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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

深入推进效能革命
倾力打造一流发展环境
本报讯 （特约撰稿 周玉乐
张晓阳）去年以来，三门峡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紧紧围绕“服务项
目建设、营造最优环境”目标，始
终秉持“低门槛迈进， 好环境留
人，高效率推进，厚回报兴业”的
服务宗旨，深入落实“
12345”服务
保障机制和爱商、亲商、安商、富
商各项政策， 不断深化“效能革
命”，有力地促进了全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一是深入落实项目“五包”责
任制、“公开承诺制”“限时办结
制”“全程代办制”等制度，对项目
的备案、环评等手续进行简化，压
缩简化 14 项审批事项，清理了部
分行政审批事项， 大大缩短了行
政审批时限，实现“让群众最多只
跑一次”的目标；并组织召开了项
目用工见面会、政银企对接会，切
实帮助企业解决招工难、 融资难

对推诿扯皮、 庸懒散软等不良现
等实际困难和问题。
二是大力弘扬企业合理诉求 象及时查究处理；并对 17 家单位
受理不过夜、解决不过夜、向企业 进行民主评议， 对排名后三位的
反馈不过夜的“三不过夜” 的精 单 位 和 个 人 开 展 为 期 半 年 的 整
神；建立完善重要问题、突发问题 改，使“企业至上、服务为本”的观
协调处理机制， 由示范区主管领 念深入人心； 各级各部门积极开
导牵头，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快速 展主动服务、 上门服务、 跟踪服
反应，联调联动，第一时间予以调 务、代办服务等，办事效率和服务
处化解。 活动开展以来，共解决项 质量有了明显提升， 得到企业和
目建设各类问题 300 余项， 化解 群众的好评。
矛盾纠纷 600 余起， 为小微企业
下一步，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落实贷款融资 1.3 亿元。项目建设 将继续深化效能革命， 扎实开展
呈现出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建设 “六个一”活动，努力达到“治庸
进度明显加快、 投资结构显著改 懒、提精神、优环境、促发展”的目
善的良好局面。
标，持续在提高政务效率、降低企
三是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 业成本、优化企业服务上下工夫，
影响企业建设发展的突出问题实 着力营造服务效率最高、 管理最
行领导领办、挂牌督办等措施，确 规范、市场最具活力、综合成果最
保限期得到解决； 并通过每十天 佳的良好发展环境。
一次的项目汇报会， 每月一次的
项目推进和服务工作情况通报，

7 月 4 日凌晨，城乡示范区持
续强降雨，汛情紧急。 示范区禹王
路街道办机关干部、各行政村两委
干部高度重视并迅速行动，对危房
户逐户走访， 对辖区河道实地查
看,保证泄洪通道顺畅，全力以赴
开展防汛工作，确保辖区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
（董金萍 薛倩 摄影报道）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再动员再部署——
—

对黑恶势力一查到底 深挖背后腐败问题
近日，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召开专项斗争推进会议， 通报全
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
查找不足，分析形势，对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会议强调， 要建立联席会议
制度，示范区纪检、组织、公安、综
治等扫黑办成员要坚持单位每月
召开一次例会，总结交流工作，分
析问题，提出工作措施。 要进一步
完善线索收集汇总、 核查反馈机
制。 各成员单位收集的黑恶犯罪

线索原则上实行双向报送制度，在
向上级机关报送同时， 向同级扫黑
办报告， 公安机关要加强线索核查
和台帐档案管理， 严格落实三级核
查责任和管理责任，做到底数清、责
任明、查得实,严防重大线索流失，
并及时反馈报告有关情况。 对群众
反复举报、查无结果的，要实行专案
督办。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完善
纪检政法机关协同查处“保护伞”工
作机制。 严格落实“两个一律”的要

求， 对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一律
深挖背后的腐败问题， 对黑恶
势力的“关系网”“保护伞”一律
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截至 6 月底， 全区收集黑
恶线索 18 条，共打涉恶犯罪集
团 2 个，抓获 5 人，破案 6 起，
处理涉黑党员 1 名， 对黑恶势
力犯罪形成了高压态势， 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
（高晓红）

