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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四版）（四）发挥行业系统
指导作用。干部实行垂直管理或以行业
为主管理的国土、规划、工商、国税、地
税、质监、药监、烟草、农商行等驻区单
位参加全区的教育实践活动。这些单位
连同政法、教育、环保、住建、农业、卫
生、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等关系群众切
身利益的部门，要发挥行业系统指导作
用，上下联动开展专项整治，切实纠正
行业不正之风。

五、强化组织领导
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组织领导是关键。 各单位要高度重
视，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开展
教育实践活动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重大
政治责任、重要政治担当，抓紧抓好抓
实。

（一）明确领导责任。全区教育实践
活动在区委常委会领导下开展。成立区
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
组，区委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区委副
书记和区纪委、区委办公室、区委组织
部、 区委宣传部主要负责同志任副组
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

作，区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办公
室主任。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承
担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把教育实践活动
紧紧抓在手上，抓具体、具体抓。对教育
实践活动偏方向、搞应付、走过场的，要
追究一把手的责任。相关部门要齐抓共
管、密切配合，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切实
履行好各自职责。

（二）加强督促检查。区委专门成立
由副县级领导干部担任组长、正科级领
导干部担任副组长的督导组，负责做好
全区各单位、街道（产业集聚区）以及全
区 10个先进提升社区和后进整顿社区
的督导工作；组织全区大学生社区干部
作为所在社区、 临近社区的督导员，进
行联络、辅导和督查，实现社区基层党
组织全覆盖。各街道（产业集聚区）要加
强对辖区内党组织和党员开展教育实
践活动的检查指导。督导组要认真制定
督导工作方案，把从严要求贯彻活动全
过程， 对活动进行全程督导和指导，认
真审阅督导单位的活动实施方案、对照
检查材料、整改方案等，全程参与专题
民主生活会并进行点评，全程跟踪指导
“群众三评”工作，抓住突出问题督促整

改落实， 对活动的各个环节严格把关，
盯住、盯紧、盯实，确保督导不漏项、不
留死角。 要沉下去面对面开展工作，紧
盯一把手、重点对象和薄弱环节，及时
发现和解决问题，特别是要发现和解决
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要充分发
挥监督、检查、指导作用，督促开展“回
头看”和“交叉检查”，有效传导压力，推
动活动健康开展。 对督导不力、活动走
过场、督导单位活动中存在重大问题应
发现未发现或隐瞒不报的，要追究督导
组长、副组长责任。

（三）搞好舆论宣传。要认真制定宣
传方案，广泛宣传中央和省委、市委、区
委精神，充分反映教育实践活动进展和
成效。 要创新宣传形式和载体，发挥新
兴媒体作用， 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
导。要重视典型宣传，既宣传正面典型，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弘扬新风正气；
又剖析反面典型， 发挥监督警示作用。
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机、节奏、力度和
效果，更好发挥评论、言论的引导作用，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四）坚持统筹兼顾。 与区委前期
“四个预热”（思想预热、组织预热、领导

预热、作风预热）活动衔接 ，统筹区
活动与其他基层组织活动的关系，
做到上级指导带动下级、 下级监督
评判上级。 统筹安排好时间和精力，
坚持开展活动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 、
省、市、区一系列重要会议精神紧密
结合， 同做好当前改革发展稳定各
项工作紧密结合， 同完成本单位各
项任务紧密结合， 把活动成效体现
在促进科学发展上； 解决好事关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把活
动成效体现在促进民生改善、 和谐
稳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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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工作的动力， 把活动成效体现
在促进党员干部履职尽责上， 做到
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各单位要根据本意见和全区教育
实践活动实施方案，结合实际制定本单
位活动实施方案，经区委活动督导组审
核把关，报领导小组审定后，认真组织
实施。 教育实践活动结束后，各单位党
委（党组）要及时向区委报送活动总结
报告。

把健康服务
送到家门口

本报讯 （记者 岳亚光 通讯员
牛继光）近日，区卫生局、区红十字
会组织所属医院、社区服务中心等 9
家单位和 70 余名医护人员深入到
春秋广场、 许继游园和部分社区开
展医护宣传和免费义诊活动。

活动中， 医护人员围绕春季传
染病、 慢性病的防治等相关知识进
行宣传， 并对市民群众开展健康咨
询和用药指导，为居民免费测血压、
测血糖等。

据悉， 此次活动共悬挂横幅 9
条，展出版面 16 块，发放健康宣教
资料 2000余份，接受健康咨询 500
余人次，开展测血压、测血糖等常规
检查近 300人次。

