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5月27日 星期五
编辑：康迪 美编：宋笑娟 校对：海梅K06 报 民生经开 时

本报讯“您好，请问您在创
业贷款申报过程中，工作人员是
否存在推诿扯皮、政策讲解不到
位等现象？”近日，在对就业中心
开展监督检查时，经开区纪检监
察工委专项检查组组长田超杰向
前来办理创业贷款业务的许先生
问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

响，当前就业创业形势严峻。为
保障“稳就业、促创业、聚人才”决
策部署落实到位，经开区纪检监
察工委将就业创业政策落地、提
升服务质效、完善服务体系三个
方面纳入监督范围，督促主责部
门推动压实责任，助力解决就业
创业难、企业招工难等问题。

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结合

“六稳”“六保”决策部署，紧盯人
社部门就业培训、惠民政策、人才
引进等主要职能，多次深入开展
嵌入式监督检查。

检查发现，经开区今年以来将
高校毕业生等优秀青年群体就业
创业工作、青年就业见习行动、高
校毕业生职业技能培训、大学生
集聚工程、创业贷款、就业创业补

贴等政策落实作为工作重点，着
力增加就业岗位、拓宽就业渠
道。截至目前，共联系见习单位
46家，提供见习岗位649个；累计
为毕业 5年内高校毕业生申报创
业贷款 75万元；成功通过审核大
学生开业补贴7人，申报开业创业
补贴 7万余元；组织招聘企业 73
家，提供岗位3430个；新增技能人

才4481人、高技能人才2825人。
“我们将持续加强监督检查

力度、广度、深度，严肃查处就业
创业工作中存在的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等问题，以强监督推动
职能部门充分履职尽责。”经开区
纪检监察工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王晋晋 王丹青

本报讯 大规模增值税留抵
退税政策实施以来，国家税务总
局经开区税务局把做好增值税留
抵退税工作作为检验能力作风建
设的试金石，通过主动担当确保
政策落地、加强辅导统筹推进、部
门联动快捷高效等多项措施，不
折不扣落实退税政策，为市场主
体“松筋健骨”纾困解难。

主动担当作为，确保政策精
准落地。成立增值税留抵退税专
项工作组，明确分工，信息共享，
协调配合，各负其责，在全面摸清
留抵退税底数的基础上，制定了
留抵退税分类分批分期引导实施
方案，建立了落实台账，把每户退

税的落实责任明确到分局、到岗
位、到具体责任人，做到精准辅导
全覆盖；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召开
留抵退税工作推进会，合理规划
退税时间，按行业、按类别设置时
间表，以周为期推进留抵退税工
作，并共同签署《国家税务总局郑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落实增
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工作责任书》，
确保完成辖区内微型企业存量及
增量留抵税款退还工作。

强化部门联动，确保便捷退税
直达快享。对申请享受增值税留
抵退税的纳税人，所在分局全程监
控退税流程，安排专人专岗负责留
抵退税受理工作，纳税人在电子税

务局提交留抵退税申请后，第一时
间受理推送，各科室“点对点”对
接，快速完成受理、审核、复审、核
准等流程，进一步压缩了留抵退税
办理时限，提高了留抵退税办理效
率，确保了纳税人及时享受留抵退
税的政策红利，受到纳税人好评。

下一步，国家税务总局经开
区税务局将持续加大支持政策落
实力度，打好实施“组合拳”，及时
精准将退税政策红利送到纳税人
手中，在增值税留抵退税工作中
切实提升能力，转变作风，助力市
场主体“血液充足再出发”，持续
提升纳税人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记者 王赛华

本报讯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
悉，日前针对 2021年第四届中
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
会，郑州市人民政府对 15家先
进集体和 70名先进个人进行了
通报表扬。经开区科技人才局
获“招才引智工作先进集体”称
号，经开区科技人才局副局长陈
漫艺上榜先进个人。近年来，经
开区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

源”的理念，大力实施人才引领
发展战略，着眼于吸引更多优秀
人才来到经开就业创业，深入贯
彻省市招才引智工作部署，通过
优机制强保障、优政策强支撑、
办活动强氛围，圆满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

下一步，经开区科技人才局
将再接再厉，解放思想、开拓创
新，勇担开发区经济发展主阵

地、主战场、主引擎作用，聚焦
经开区产业发展布局需求，积
极探索人才服务模式创新，积
极拓宽引才聚才渠道，继续打
造一流人才环境、建设一流引
智平台，抓好抓实招才引智大
会各项任务落实，让更多人才
来到经开、留在经开，共同助力
全区高质量发展。
记者 王赛华 经开时报 李洪永

本报讯 入夏以来，经开区消
防救援大队找准宣传靶向、丰富
宣传形式，开启“练摊式”消防宣
传活动，把消防宣传融入夜市、商
圈及居民小区，将消防文化深入
百姓人心，助推“火灾警示宣传教
育月”活动深入开展，切实提升夏
季消防宣传成效。

