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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4日，须水街
道办事处邀请市中心医院妇
女健康管理中心到辖区组织
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进企业活动，让企业外来员
工“足不出企”享受到均等化
卫生健康服务，保障企业的
持续生产经营。

当天，在郑州娅丽达服
饰有限公司，须水街道工作
人员和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
向到场员工派发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宣传单和宣传礼品，讲
解“我国出生缺陷现状”及“免
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重要
意义和服务流程等，就优生健
康教育、病史咨询、体格检查、
临床试验室检查、咨询指导等
项目，向企业员工提供了全面
的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
务，活动结束后，员工对政府
采取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的举措连连称好。
记者 鲁燕 通讯员 侯书珍

贴心服务送政策 用心用情纾企困

引凤求凰谋发展 拓展青年交友圈
中原区举办优秀青年人才公益联谊交友会

本报讯 8月 3日下午，郑
州市中原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与中原区妇联联合举办
了一场以“中原热土聚英才 引
凤筑巢促发展”为主题的中原
区优秀青年人才公益联谊交友
会。来自中原区各企事业单
位、高校、医院的 64名优秀青

年人才齐聚芝麻街 1958双创
园，参加联谊交友会。

大家首先参观了芝麻街
1958双创园招商运营中心、中
原科技传播中心、河南省煤矿
智能化建设创新中心、中原·国
际设计谷、萱闱堂、3Twork共享
办公等创新企业，了解中原区

大力推进科技服务业、智能制
造、数字经济等科技产业发展
的丰硕成果。随后，大家来到
中原科技传播中心观看“汇聚
英才 筑梦中原”人才政策动画
宣讲片和郑州青年人才宣传
片，了解郑州人才政策和青年
人才新政。最后，在活动主场

地互动交友游戏。
考虑到广大青年人才的交

友需求和喜好，工作人员精心
设计了蒙眼打棍、听歌猜歌名
等多个游戏环节。通过团队
互动游戏，局面迅速打开，增
进了青年人才之间的认识、
了解。大家纷纷表示，希望

今后能多组织些这样的人才
交流活动，既能扩大社交圈，
丰富业余生活，加深对中原
区的认识和感情，又能体会
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激
励广大青年砥砺奋斗、建功
立业。
记者 鲁燕 通讯员 王云墨

航海西路街道 助企降低融资成本 实现金融创新发展
本报讯 近日，航海西路

街道“万人助万企”专班与招
商银行走访郑州波特控制技
术有限公司开展银企对接活
动，推进航海西路街道与金
融融合工作，引导企业利用
好政府带来的相关扶持政
策，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实现金融创新发展。

郑州波特控制技术有限公
司负责人表示：对中小型企业
来说，这样的银企合作很好，能
够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给
予资金支持，很贴心。

下一步，街道将继续大
力推行银企对接活动，通过
线上宣传“信易贷”线下对
接银行协同助企的方式，更

加丰富企业服务内涵、支持
企业升级发展，意在通过政
府搭台、银企对接、政策引
导、市场运作的方式，解决
企业融资难题，助力企业更
好的发展，营造更优的营商
环境。
记者 鲁燕
通讯员 时瑞

林山寨街道 提高服务意识和水平 全面激发企业动力
本报讯 8月 5日，林山寨

街道办事处召开“万人助万企”
工作推进会，会议由街道办主
任李嵘主持，相关班子成员参
加会议。

“万人助万企”作为街道工
作重点之一，李嵘要求，真正与
企业处关系，着力打造亲商、助
商、富商的营商环境。每位负

责干部要真正扑下身子，及时
深入到企业生产经营一线，听
实情、办实事、多交流、多引导，
实现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
切实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水
平，全面激发企业动力。要加
强学习，有针对性地学习企业
运营、政策方针等各方面知识，
有计划、有方法、有步骤地开展

助企工作。
会议要求，班子成员要把

惠企政策与实践紧密相结合，
全面深入推进全区“万人助万
企”工作。

下一步，街道办将持续为
企业“保姆式”服务，创造最优
良的发展环境。
记者 鲁燕 通讯员 刘新宇 候炎

西流湖街道 分级分层反馈解决问题 为企业排忧解难
本报讯 近日，中原区西流

湖街道办事处主任李晓萌带队
到中铁二十一局项目部走访调
研，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

