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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区
“7·20”特大暴雨灾害问题整改情况
专项巡察完成进驻 联系方式公布
本报讯 按照二七区委统一安排部
署，6 月 8 日，十二届二七区委 4 个专项
巡察组分别进驻区建设和交通局、资源
规划二七分局、区城管局、区农工委、金
水源筹备组、樱桃沟管委会、区应急管
理局等 7 个单位党组织开展“7·20”特
大暴雨灾害问题整改情况专项巡察。
本轮专项巡察从 6 月 8 日开始，6 月 30
日结束。
区委巡察组将坚持政治巡察定位，
突出问题导向，紧盯主体责任落实、能
力作风提升、问题整改实效、灾后恢复
重建和以案促改等重点内容，深入查找
政治偏差，通过强有力的巡察监督，推
动国务院调查报告和省委、市委、区委
关于问题整改、灾后重建、以案促改的
各项措施落实落地，在更高起点上打造
本质安全城市，为全面开展“三标”活
动、深入推进“十大战略”行动提供坚强
保障，进一步夯实“三个二七”高质量发
展基础。
巡察期间，各巡察组均开通联系电
话、接收短信手机、电子邮箱，并在被巡
察单位设立联系信箱，受理群众反映问
题。对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事项，按
规定转至被巡察单位和有关部门办
理。巡察组受理信访举报时间为工作
日上午 8:30~12:00，下午 2:30~6:00。6
月 30 日 18:00 以后所有受理信访举报
的渠道统一关闭。记者 景静

二七区“7·20”特大暴雨灾害问题整改情况
专项巡察各巡察组联系方式一览表
区委巡察组

被巡察单位

举报反映方式

区建设和交通局、
资源规划二七分局

值班联系电话：13673607227
接收短信手机：13673607227
专用电子邮箱：
erqixunchajubao3@163.com

区委第二巡察组
组 长：郭 桥
副组长：吴 萌

区城管局、
区农工委

值班联系电话：13838306573
接收短信手机：13838306573
专用电子邮箱：
erqixunchajubao4@163.com

区委第三巡察组
组 长：王援红
副组长：郑 雷

金水源筹备组、
樱桃
沟管委会

值班联系电话：17729745995
接收短信手机：17729745995
专用电子邮箱：
erqixunchajubao1@163.com

区委第一巡察组
组 长：杨永波
副组长：武 琦

区委第四巡察组
组 长：李振江
副组长：李尧奎

值班联系电话：17603887195
接收短信手机：17603887195
专用电子邮箱：
erqixunchajubao2@163.com

区应急管理局

淮河路街道 发布
“一社一品”项目 让好项目服务好群众
本报讯 近日，淮河路街道 2022 年
联心公益节暨“一社一品”服务项目发
布会在二七双创中心举行，辖区爱心企
业、各社区社会组织、党员和热心居民
代表欢聚一堂，共享公益成果，共话为
民福祉。
活动在“为淮河发展助力”短视频
中拉开序幕。居民代表张红革分享了公
益项目为社区楼院和居民生活带来的可
喜变化，河南海一实业有限公司代表爱
心企业表达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公益
之心。大会还对评选出的“最受喜爱项

目”
“优秀公益项目”
进行了颁奖。
在活动外场，剪纸、非遗手工制作、
安全环保公益宣传、义诊义卖等摊位也
吸引了过往群众驻足观看，加入公益宣
传的队伍。
据介绍，近年来，淮河路街道坚持
推进“温暖二七”建设，率先在全市打造
首家社会组织统筹发展中心，率先实施
公益创投服务，连续 4 年举办“联心公
益节”，累计实施 90 余个公益项目，撬
动社会资金 2000 余万元，受益群众 10
万余人次，尤其是去年以来，街道党工

服务群众有作为

委启动首届民生微实事项目，突出“微
设施”
“ 微改造”
“ 微服务”
“ 微心愿”
“微
治理”，17 个民生微实事项目被辖区爱
心企业认领并顺利结项，形成了“家门
口的公益”
品牌。
此次发布的2022年
“一社一品”
服务
项目共有13个，
涵盖社会组织培育、
企业
服务、楼院服务提升、疫情防控、文化活
动等 5 个领域，
旨在动员辖区爱心企业、
社会组织及居民朋友多多支持，广泛参
与，
让优质公益项目在淮河落地开花、
让
真正的好项目服务群众。记者 景静

