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3日 星期五
编辑：李佳露 美编：宋笑娟 校对：学文L08 报城事航空港 时

一件件实事为幸福生活加码

本报讯 近期，航空港区郑港办
事处在劳动监察大队的支持下，成
立 2个联合检查组，利用 5天时间，
集中对 86家项目工地随机抽取 20
家进行欠薪巡检，掌握辖区农民工
工资支付情况，切实把《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条例》落实到位。

检查组到中建·森林观澜、万
科·美景、航程·鸿运湾、正弘中央公
园等项目工地，通过听取项目负责人
对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介绍、现
场查阅资料、询问农民工等方式，对
各工地劳动合同、工伤保险缴纳、工
资发放明细和“一金三制”等内容落
实情况进行逐项检查。

检查组对落实情况较好、资料
整理完整的单位，进行表彰，并要求
其继续完善措施, 彻底杜绝欠薪问
题发生；对落实情况不好且资料不
完整的项目工地，指出不足要求限
期整改，并安排专人跟踪落实。

检查中，检查组要求各项目工
地，要提高思想认识，严格标准，认
真做好全面梳理，紧盯薄弱环节，补
齐工作短板，确保按照考核验收标
准要求落实到位，严格落实责任，形
成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好农民工合
法权益。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贺振广 李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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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按照郑州市政府和航
空港区管委会拆除临时围挡、清理内
藏垃圾、进一步美化环境的指示精
神，6月12日~15日，航空港区郑港办
事处干部职工全员上岗，与11个行政
村一起动手，拆除了非施工围挡。

非施工围挡表面上光鲜亮丽，
然而背后却隐藏着大量垃圾，形成
了藏污纳垢的新场所。在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的大背景下，这些场所的
存在极不合适，必须根除。

对此，6月12日，郑港办事处召
开动员会，组织有围挡拆除任务的
凌庄、胡岗、山石王、后宋、谷庄、寺
东孙等村的包村人员和村支部书记
召开专项会议，部署安排围挡拆除
工作，要求限期拆除辖区内非施工
围挡，并做好围挡垃圾清除和绿化
美化工作，彻底解决非施工围挡后
面形成的脏乱差问题。

会后，郑港办事处干部职工星
期天全员上岗督促检查，各村积极
配合，凌庄、胡岗、后宋等连夜突击。

经多日和星期天加班加点清
理，郑港办事处目前已完成南管区、
华夏大道等非施工围挡的拆除工
作，拆除非施工围挡 5680米，清除
垃圾 150多吨，出动人员 320多人，
机械、车辆18台。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贺振广 文/图

对项目工地开展欠薪检查

唱响“拆围、清污、植绿”三部曲

本报讯 为更好地开展“未成
年防溺亡工作”、进一步提升未成
年人对溺亡事故的认知度和紧急
情况的自救办法，6月 10日，航空
港区三官庙办事处在湾王小学组
织开展了“未成年人防溺亡”进校
园宣传活动。

活动由老师带领广大师生进行
防溺水宣誓活动。在老师的组织
下，三官庙办事处综治办工作人员
对学生们讲解防溺亡预防知识，并

组织拒绝戏水条幅签名活动。
活动结束后，三官庙办事处综

治办人员和老师跟随学生们进行了
家访，向家长们发放了宣传彩页，讲
解了防溺亡的危害性，并督促学生
家长适时了解孩子活动轨迹。

此次活动有500余名学生及40
余名家长参加，发放宣传彩页 600
余份，悬挂条幅30余条。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高超 贺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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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28日上午，记者从
航空港区三官庙办事处召开安置房
分配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在前期已经
启动5个村的基础上，三官庙办事处
将再启动10个村的安置房分配工作。

会上，三官庙办事处党工委副
书记张国永解读了安置政策、分房
时间节点及工作原则。

许林山书记就做好安置房分配
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集中精
力，将好事办好，各村要根据当前工
作需要，把精力集中到安置房分配
上来，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分房工
作，多出主意，想办法，切实将这件民
生实事办好；二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依法办事，各村党员干部要
带头落实政策，传达贯彻会议精神，
做好公布、核实人口等工作；三是根
据时间节点，认真研究并完善方案，
充分考虑不利因素，化解各类矛盾问
题，确保安置房分配工作顺利推进。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高超 邵苏予 文/图

