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开 报 民生时

本报讯 6月30日，京航办
事处组织开展“做文明有礼郑
州人 为文明城市添光彩”主
题宣传活动。活动中，志愿者
深入居民楼宇，与群众面对面
宣传《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发放《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向不文明行为宣战”倡
议书、公共文明行为常识宣传
彩页1000余份，积极引导群众

做文明使者，向不文明行为宣
战，践行文明条例，说文明话、
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向来往
群众发放文明宣传水杯、围
裙、宣传页等物品，倡导群众
摒弃不文明行为，文明礼让。
同时，及时告诫群众目前疫情
尚未结束，大家要保持警惕状
态，避免侥幸心理，做好自我
防护，人员密集场所务必戴好

口罩，勤洗手、勤消毒、不扎
堆、不拥挤，配合体温监测。

此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辖
区居民对文明行为的认识，劝导
群众从自身做起，爱护环境、文明
礼让、积极参与，共建文明城市、
共享幸福生活，做文明有礼郑州
人，助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燕维特

本报讯 6月 30日上午，经开
投发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炜
带队观摩公司重点项目建设情
况，研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
到的难题，全面安排部署近期工
程建设攻坚工作。

在调研龙飞北街、经南十三
路、二十三大街等市政道路项目
时，冯炜要求，要切实抓好项目建
设的组织实施和统筹管理，积极
协调管委各有关部门，加快市政
道路清表和施工进度，为周边企
业入驻做好市政道路等基础设施
保障。在新建水厂选址现场，冯炜

等详细了解现有可利用土地面
积、区位交通、用水水源和供水管
线规划等情况。冯炜说，水厂占
地面积要能满足远期及远景处理
的需要，着眼于长远发展，要按程
序做细做实项目前期工作，切实
做到高起点谋划、高标准设计、高
质量实施。在查看瞪羚产业园、
中关村项目建设时，冯炜要求要
坚持边建设、边谋划、边招商，合
力推动公司各产业园尽快出形象
出效果，实现经开投发公司多元
化发展新动能。
记者 王赛华

开心！
开展多样活动，丰富妇女业余生活

本报讯 7月1日，前程办事处
在锦程社区妇女创业之家开展巧
手手工制作活动。郑州国际物流
园区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郭连喜，
前程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主任陈
伟，经开区人事劳动局组织办主任
程晓华，物流园区综合办公室主任
魏书全，发改局局长、机关党支部
副书记胡凤岭，前程办事处党工委
副书记蔡建伟，前程办事处南寺村
第一书记、锦程社区党支部书记王
新科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女同胞们纷纷拿
起针线及基本工具开始缝制。经
过 4个多小时的编制，一双双鞋
垫、一双双布鞋、一件件手工棉
袄、一个个抱枕、一个个花篮、一
双双造型别致的虎头鞋、一针一线
勾勒出的精美提包呈现在大家面
前。参加活动的女同胞纷纷表示，

拿起针线，手工制作乐趣更多，自
己做的又好看又有意义，希望这样
的活动妇联能够多多举办。

通过举办手工制作活动不仅
丰富了妇女的文化生活，也缓解
了大家工作疲惫的压力，陶冶了
情操，同时增添了社区妇女同胞
的凝聚力，营造了良好的社区团
结氛围。下一步，前程办事处将
会举办多种多样的活动，丰富妇
女业余生活。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张静 文/图

粗心！
公交车上丢东西，看看这又忘了啥

本报讯 7月1日上午，郑州公
交 152路车长李军亮在厂区打扫
卫生的时候，发现车辆后排座椅下
面有一个棕黄色的皮包，打开以后
发现有6份保险单合同，合计13万
元的保费。他立即向公司失物招
领处报备，方便失主咨询和认领。

一个小时后，失主张静文女
士匆匆走进了 152路调度室。原
来，张女士来郑州是跟客户洽谈
业务的，好几份重要的保险单合
同都在皮包内，但张女士坐公交
车时不慎将皮包忘在车上，下车
后才发现皮包丢了，于是拨打了
郑州公交热线电话，请求帮忙查

询。几分钟后热线回复张女士，
皮包已经找到，在四公司四车队
152路调度室，等待认领。焦急的
张女士顿时惊喜不已，立刻打车
赶到了调度室。

从车长李军亮手中接过失而
复得的皮包，张女士激动地说：
“谢谢，太感谢了，感谢你们为我
赢得了宝贵时间，挽回了经济损
失，能顺利完成业务对接，你们公
交公司对我来说实在是功不可
没。郑州公交车长拾金不昧，队
内领导认真负责，郑州公交真是
好样的。”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王卡

