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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鹤壁讯 今年以
来，河南省鹤壁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
区”）锚定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示范区目标，坚持创新为
魂、服务为本，让优化营商
环境走新更走心。

围绕“企业服务”持续
提升。示范区建立先进制
造业产业联盟，助企建链引
链、延链聚链、补链固链、强
链优链，促进产业链企业集
聚发展、共生共荣。开展问
题大征集、环境大督查、经
验做法大宣传等“八项”营
商环境提速提质主题活动，
开展纳税服务、帮办代办、
项目保障等“十大”全维度
企业服务提升行动，探索企
业服务标准化，企业满意
度、获得感持续提升，2022
年示范区新增市场主体率
先实现逆势上涨。

围绕“惠企政策”持续
落实。示范区在惠企政策
贯彻落实上下功夫、找关

键、重落实，开展学习好、解
读好、落实好“三个好”送政
策，采用“掌上惠企政策一
览”“线下服务管家政策上
门”“政策宣讲团精准解析”
的方式，让企业尽快享用政
策红利，提高“免申即享”政
策覆盖率，仅2022年上半年
就兑现减免缓缴各类资金
2.3亿元，帮助企业解决用工
4000余人，资金1.5亿元。

围绕“诉求直达”持续
纾困。示范区以优化环境
献言荐策为出发点，以助企
纾困解难为落脚点，在全省
首创营商环境监督联络站，
搭建政企互动“直通车”，征
集意见建议128条，集中交
办解决问题18件。同时，依
托“淇澳+”App，开发“有诉
必达”模块，服务专员掌上
即可助企，做到“有诉必接、
有接必办、有办必果”。截
至目前，已为富士康、耕德、
善鼎通信等13家企业解决
用工难、融资难、供电不稳

等问题34个。
围绕“便企便民”持续

智能。示范区打造“税务智
能微厅”，214项税费服务可
全程办理，96%的税收业务
可在线一次办结，被河南省
税务局作为经验做法在全
省税务系统学习借鉴；打造
自助政务服务街道全覆盖，
办事不出街道、不出社区、
不用排队，企业、群众高频
办理事项实现了“数跑智
办”。

围绕“审批环境”持续
改革。示范区打好“八个
一”组合拳，建立并联审批+
承诺制+容缺办理制度，率
先实施跨阶段事项并联审
批，实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和施工许可同天办结，京富
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从拿
地到开工不足两个月，审批
手续办理时间仅10.5个工
作日。巧用“加减乘除”优
化审批服务入选全省优化
营商环境十大案例。

鹤壁示范区：优化营商环境走新更走心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化俊霞

鹤壁示范区：淇河书屋打造全民阅读“驿站”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孙利伟

本报鹤壁讯“一刻钟
（15分钟）生活圈”建设工作
开展以来，河南省鹤壁示范
区围绕群众读书需求，高标
准建设一批淇河书屋，营造
全民阅读氛围，激发市民阅
读兴趣，全面提升城市生活
品质。

选址科学，匠心设计环
境美。结合示范区自身区
位优势，将书屋建设在商业
综合体、学校等位置，充分
融合城市、商圈、社区环境
的设计和氛围营造，以阅读

为切入口构造新业态、新场
景、新体验。淇河书屋淇水
樱华园站、淇澳翠境园站,
将赏樱观景、休闲健身与读
书阅读有机融合，室内书香
浓郁，室外环境优美。

资源丰富，提升功能服
务全。截至目前，该区共
打造 6 座淇河书屋、18 座
社区级淇河书屋，总藏书7
万余册，实现通借通还。
淇河书屋设置读书区、休
闲广场、志愿者服务站等
功能分区，承载市民休憩、

阅读、交流、观景及便民服
务，打造集“图书借阅、学
习交流、文化体验、文化沙
龙、志愿服务”为一体的多
元知识空间。

载体新颖，线上发力
范围广。推出线上有声地
带，扫描二维码即可收听
书籍，随时随地利用碎片
时间进行学习，线上有声
地带覆盖辖区企事业单
位、商业街、小区等区域，
满足当前快节奏人群读书
需求。

鹤壁示范区：全力推动文明城市创建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陈艳艳

本报鹤壁讯 自创建文
明城市工作开展以来，鹤壁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主要
领导先后多次到重点点位
督导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提
出具体整改意见并给出了
整改时限。在创文点位打
造提升、分包整改方面，示
范区采取“责任、类型、网
格、结对”四合一分包模式，
确保责任上肩、创建有力。