把握时事动向、服务民生所
需，第一时间对辖区夜市、居民小
区走访调研，选定人员密集度高、
流动大的夜市街、居民小区等作
为宣传活动主阵地，设立“消防宣
传地摊”，每周定期开展特色宣传
活动，即每周一到周五不定时开
展警示宣传教育、初期火灾扑救
和逃生自救常识等知识宣传，吸
引广大群众在消夏乘凉逛街游玩
期间，了解学习消防常识。同时
将消防宣传地摊作为前置备勤
点，配备常用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如遇夜市街临时摊位或商户发生
险情，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为使消防宣传工作更具趣味
性、互动性，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
依托“全民消防学习云平台”，动
员群众扫码注册和参加消防主
题宣传活动，随机发放消防宣传
亲民小礼品，让大家在寓教于乐
中传播消防知识，学习消防文
化。利用消防宣传车载视频和

大喇叭，组建流动宣传小分队，
完善消防宣传值班机制，开展
“5+2”流动宣传，利用宣传车大
喇叭走街串巷进行消防安全提
示，重点加强夜市、广场和居民
小区宣传频次，播放消防公益广
告，开展“面对面”宣传培训，呼
吁广大市民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
行为习惯。
记者 王赛华 文/图

本报讯 为了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经开区 1月 6日以来，
迅速成立京港澳高速南三环、
航海东路交通服务站点，对出
入城区的车辆和人员逐车逐人
进行 24小时不间断查验，全力
以赴守好经开区的南大门。

“两个卡点有来自经开区各
个单位、各条战线的工作人员，每
个工作人员都根据疫情的有关规
定，认真查验，不漏一车、不漏一
人。”经开区疫情防控京港澳高速
南三环、航海东路交通服务站点
的总负责人赵全保告诉记者。

据了解，经开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抽调50多名精兵强将进驻
南三环京港澳高速出入口，充分

发挥党员干部连续作战的工作
作风，连续4个多月、100多个日
日夜夜奋战在高速服务站点防
控一线，牵头设立全市第一个核
酸快速检测站，得到了过往司乘
人员的一致认可。于4月16日
建成了全市第一个货物接驳场
站，制作了转运流程图，至今已
形成分工明确、运转流畅、闭环
管理的工作机制，同时做到了
信息协同、数据同频、研判同步
的无缝衔接。用自身的担当作
为和踏实干事的作风筑牢了疫
情防控防线，守护了群众的切身
利益。
记者 王赛华
经开时报 李洪永 杨勇

经开区开展“嵌入式”监督 助力畅通就业渠道

留抵退税新政策 助企纾困增活力

郑州市表彰“招才引智工作”
经开区科技人才局榜上有名

提升消防宣传成效

经开消防摆下“消防宣传地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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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祥云市场监
管所执法人员对辖区各餐饮单
位恢复堂食前后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情况开展排查。

此次专项排查主要查看
各单位工作人员是否进行健
康监测、规范佩戴口罩，是否
落实一店一码，是否按时按点
对经营场所进行消杀，是否落
实进店佩戴口罩扫码测温、落
实“两米线”措施，查看消杀物

资和防疫物资储备情况、购进
货物索证索票、设施设备管
理、餐饮具消毒等内容。检查
中，发现个别单位存在工作人
员佩戴口罩不规范、防蝇门帘
未正确使用等问题，对于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要求相关单位
立即进行整改，坚决落实各项
市场监管责任。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刘艳玲

同心共筑疫情防控屏障
全力守好经开区“南大门”

疫苗接种送上门 生产防疫两手抓
本报讯“你们上门服务、

接种疫苗，保障了我们生产和
防疫两不误，真的很方便。”5月
19日，经开区建设局联合区社
会事业局为辖区78家在建工地
1100余名工友提供现场接种疫
苗服务，受到工友一致点赞。

目前，为落实好疫情防控
政策，经开区多个工地都进行
了闭环管理，也正是工地加快
进度赶工期的时候，很多工友
的疫苗接种存在诸多不便。为
保障工友疫苗接种方便快捷，
经开区建设局联合区社会事业
局派出 10支疫苗接种服务队
开展“上门接种”服务，在不影
响工地工期的情况下，保障工
友疫苗接种，筑牢辖区疫情防
控防线。

接种现场设置了等待区、

预检区及留观区，每个点位的
工地工人分批次有序进行疫
苗接种，前来接种的工人在预
检区完成登记和问询流程就
可以排队接种，从预检到接种
完成只需要两三分钟的时
间。预计通过两天时间，将为
辖区 1100余名工人完成疫苗
加强针的接种。
记者 王赛华 文/图

祥云市场监管所
扎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市场监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