建中街街道 社区服务
“一岗多能”贴心为民便捷高效
本报讯“享受低保待遇需要具备
哪些条件？办理准生证需要准备哪些
材料？新生儿医保需要如何办
理？”……6 月 16 日上午，建中街街道永
安社区组织召开
“一岗多能”
业务技能培
训会，使居民办理这些事项时不会遇到
“专职不在，
需要等待”
的情况，
倡导社区
任意一名工作人员都能及时办结社区各
项业务服务，
让辖区居民办理业务时，
真
正实现一次办结、
一次办好。
社区负责人介绍，
“一岗多能”便民
综合服务模式是强化基层社会治理能
力、提升服务居民群众质量的重要举
措。为打造“一人在岗、事项通办”的社
区综合性人才队伍，社区负责人多次召
集“两委”成员加强业务培训，采取业务

经验交流、
理论知识辅导、
个性案例分析
等多种方式，
将社区党建、
计生、
民政、
社
保、退役军人等多个方面业务内容整理
归纳，由负责各业务的工作人员互相讲
解岗位知识及最新工作要求，列出需要
准备的材料，
共享工作流程。
业务技能培训会结束后，社区工作
人员纷纷表示，通过学习对社区不同岗
位的业务有了全面的认识，今后对于自
己不懂不会的业务会加强学习，为居民
群众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服务。
“一岗多能”便民服务模式在基层
社区内打破行政壁垒，业务办理高效便
捷，让居民群众办事更省心、更顺心、更
放心。接下来，永安社区将定期开展轮
岗轮训，确保“一岗多能”持续有效落

桐树洼社区入选
河南省首批乡村康养
旅游示范村创建单位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河南省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通知，
确定 195 个村为河南省首批乡村康养旅
游示范村创建单位，其中郑州 8 个村入
选，二七区樱桃沟管委会桐树洼社区为
其中一个。据悉，桐树洼社区着力打造
以生态旅游、休闲垂钓、体育运动、研学
体验为支撑的复合型旅游新业态，发展
形成具有特色的 3A 级景区村。社区具
有生态观光特色，森林覆盖率达 85%以
上。近年来，随着健康步道、篮球场、足
球场的修建，户外运动也成了社区的一
大特色。加之桐树洼社区地处丘陵地
带，
具有独特的村落风貌。记者 景静

大学路街道
开展反诈防骗宣传
本报讯 为有效预防养老诈骗，提
高老年群体识骗防骗能力，6 月 13 日，大
学路街道联合社区开展以“反诈防骗，
你我同行”为主题的预防养老诈骗宣传
活动。社区通过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
传资料、推广“国家反诈中心”APP 等方
式，走近居民群众身边向老年群体讲解
识骗、防骗技巧。通过讲解身边真实案
例提高防诈骗意识，提醒老年人在日常
生活中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出售保健
品、高息存款等方面的诈骗行为，时刻
保持头脑清醒，提高警惕，莫要贪图便
宜上当受骗。记者 景静 通讯员 韩莹

铭功路街道
举办消防知识讲座
本报讯 为增强辖区企业的消防安
全意识，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
近日，铭功路街道华润悦府社区邀请二
七区消防大队，对辖区企业负责人、社
区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消防安全知识
培训。
讲座中，根据社区实际情况，宣讲
员主要围绕火灾的防范、扑救和自救等
知识展开，着重讲授了电瓶车飞线充电
及电瓶爆炸起火时的自救方法、火灾发
生时的逃生技能，让企业代表和社区人
员进一步深刻认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
性和严峻性，掌握消防安全知识，加强
日常防范意识。记者 景静

嵩山路街道
整治餐饮油烟排放

实。切实把服务居民作为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为民服务做到居民
群众心坎上。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乔贺 文/图

本报讯 6 月 13 日上午，嵩山路街道
刘砦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所有餐
饮门店开展餐饮油烟排放专项整治，排
查未安装、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和
油烟排放不达标等违法违规行为。
此次专项整治范围包括辖区饭店、
大排档等餐饮店铺，对油烟净化装置安
装和使用情况进行拉网式摸底排查，并
登记造册、汇总统计。另外，还查看了
餐饮单位法定证照是否齐全、油烟排气
筒及噪声是否影响周围居民的正常生
活等，同时对餐饮店负责人进行宣传教
育，
进一步明确餐饮店主体责任。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李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