积极推动实地点位提
升，坚持“5+3+2+N”创文工
作体系，进一步完善“应急处
置员”机制。依托全区网格
化社会治理格局，将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纳入下沉管理事
项清单，重点整改提升创文
点位沿线及周边、城乡接合
部的环境卫生、交通秩序、基

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并将点
位周边环境“按米划责”“按
人负责”，加快推进创文各
项任务按要求落实落细。

文明城市创建惠民为
民靠民。提升点位周边的
社区、小区（行政村）基础设
施建设，积极开展文明单位
（校园）结对创文点位共建
工作。深度发动群众、依靠
群众、服务群众，进一步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等内容进行
宣讲，提高群众创文满意
率，促进社区、小区点位创
建水平迈上新台阶。

集中开展电动车整治
行动，对僵尸车进行“代转
移”处理。对重点商圈、超
市、景区等区域加强治理，

对各类公共场所的小广告
进行集中整治，开展“门前
四包”专项整治行动，集中
组织环卫人员对主次干道、
背街小巷、游园、广场等开
展垃圾清扫行动，加大环卫
特种车辆投入力度，加大清
扫频次，细化分包区域，延
长保洁时间，确保公共场所
始终干净整洁。

持续加强创文点位打
造常态化督导工作，积极组
织开展“点位长”“应急处置
员”培训，对全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商业
街、主次干道、文明村镇等
重点点位分包督导，进一步
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广泛
动员、凝聚合力，掀起创文
工作新高潮。

鹤壁示范区古城街道：
筑牢禁毒防线 守护万家平安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郭阳坤

本报鹤壁讯 近日，为
广泛传播“健康人生、绿色
无毒”的理念，鹤壁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古城街道把
禁毒工作作为平安建设的
重要内容来抓，积极主动开
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

高位推动，凝聚工作合
力。古城街道迅速成立禁
毒工作领导小组，组建村、
社区禁毒志愿者队伍13支
共130人，建立禁毒宣传教
育工作机制，明确任务，压
实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
工作格局。同时，将禁毒
工作有机融入到“五星”支
部争创、“五优五强”创建
和平安社区创建等评比考
核中，做到了禁毒工作和
重点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
考核。

多措并举，推进“禁毒
宣传进万家”。各村各社区
充分利用广播、条幅、宣传

彩页、展板、流动宣传车、流
动字幕、微信群、入户走访、
签订承诺书等形式，多元化
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教育，持
续扩大群众禁毒知识获取
渠道，提高禁毒知识可及性
和普及率，营造了全辖区重
视支持、积极参与禁毒工作
的浓厚氛围。

全面加强吸毒人员管
理。古城街道加强阵地建
设，高标准打造社区戒毒康
复办，以专人排查与他人举
报相结合，突击排查与日常
排查相结合，持续加强社会
面吸毒人员排查，确保做到
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准。
针对辖区11名低风险类在
册吸毒人员，建立台账，明
确包保，配合社区民警组织
禁毒志愿者、村委会成员、
网格员对其做好动态信息
跟踪，了解活动情况，关注
现实表现，加强心理疏导和
社会保障。

多 囊 卵 巢 综 合 征
（PCOS）是青春期和育龄期
女性常见的妇科内分泌疾
病，也是女性不孕的原因之
一。主要症状为：月经失
调。月经稀发（月经周期35
日~6个月）、经量少或闭经、
频率或经量无规律性。因
排卵障碍导致不孕。多毛、
痤疮，乳晕周围有长毛等。
肥胖，常呈腹型肥胖。

如果出现以上症状，请
及时到医院进行相关检查。
1.性激素六项：月经来潮的
第 2 或第 3 天早上空腹抽

血。2.妇科超声。3.体格检
查：测血压、BMI、腰臀围。

怎么治疗：健康生活方
式。管住嘴，迈开腿。制定
个性化的减重方案。改善
代谢，50%的患者恢复排卵，
自然受孕。一部分患者通
过促排卵治疗和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等助孕。

多囊卵巢综合征是糖尿
病、子宫内膜癌、代谢综合征
和心血管疾病等的高危人
群。有针对性的治疗，才能
真正解决PCOS导致的月经
紊乱及不孕等问题。（靖爽）

这些症状，
小心多囊卵巢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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