防溺亡宣传走进校园

启动10个村安置房分配工作

本报讯 近日，航空港区八千办
事处加快推进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及非建筑围挡集中整治工作。

6月 12日上午，八千办事处组
织全体班子成员、各村支部书记、全
体机关干部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召开
整治私搭乱建、乱堆乱放及非工程
类围挡工作动员会。八千办事处成
立了由党工委书记陈艳霞任组长，
其他班子成员任副组长，相关部门
负责人及各村支部书记为成员的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在工作中明确具
体职责分工，采取班子成员分包村，
新征程党支部书记对接村，土地所、
环卫所指导村，督查办督导村组的
方式开展排查整治工作，确保排查
整改工作横到边，纵到底，无遗漏，

无死角。
在年前拆除清理 106宗私搭乱

建乱堆乱放的基础上，经努力，全办
事处共排查私搭乱建 88宗、乱堆乱
放 38处、非工程类围挡 18宗，已拆
除私搭乱建15宗、清理乱堆乱放10
宗、拆除非工程类围挡4宗。
记者 王军方 航空港时报 曾碧娟
通讯员 柴旭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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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11日，郑州航空港
区八千办事处主任王军委带队，5个
全面整治村包村领导、包村干部、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行26人，到新
郑市观音寺镇十里铺村、田庄村实地
学习户厕改造推进模式和经验。

每到一户，与会人员认真听取当
地干部在户厕改造施工方法、材料采
购、验收标准等方面的经验介绍，详
细了解该村在户厕改造的具体做法。

观摩活动结束，与会人员深入
讨论和分析了观摩点的有效举措和

成功经验，并就如何借鉴经验，结合
各村实际搞好户厕改造，发表了各
自的看法和意见。

王军委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观音寺镇 3年前就开始户厕改造，
有成熟的做法，各村要积极学习借
鉴观音寺镇的先进经验，本着趋利
避害的原则选择适合各村实际的推
进方式，充分征求村组干部、党员、
代表的意见，充分利用有限的资金，
扎实推动户厕改造工作。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赵帅

多措并举集中整治私搭乱建

到新郑学习户厕改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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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降雨让城市防汛
形势严峻，航空港区滨河办事处全
力以赴做好汛期防汛工作。

在汛期来临之前，滨河办事处
提前着手，分区域类别全面排查汛期
潜在安全隐患，确保无死角、无盲区。

滨河办事处相继投入数十万元
高标准建设大马沟、小河刘沟、丈八
沟等河道排洪设施，保障汛期排洪
通畅、河道安全。

滨河办事处多次召开汛期防汛工
作会，要求各村各部门要提高站位，绷
紧神经，落实落细各项防汛举措。

办事处紧密依托网格化平台、

河长制、包村管理体系建立完善了
防汛巡查、值守、应急处置等一系列
工作机制，确保如遇险情及时处置、
及时化解。

办事处负责人多次赴河道、低
洼地段察看汛期防汛情况，机关干
部协同巡防队员 24小时不间断开
展巡河和道路积水点排查行动，社
区、村组干部盯守基层一线，全面排
查低洼地带隐患。该办事处通过办
事处、村、组三级联动，织密织牢防
汛安全网络。
记者 王军方 航空港时报 曾碧娟
通讯员 汤建营

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安全度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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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28日，郑州航空港
区银河办事处召开迎接国家卫生城
市复审暨围挡整治透绿美化推进会。

会议对近期爱国卫生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了总结点评，指出存在的
问题。

会议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重
拳整治重点难点问题，狠抓环境整治，
加强社区楼院、交通秩序整治，对排查
出的垃圾积存点做到及时清运整改，
对已经整改过的垃圾点，做好日常巡
查严防二次倾倒；加大“六小”门店治
理力度，属地村组配合办事处“六小”
工作组对“六小”门店进行环境卫生等
情况开展排查整治；强化督查问题整
改，明确时间节点，严格执行发现问题
立即整改、迅速回复、定期核查的工作

机制，强化问题整改；高标准落实区复
审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彻底改变懒汉
思想，在前期整治围挡的基础上，进一
步排查整改工地以外土工布及防尘
网，还群众自然生态，着力打造整洁、
有序、舒适、愉悦的城市环境，让群众
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李月 李慧杰 文/图

加大“六小”门店治理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