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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能
力作风建设年”活动，提高党员
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
力，5月 24日下午，京航办事处
召开“7·20”特大暴雨灾害追责
问责案件以案促改专题民主生
活会。

党工委书记赵红彬代表领
导班子作对照检查，带头接受
各班子成员的批评。随后，其
他班子成员逐一进行个人对
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发言中，大家聚焦以案促
改主题，坚持问题导向，从思
想上挖根源、从工作上找短
板、从担当上找差距，自我批
评刀刃向内，相互批评真刀真
枪，民主生活会开出了高质量、
新气象。

会议强调，要以永远在路
上的坚韧执着抓好理论学习，
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思想防
线；要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
执着抓好履职尽责，强化问

题整改，建立长效机制；要以
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抓好
作风建设，强化使命意识，振
奋干事创业状态。班子成员
要进一步发挥表率带头作
用，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切
实强化政治自觉和责任担
当。同时，要把专项整治工
作与疫情防控、安全等各项工
作结合起来，以实际工作成果
检验专项整治成效。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高岩

京航办事处
提高政治站位 筑牢思想防线

深刻剖析根源 明确整改方向
切实做到以案为鉴 以案促改

本报讯 为深刻汲取“7·
20”特大暴雨灾害教训，进一
步提升新闻宣传队伍舆论引
导和应急处突水平，5 月 24
日，经开区宣传部（文明办）组
织开展突发事件新闻宣传工
作培训，邀请中共河南省委党
校公共管理部博士、副教授丁

琼，以《新媒体时代的应急沟
通》为题，为全区新闻宣传队
伍进行专题讲座。为扩大培
训覆盖面和学习效果，此次培
训采取“线上集中培训+线下
自主学习”形式，组织全区机
关、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等
200余人通过手机、电脑客户

端在线收看讲座，同时安排
“应急宣传工作预案”“突发事
件新闻发布实务系列微课”等
自学内容，有效增强了新闻宣
传队伍减灾防灾意识和应急
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了经
开区突发事件新闻发布水平。
记者 王赛华

经开区宣传部（文明办）
开展突发事件新闻宣传工作培训

经开区建设局
对各监管行业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本报讯 5月 23日，经开区
建设局召开“7·20”特大暴雨灾
害追责问责案件以案促改专题
民主生活会。会前通过制订
实施方案、认真学习、围绕“六
查”广泛征求意见、党支部委
员之间谈心谈话、主动认领问
题、深刻反思剖析等方式，为
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打下坚
实基础。会上，建设局党支部
书记代表领导班子作对照检
查，重点从六个方面进行检视
查摆，深刻剖析了问题根源，

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
其他班子成员逐一发言，严肃
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发言紧扣主题、直奔问题，相
互批评开诚布公、见人见事，
认真查摆了问题和不足，同
时，深刻剖析原因并提出整改
措施，切实取得了统一思想、
增进团结、振奋精神、凝聚力
量的效果。

会议要求，要以更高标准、
更实举措、更严作风，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聚焦“讲政治、敢担

当、真整改、真落实、强能力、转作
风”；要持续在狠抓落实、求真务
实、真抓实干上下功夫，不断加
强自身建设，以过硬的能力本领
把牢方向、赢得主动，推动各项
工作齐头并进、各项事业全面提
升；要持续解决好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对各监管行业加大监
督检查力度，压紧压实各方责
任，切实做好今年的防汛工作，
最大限度保护好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记者 王赛华

本报讯 5月 20日，潮河办
事处党工委召开“7·20”特大暴
雨灾害追责问责案件以案促改
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前，办事处
党工委领导班子广泛征求意见
建议，深入开展谈心谈话，认真
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党委专题民
主生活会要求上来，深化认识，
主动整改。会上，潮河办事处党
工委书记代表办事处党工委领
导班子作对照检查，并作个人对
照检查发言，主动接受班子成员
批评意见。办事处班子成员也
依次作对照检查发言，开展批
评，做到了查摆问题深入具体，