调研中，李晓萌与企业负
责人紧密对接，深入交谈，充
分发挥帮扶指导作用，及时

掌握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
难和问题，并对有关企业惠企
政策作了宣讲。李晓萌表示，
西流湖街道将继续深入对接企
业问题和诉求，分级分层反馈
解决问题，切实为企业排忧解
难，推动“万人助万企”活动走

深走实。
下一步，西流湖街道将压

实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切实解
决好企业当前最盼望、最急于解
决的现实问题，提振企业信心，
以务实的举措助力企业运行。
记者 鲁燕 通讯员 李莉君

三官庙街道
多措并举 全力为企业纾难解困

本报讯 近日，三官庙街
道多措并举，全力为企业纾难
解困，确保活动开展取得实效。

成立专班，企业分包到
人。街道成立以主要领导为
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班子成
员、中层干部分包到企，40余
名干部包联辖区 88家企业，
全力当好惠企政策“宣传
员”、企业项目“代办员”、困
难问题“协调员”。

主动对接，摸清企业需
求。主动联系企业、走进企业，
按照“万人助万企”活动工作方
案，分阶段、分步骤，有序推动

助企措施落实、落细，做到“有
求必应、无事不扰”。全面梳理
企业反映问题，建立工作台账，
制定企业诉求、责任单位、办理
情况、办结时限“四个清单”。

紧盯诉求，确保取得实
效。对于企业痛点堵点难点，
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想尽办法
解决困扰企业发展难题。实行
问题销号机制，做到动态更
新，及时销号，对于不能立即
解决的问题，做好解释说明，限
期完成办理，对于本级不能解
决的，及时上报，上下联动，共
同攻克难点问题。 记者 鲁燕

本报讯 为帮助企业了解
政策、运用政策，近日，桐柏路
街道办事处联合桐柏路市场监
管所前往辖区西部建材城，联
合召开“小升规”“个转企”政策
宣讲会。

桐柏路街道武装部长宋巍、
市场监管所所长李华强、党群
服务中心主任乔磊、街道相关
工作人员及 14家市场主体负
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李华强讲解了省、
市、区关于“个转企”的各项优惠
政策，宣传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
对比优势，扩大社会各界对“个
转企”工作的关注度和认知度，
特别是着力增强符合条件的个
体工商户转型升级的意愿和主
动性，坚定个体工商户转企升级

的信心和决心，激发个体工商户
转型升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乔磊针对企业“小升规”相关政
策进行宣讲，从升规入统的政策
扶持、申报标准及申报资料要
求进行着重讲解。

宋巍表示，此次政策宣讲会
是为中小企业服务，也希望“小升
规”奖补政策可以惠及更多的中
小企业，为企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记者 鲁燕
通讯员 魏华怿 文/图

桐柏路街道 宣讲“小升规”“个转企”政策
柳湖街道
提升统计工作 助推经济发展

本报讯 8月4日，中原区
柳湖街道以助企纾困活动为
契机，通过走访重点企业、重
点项目等，从统计角度谋求重
点区块、重点行业高质量发
展，充分挖掘推进企业产能有
效释放，为经济稳健发展贡献
统计力量。

街道工作人员通过对郑
州金泰制罐有限公司、郑州汇
泉置业有限公司、郑州华侨城
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重
点企业深入实地调查，现场对
统计人员的操作业务流程进
行指导，确保企业按时保质保
量报送数据。同时提出要加

强运行监测，提供坚实保障，
加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经
济数据指标的监测力度，即报
即审，及时与企业沟通实际运
行情况，深入解读宏观指标的
结构性趋势，剖析数据变化背
后的深层次原因，精准解读行
业微观情况，切实做到心中有
数。加强统计队伍建设，提升
统计水平，加强业务知识培
训，提升统计队伍素质。把业
务知识学习和工作实际相结
合，强化统计人员学习理念，
不断充实完善自身素质，增强
服务意识和奉献意识。
记者 鲁燕 通讯员 宋雅

须水街道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进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