次，
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300余件，
挽回损失或取得利益300余万元。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王艳玲 文/图

新郑市司法局
援助农民工挽回损失300多万元

本报讯 为认真落实森林
河南生态建设规划任务和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立足森林资源和生态优势，以
林业特色产业为基础、森林文
化为主线、森林休闲养生为重
点，新郑市结合《河南省森林
特色小镇申报与考核办法》，
因地制宜，围绕“四个类型”标
准，积极开展森林特色小镇建
设工作。

森林康养型 以森林资源

或温泉、地热、水域资源为依
托，以森林度假、森林休闲、森
林体验、森林运动、森林养生、森
林疗养、森林养老和森林观光，
旅游为主导产业的村镇。

生态旅游型 依托区域内
特色森林群落优势，以其历史
文化、独特的自然风貌等，开展
生态观光旅游的村镇。

生态绿化型 河南省相关
部门批准创建的省级特色小镇
中，以森林为特色，生态绿化标
准高、生态服务功能齐全的特

色小镇。
特色产业型 以特色森林、

经济林、果园、花卉苗木、竹园、茶
园或优势资源为基础的村镇或优
势林产品资源加工利用等为主导
产业的村镇；基地或产品应为国
家级基地和特色产品。据悉，新
郑市共涉及12个乡镇、管委会，
建设森林特色小镇12个。

目前，全市森林特色小镇
建设工作已全面展开。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王留超

新郑市新郑市：：加强环境建设加强环境建设 打造碧水蓝天打造碧水蓝天
多措并举 实现水污染防治攻坚新突破

本报讯 2019年以来，新郑
市着力抓好“四河一区一监管”
治理，水污染防治攻坚实现新
突破，碧水工程取得新成效。

近日，在望京楼水库，郑州
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工作人
员正进行打水抽样，随后将抽
样水送到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
查，查看新郑市各个水库的水
质情况。

2019年以来，新郑市持续
开展河道整治工程，完成了双
泪河河道整治示范段建设的清
淤、护堤、截污、绿化等工程，水
体自净能力明显提升。同时，
持续开展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现有污水处理提标治理工程初
见成效，其中城关污水处理厂
等6个污水处理厂，通过改善工
艺、完善设施、更新设备等提升

污水处理效率，出水水质控制
在“四美”水质标准。

下一步，新郑市将深入开
展涉水企业专项执法行动，采
取明访与暗察等多种方式，
严厉打击擅自停用设施、超
标排放污染物等环境违法行
为，使水污染防治攻坚实现新
突破。
新郑时报 李显文

积极开展森林特色小镇建设工作

新郑市公安局
实现“就跑一次”提升服务满意度

本报讯 今年以来，新郑市
公安局牢固树立“警务服务民
生”的工作理念，以改革为引领、
以创新为驱动、以科技为支撑、
以高效为目标，不断深化“就跑
一次”改革，严格履行行政审批
服务职能，着力提升窗口服务品
质，实现了被动式服务向主动式
服务转变，最大限度服务群众，
让利于民。

优化“窗口服务”，实现“一
次办” 按照“就跑一次”工作要
求，优化窗口布局、流程设置、人
员配置，持续开展以窗口业务知
识、服务礼仪为重点的教育培训，
全面提升窗口工作人员的服务能
力、服务态度和办事效率。建立
“就跑一次”实现率、满意率登记
回访工作制，第一时间了解群众
办件后的直观感受，对办理结果
是否满意，办事过程是否实现“就
跑一次”，着力提升群众满意度。

延伸“办理网点”，实现“就
近办” 推进服务前移，不断扩
宽在派出所窗口业务，今年来已
将 9项车驾管业务下放全市 14
个派出所，并持续推进出入境业
务向各派出所延伸，新郑市公安

局正逐步在龙湖镇、辛店镇、薛
店镇、新华路、新建路等5个派出
所建立出入境业务受理窗口。
协调使户政、车驾管、出入境等
部门入驻市行政服务中心，让群
众进一扇门、办多件事，真正实
现了“就近办”“马上办”。

借力“科技服务”，实现“网
上办” 紧紧围绕“多元化、全时
空、零距离”的服务目标，在丰富
服务项目、提升服务质效上下足
功夫，在行政服务中心、龙湖派
出所、车管中队等办事群众多的
窗口，设立自助签注机、自助照相
机、自助发证机等自助设备，实现
填表、快速拍照、签注、领证等办
理“立等可取”。依托“郑州警民
通”APP平台，通过网络查询、预
约、咨询等功能，让群众把跑腿次
数减到最少、把办事体验做到最
优，让群众随时随地、点点手机就
能办成事。同时，安排专职民警
开展“微互动”，实现“查询、咨询、
预约、申报、受理、办理、公示、结
果反馈、投诉、评价”等网上服务
功能，让群众获得良好的体验感，
提升公安服务的满意率。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鲁沛丽

本报讯 12月20日，新郑市
在和庄镇举行危险化学品道路
运输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演练模拟冬季气温突降，
路面凝霜，通行条件差，在庆安
路行驶的一辆中巴车因右前轮
爆胎刹车不及，与停放在道路
右侧的一辆油罐车相撞，造成
中巴车人员被困，油罐车油罐
破裂柴油泄漏，随时有爆炸危
险。事故发生后，油罐车司机
和押解员及时查看车损，协助
中巴车人员撤离，在现场 50米
外设置三角架警示标志，并远
距离向 110、120、119求助。新
郑市应急管理局、和庄镇政府
和属地民警第一时间到达现
场，疏散无关人员，进行交通管
制，成立现场临时指挥部。新
郑市消防救援大队及时对油
罐车进行降温，并对周边喷
洒，防止泄漏油品燃烧。河南
庆安化工有限公司危险化学

品应急救援队携带危险化学
品专用泵到达现场，协助油罐
车所属公司对事故车辆进行
倒罐作业。和庄镇应急救援
队用沙袋将泄漏油品围起，并
抛撒干沙，封堵周边雨污管
网。救援结束后，河南中环信
环保科技公司危险废弃物处
置救援队对现场废液进行处
置，统一收集处理。新郑市交

通运输部门对事故车辆、驾驶
员、押解员资质进行审验，并
查看行车路线和车辆保养维
护记录，看有无违规操作。

演练结束后各单位联合行
动，集中对庆安路两侧停车进
行规范，现场清理油罐车 7辆，
其他重型车辆30余辆。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赵辉 文/图

新郑举行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加强应急救援演练 消除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