多部门联手齐发力
开展河道专项整顿
7 月 10 日，全市黄河河道专项治理工作拉开帷幕。 由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农业农村办公室牵头，公安、工商、
交通以及大王镇等相关部门配合的黄河河道清理专项整
顿在大王镇老城村黄河岸边打响。 示范区领导王彦超、秦
剑波等现场组织指挥了全天的行动。 当天共从河道清理
出大小不等的各类捕捞鱼船 6 条、渡船 2 条，有效维护了
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
长期以来，位于黄河岸边的大王镇老城村黄河河道上
一直有几家来自于信阳地区的渔民在此打渔捕捞， 并从
事船上餐饮生意， 非法捕捞和餐饮生意排污问题严重。
区、镇两级执法部门多次清理整顿，但渔民都不以为然，
而这里又属于三门峡国家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范畴。 为
了进一步加强黄河湿地保护，为了黄河湿地周边地区的绿
水蓝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河南省
湿地保护条例》以及《三门峡市白天鹅及其栖息地保护条
例》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
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的规定，示范区和
大王镇两级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行动，对该处的非法餐饮
及捕捞船只进行了专项清理整顿。
从当天上午 9 时多至下午 4 时多， 多个执法部门共
出动人员近百人，协调大型吊车和铲车 6 台，经过 7 个多
小时的工作，将其长期在黄河河道湿地保护区内从事捕捞
与经营的 6 条捕捞船、2 条渡船全部吊上岸边， 为黄河河
道专项治理工作开了个好头。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之后，示范区还将进一步加强
后续治理工作，力争彻底解决黄河河道湿地保护区内一切
形式的非法捕捞与游船餐饮经营问题，还黄河湿地保护区
一片蓝天白云与绿水青山的良好生态环境。
（木易）

示范区 2018 年村级
财务人员培训班开班
7 月 9 日， 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财政局举办的示
范区 2018 年村级财务培训班在市财经学校开班。 本次
培训将对辖区村级财务人员进行全面系统业务培训，80
余人参加本次
“
充电”。
此次培训为期 5 天，内容包括廉政教育、农村财经法
规、会计实务、电算化等，培训内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对提高示范区村级财务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
培训，可进一步提高全区村级财务人员财务管理水平，推
进村级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 使村级财务管理步入良性
的循环轨道，从而进一步促进村级财务管理规范化运行，
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朱龙浩 熊金波）

大王镇今年的高龄老人信息开始登记——
—

高龄老人可享受国家补贴了
日前，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大王镇召开民政工作会议， 安排
全镇高龄老人补贴发放工作。 目
前， 该镇高龄老人补贴发放工作
正处于统计阶段， 各村正对本村
高龄老人信息进行统计上报，提
请符合条件的高龄老人家属及时
与本村会计进行联系。
据了解， 此次高龄老人补贴
发放工作是根据 《三门峡市高龄

补贴发放管理办法》要求进行的。 以上的高龄老人， 每人每月补贴
高龄补贴发放的对象是指具有三 200 元。 凡符合条件的老人，办理
门峡市各县（市、区）内户籍，且在 高龄补贴所提供的资料包括：填
本辖区实际居住两年以上的高龄 写 《三门峡市高龄补贴申请表》
老人。 即：1938 年 6 月 30 日前出 （一式三份）；将身份证正反面、信
生人员，不分公职，不分城市农村 用社存折账号， 复印在一张 A4
户籍。 具体发放标准为：80—89 纸上； 户口本首页和本人那一页
周岁的高龄老人， 每人每月补贴 复印在一张 A4 纸上； 近期免冠
50 元；90—99 周岁的高龄老人， 一寸彩色照片 3 张等。
每人每月补贴 100 元；100 周岁
（木易 程丽华）

为加强流通领域成品油质量监管， 切实维护广大人
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7 月 4 日上午，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工商分局组织执法人员认真开展流通环节成品油专项
抽检。 通过此次抽检，有力督促了辖区经营户严格按照产
品质量规范开展经营活动， 规范了辖区内成品油市场经
（郑伟 摄影报道）
营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