用心！
重点项目建设现场观摩
推动各产业园尽快出形象出效果

市总工会到经开区开展新冠肺炎疫情下劳动关系现状调研

稳就业 促发展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本报讯 7月 1日下午，郑

州市总工会调研组一行到经
开区开展新冠肺炎疫情下劳
动关系现状调研。经开区党
工委委员、工会主席王宏伟等
陪同。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
上汽集团郑州基地、河南昇阳
跨境电商产业园 2家企业，对
一线职工代表进行了问卷调
查，并听取了企业工会代表的
汇报。王宏伟对经开区工会
疫情防控工作进行汇报，他表
示，区工会通过开展“三送一
强”活动、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工作，为企业复工复

产保驾护航。
会上，调研组肯定了经开

区在疫情防控期间所做的贡
献，并就进一步推动企业有序
复工、帮助企业应对疫情提出
要求。区工会要积极引导职
工与企业共克时艰、共谋发
展，要了解掌握一线职工的生
产生活情况，充分发挥工会
“娘家人”的作用，既要能代表
职工向企业提出需要解决的
实际困难，又要能协助企业行
政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
施。要高度重视疫情期间劳
动关系的新变化，当好各类优

惠政策的“宣传员”、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的“服务员”、劳资纠
纷的“调解员”，带领和引导企
业和职工坚定信心，共渡难
关。深入推进劳动关系领域
社会组织工作，加强对劳动领
域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示范
带动、联系服务。发挥工会职
工作用，充分发挥集体协商制
度在协调劳动关系工作中的基
础性作用，稳定就业岗位，促进
企业发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记者 王赛华
经开时报 李洪永
通讯员 舒艳平

九龙办事处线上线下来帮忙
打造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品牌

本报讯 近日，九龙办事
处针对企业职工、高校毕业
生、农民工等群体开展职业技
能提升培训。

为聚焦企业需求，办事处
前期对各村、社区群众及企业
广泛征求意见，根据技能培训意
见征求表，有针对性地开展人工
智能、无人机、装配式建筑施工、
供应链管理、全媒体运营等新职
业课程体系，以及汽修、烹饪、茶
艺、IT等多个职业（工种）和技能

培训课程体系。培训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现已进行了
计算机应用培训2次、保健调理
师技能提升培训1次，115人参
加了培训，其他培训也将陆续开
班。开班以来，利用微信就业
群、两个钉钉培训群发送招聘信
息80余条，为凯雪冷链、翼宇、
科威等企业输送人才20余人。

下一步，九龙办事处将持续
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切实帮
助农民工就近就业，解决企业“用

工难”等问题，实现企业得实惠，
群众得收入，不断增强群众和企
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吴利霞 肖建文 文/图

■巩固生态成果 为创卫工作助力

前程办事处：加大流动摊位管理让夜经济便民有序

本报讯 近段时间以来，
前程办事处深入探索夜经济
在城市精细化管理中的有机融
合，通过打造特色街区，重拾城
市“烟火气息”，提升城市精细
化管理水平。本着“不影响市
民生活、不影响交通、不污染环
境”的原则，办事处因地制宜划
定摆摊设点：启航路与凤河东
街南 100米路东、美辰路南半
幅（智通南街至凤栖路段）2处
地段为临时夜市场地。

为切实将好事办好、实事
办实，办事处综合执法办综合
运用“管理、服务、教育”三种
措施，对摆摊设点区域实行分
区管理，配合做好垃圾清运服
务。对违反“四个做到”（做到
守法经营、诚信经营；做到干

净卫生；做到经营期间佩戴口
罩；做到不恶意抢占摊位，维
护良好经营秩序）“三个不准”
（不准使用露天烧烤，造成环
境污染；不准使用高音喇叭，
形成噪声污染；不准使用非正
规渠道食品原料，影响食品安
全）规定的商户，第一次予以
警告，第二次予以严重警告，
第三次取消商户经营资格。

办事处通过统一规划，方
便市民来消费的同时，也防止
夜市扰民，影响日常生活。进
一步将群众的消费需求和商
贩的市场意向合理引导，让人
气聚起来，让生意火起来，让
群众动起来，让前程夜市经济
走得更远、更稳。

下一步，前程办事处将

组织引入形式多样的主题活
动，鼓励商户举办文化艺术
节、啤酒节、美食节等活动，
不断做大夜间经济消费市场
规模。此外，支持商户开展
主题促销活动，营造夜间消
费氛围，优化夜间经济营商
环境，增强夜间消费动力，带
动夜间经济发展。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王炳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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