发挥网格作用
做到应保尽保

本报讯 （记者 李思远 通讯员
王德印）近日，东大街道办事处安排
机关干部和网格工作人员下沉到各
个网格当中， 认真排查各自网格内
的贫困户、低保户，确保低保资金发
放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

据了解，本次排查过程中，网格
支部书记充分发挥带头作用， 带领
分包社区的机关干部、网格长、网格
工作人员深入低保户家中， 查看生
活情况、家庭状况，询问当前遇到的
困难，查找贫困原因，帮助梳理脱贫
门路。

为掌握真实情况， 东大街道办
事处对低保贫困户一户一册建立档
案， 用照相机拍摄居民家庭真实情
况，并实行动态记录。 对居住在亲属
家庭的低保人员， 专程到其居住地
了解情况。

同时， 按照魏都区最低生活保
障实施细则的规定， 该办事处对出
小摊、开无经营证小店、从事三轮车
营运、打零工等人员，严格按照实施
细则核算家庭收入， 避免核算的人
为随意性。 最后，将排查到的情况和
信息，统一进行甄别。

截至目前， 东大街道办事处已
将辖区内享受低保的 209户 495人
全部排查完毕， 帮助就业 43户，推
荐就业岗位 167个， 有力地消除了
低保养懒汉等问题， 强化了民政低
保资金“输血”与“造血”的功能。

3月 17日，许昌市公安局五一路分局开展管制刀具下架、收缴专项行动，对辖区内铁匠铺、小集贸市场、五金加工店点、路
边摊点以及外来人员聚集区等治安复杂区域、重点部位进行“地毯式”清查，及时发现、彻底收缴非法管制刀具。 实习生 牛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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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修正案)》也在这一天正式施行。区消协
近日公布了一些消费者的典型维权案
例，涉及生活的多个方面，希望能给大
家提供一些维权启示。

衣服干洗后缩水
消协维权获赔偿

案情简介：2013年 12月 3日，消费
者李女士来到魏都区消协投诉，称其一
件羊毛绒上衣送到某干洗店干洗后，衣
服缩水严重，怀疑干洗店没有干洗或者
是干洗店操作不当造成的。李女士与干
洗店负责人多次协商，双方没有达成一
致意见。

处理结果：消协工作人员依据《河
南省洗涤行业服务纠纷解决办法》“本
省各地的洗衣店， 必须遵守国家的法
律、法规和本办法。在经营服务中，由于
技术、材料、使用操作不慎、保管不当等

原因造成衣服损坏、 遗失及其它事故，
洗衣店应承担全部或部分赔偿责任”的
规定，对双方的纠纷进行调解。最终，干
洗店负责人赔偿消费者李女士现金 150
元，并退还洗衣费。

案情简介：2013年 6月上旬， 消费
者李某在某电器经销商处购买了一台
品牌抽油烟机。 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李某发现其购买的品牌抽油烟机工作
时噪音很大，严重干扰了自己的正常生
活。 与电器经销商联系后，李某对经销
商作出的答复不满意。

处理结果：区消协工作人员接到投
诉后，联系专业技术人员到消费者李某
家现场检测抽油烟机的噪音大小。经检
测结果表明该机器工作时的音量比标
准限度要高出 10分贝。 该电器经销商
出售的商品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在购买、 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

时享有人身、 财产不受损害的权利”的
规定，经销商应当对有问题的商品的进
行退换。

最终，在消协的调解下，电器经销
商对李某购买的商品作了退货处理。

案情简介：2014年 2月 10日，临颍
县消费者马先生向魏都工商分局提起
申诉。 诉称其于 2014年 1月 25日在文
峰路一电动车商行购买了一辆价值
20000元的四轮电动车， 在使用过程中
出现了质量问题， 不能正常使用。 1月
30号消费者马先生将电动车送到该电
动车商行，要求退货，直到 2月 10日该
电动车商行一直以春节放假为由没有
给与马先生合理答复。

处理结果：经区工商执法人员现场
调查，消费者马先生申诉情况属实。 在
工商执法人员的调解下，电动车商行免
费为消费者马先生调换一辆同型号的
电动车。

区消协公布典型维权案例
衣服干洗后变形，家用电器噪音太大，外地消费者权益受侵害

□记者 付家宝 通讯员 王伟

抽油烟机噪音大影响生活
消协积极调解化纠纷

外地消费者权益受侵害
我区工商高效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