自我检查勇于“亮丑”，相互批评
敢于“揭短”。会议指出，要切实
做到预警监测再精准、排查防治

再深入、应急准备再强化，确保
辖区安全度汛。
记者 王赛华 文/图

潮河办事处
预警监测再精准 排查防治再深入

本报讯 城区积水点改
造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
市形象。经开区将城区积水
点改造工作列入今年区办实
事，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积水点
改造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
的重要举措，取得了明显成
效。截至5月20日共改造易
积水点16处，新建和改造排
水管网 35.2公里，加装雨水
箅子1200组（套），提前超额
完成了改造任务。

“经开区地理位置特
殊，整体地势南高北低。每
到汛期，只要降水量集中，就
极易造成部分路段积水，给
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经
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科
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该局
从城区防汛薄弱环节“开
刀”，把积水点改造与以案促
改、问题整改和“能力作风建
设年”活动结合起来，第一时
间会同区建设局、社会事业
局等有关部门，协调市建委、
城管局、轨道交通公司，对全
区 16处积水点进行梳理排
查，逐一制定整改措施，由
市、区按照分工责任实施。
目前，已完成第三大街下穿
机场高速、义通街（航海路以
北至九曲路）、航海路（经开
二十八大街—龙渠桥）等 16
处积水点改造。

据了解，第三大街在机
场高速南侧和经南八路路口
处于较高地势，下穿机场高
速处形成局部洼地，西侧车
行道低点处未设置雨水口造
成积水无法排出，汛期积水
严重。通过改造，在低洼处
新建砖砌偏沟式四箅雨水口
1座，新建砖砌偏沟式十箅雨
水口 1座，新建雨水支管 60
米连接雨水检查井。

义通街（航海路以北至

九曲路）由于入河管线未修
建，雨水系统无出路，造成义
通街积水严重。通过改造，
修建雨水检查井6座，新建雨
水管道312米，通过雨水管与
义通街上现状雨水井连接，
并修建出水口排入七里河。

由于第二十八大街两
侧及航海路南侧无排水系
统，航海路南侧和第二十八
大街两侧雨水下游无出路，
且航海路龙渠桥河道内淤
积严重，除航海路北侧部分
边坡外，其余边坡未护砌，
过流断面小，影响区域雨水
的整体排放，雨后积水严
重。通过改造，在航海路南
侧新建雨水井 5座，新建雨
水盖板渠 315米，并修建出
水口连接二十八大街雨水
井，雨水可向东排入龙渠。
同时对龙渠进行河道淤泥
清疏2万立方米。

“今年只是完成了一部
分积水点改造。下一步，我
们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完成
全区雨污水混接、雨污分流
等重点改造任务，进一步提
升城市防汛排涝能力。”经
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
人介绍，除大力实施积水点
改造工程外，经开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还通过开展清淤
疏通，制定应急处置预案，
建立应急队等措施，进一步
提高城区防汛排涝、应急和
救援能力。截至目前，清淘
雨水箅子 1.6万多个，清淤
雨污水管网 35.2公里。防
汛抢险队伍、物资及车辆已
准备到位，组建了6支共300
余人的应急抢险队伍，落实
救援车辆45台，更新储备发
电机、水泵、雨衣、应急照
明、救生圈、铁锹、镐、麻袋
等物资已全部到位。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李磊

经开区召开违法建设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5月20日上午，
为切实消除违法建设房屋
安全隐患，经开区治违办组
织召开违法建设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工作会议，经开区
治违办、6个办事处及执法
中队参加。

会上传达了《郑州市房
屋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方案》内容，并对
各办事处 1至 5月份违法建
设整治、拆除情况及违法建
设安全隐患排查上报情况

进行汇报。对各办事处违
法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充
分肯定，深入分析了经开区
违法建设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会议要求，牢固树立“隐
患就是事故”的理念。摸清
底数，科学分类，建立问题
台账。安全隐患立查立改、
违法行为立查立纠，坚决防
范因违建发生重大事故，确
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 王赛华
经开时报 李洪永

经开区16处易积水点
改造全部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