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织统计调查培训
摸清全区服务业家底

日前， 区统计局对重点服务业基
层表格填报进行集中培训。据了解，此
次培训有利于进一步开展调查统计工
作，摸清全区服务业家底，全面准确反
映我区服务业发展规模和机构的真实
情况，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 （刘鑫）

加强禽畜免疫
防控重大疫情

3月中旬， 我区启动了2014年春
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工作， 一方
面成立专家组，指导全区 30个畜禽规
模场科学开展免疫和防控工作， 一方
面加强西湖公园观赏动物的免疫。 同
时， 做好 5个农贸市场活禽交易区及
郊区散养畜禽的消毒、免疫工作。

（闫飞帆）

自助办税终端
成功上线运行

近日， 区地税局配置的 2台自助
办税终端在办税服务厅上线运行。 自
助办税终端具有纳税申报、POS 刷
卡、打印完税证、税票辨别真伪、发票
发售等功能 , 实现了全天候自助办
理，方便了广大纳税人。 （孟慧丽）

统一思想 凝聚力量
致力建设“五型魏都”
我区各单位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区“两会”精神

本报讯 （刘景涛 赵倚晨 常艳雷
孙晶） 区 “两会” 结束后， 各单位、
各部门立即召开班子会和全体干部会
议， 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 统一思
想， 凝聚力量， 致力建设 “五型魏都”。

产业集聚区要求， 一是着力培育纺
织服装产业集群和机械加工制造产业集
群， 强化主导产业地位。 抢抓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机遇， 以商贸物
流园区为平台， 大力发展商贸物流、 高
新技术产业， 培育集聚区新的增长点。
二是按照 “能转型的转型、 可兼并的兼
并、 该淘汰的淘汰” 的思路， 鼓励企业
挖掘自身潜力， 实现扩建升级、 引资或
对外合作。 同时， 加大对集聚区低效企
业的治理力度。 三是加快推进陈庄街西
段、 五一路北延工程， 启动建设灞陵
路、 刘铁街等道路， 盘活两侧土地。 强
力推动郭楼、 王庄、 俎庄社区拆迁改造
工作。 同时， 逐步完善城区功能配套，
促进新老城区融合互动发展。 四是完善
“服务企业网格化管理” 工作机制， 拓
展服务内容。 筹建企业政策金融服务办
公室， 促进银企对接。 完善电子商务、
人力资源信息化服务平台。

西大街道办事处提出， 一要加强社
会治理创新， 努力构建运转高效、 管理
精细、 服务优良、 和谐有序的辖区建设
新格局。 二要着力抓好魏都风情区的建
设工作， 强力推进棚户区改造项目， 打
造特色鲜明、 基础设施完备、 服务功能
完善的 “魏武商圈”。 三要进一步健全
四级综治维稳网络,完善群众利益诉求
表达、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社会治安防
控、 突发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监管机
制,提高技防覆盖率， 加大巡防力度。

五一路街道办事处明确， 一是紧盯
“楼盘经济”， 大力发展 “楼宇经济”，
打造区域商业中心； 打造许继大道金融
一条街、 向阳路特色餐饮一条街、 沿运
粮河休闲文化一条街等 “特色经济”。
二推进水泥厂片区拆迁改造和运粮河中
段棚户区改造项目； 做好运粮河两岸综
合整治； 加快辖区内棚户区的拆迁进
度； 推进背街小巷的提升改造项目、 公
厕提升改造项目。 三是对 9个庭院进行
提升改造； 探索具有五一路特色的服务
项目， 力求 “社会服务的网格化， 社会
治理的民本化”。 四是逐步推进无主管
庭院自治工作， 大力开展 “10 佳优秀

业委会主任” 评选活动； 加大对无主管
庭院的资金投入力度， 创造良好居住环
境； 充分发挥 38支志愿者服务队作用，
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利用形式多样
的传播载体， 深入宣传文明知识， 扩大
创文的知晓率和支持率。

南关街道办事处提出， 一是充分发
挥行业协会自治作用， 引导商户自我约
束、 自我服务、 自我管理、 自我提升，
提升特色商业街区的诚信度与影响力。
二是淘汰低效、 经营不善的公司， 引入
与周边经营业态配套或类似的企业入驻
楼宇， 大力发展楼宇经济。 三是实行重
点项目专人负责制， 对前期、 在建、 已
投入使用的项目， 分别做好服务工作。
四是围绕重点工作、 薄弱环节， 全面开
展文明城市达标攻坚行动， 确保夺杯拿
牌。 五是全面推行 “三维组团式” 服务
模式， 实现辖区无主管庭院基本服务全
覆盖。

认真贯彻落实
区“两会”精神

入春以来， 我区抓住有利时机，
对天宝路、延安路、五一路、许由路、
灞陵路等主次干道进行补植补栽，截
至目前，共补植乔木约 1000株，灌木
7.9万余株。 王云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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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5日下午，由区委宣传部、许昌电视网、东大街道办事处共同举办的“幸福魏都，倡导百姓健康
生活”大型公益演出（第二期）在春秋广场举行，吸引大批群众驻足观看。

杨华 摄

法律援助帮农民工要回 20余万工钱
本报讯 （记者 常鹏 通讯员 孟秋

萍）3 月 11 日一大早， 农民工代表王
某、 张某、 李某、 魏某一行四人来到了
河南烟城律师事务所， 特意感谢孔令晨
律师为他们无偿要回了 20余万元的血
汗钱。

王某介绍， 他和工友为某公司标段
搞厂房建筑， 完工两年后没有要回工
钱， 去年 11月， 他们向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由于常年拿不到工资， 已经没
有能力再支付律师代理费。 区法律援助
中心了解情况后， 及时指派烟城律师所
律师孔令晨为他们提供援助。

“接受援助中心的指派后， 我立即
和这些农民工取得联系， 详细了解情
况， 并到相关部门调查取证。” 孔令晨
经过调查后发现， 王某等人的诉状遗漏
了重要的当事人， 且部分当事人和法人

代表的基本情况不清晰。 调查结束后，
孔令晨帮助王某等农民工及时重写了诉
状， 并提交至法院。 诉讼期间， 孔令晨
联系法官多次与被告协调， 并与区政府
有关部门向当事人做工作。 在孔令晨及
各方的积极努力下， 欠款当事人在庭审
时要求庭外和解。 随后， 王某等农民工
如期拿到了被拖欠两年之久的 20余万
元工资。

（上接第一版）区直单位、办事处、社区
等因情况不同， 开展活动中要坚持从
实际出发， 既要在目标要求上与上级
保持一致，遵循基本方法步骤，把规定
动作做到位， 又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在具体内容、活动载体等方面积极
探索创新，创造符合自身实际、具有自
身特色的自选动作， 增强活动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

要统筹推进，做到两不误两促进。
教育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 是为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这就要求我
们必须学会“弹钢琴”，既不能因活动
开展而放松日常工作和中心工作，更
不能以工作忙为借口而应付活动。 活
动中， 要坚持把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与
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结合起来， 用经济
社会发展的成果来检验教育实践活动
的成效。 要毫不放松地抓紧抓好经济
发展、项目建设、城区建管等工作，凝
心聚力、攻坚克难，确保各项工作顺利
开展、 全面完成。 要高度重视改善民
生，创新社会治理，努力把关乎群众切
身利益的事情办实办好。 要与党员干
部履职尽责紧密结合起来， 教育引导
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
任意识， 把党员干部在活动中激发出
来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 转化为做
好工作的强大动力，真正做到两手抓、
两不误、两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