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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代诺 毛玺玺）5月

18日，市政府热线办主任王群星介绍，我

市本轮疫情发生后，市12345民呼必应指

挥中心全力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将群众涉疫诉求的解决效率作为在疫情

防控这场大考硬仗中锤炼能力作风的考

验，已高效办理群众诉求近9000件。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群众咨询政

策、紧急求助量激增，12345热线呼入量

比平时增加了 5 倍。“孩子急需高考证

件，但证件在新华区家里，请求帮助。”

“老人住湛河区，需要去市防疫站打狂

犬疫苗，无法出行，该怎么办？”“家中老

人的药用完了，需要去市区取药，但是

主 城 五 区 实 行 分 类 管 理 ，该 怎 么

办？”……12345民呼必应指挥中心涉疫

热点求助和咨询来电此起彼伏。

“对于市民就医、物资供应等方面

的需求，特别是孕妇产检、慢性病人、重

症患者等医疗求助，民呼必应中心本着

‘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共性问题集中加

速办’的原则，由诉求回应专班直接办

理、跟踪督办。”王群星说。

日前，工作人员接到一个紧急求

助，反映人称：孩子在鲁山县借读，须携

带相关证件立即返回商丘，但证件在新

华区家中，希望能帮助将证件送到孩子

手中。诉求回应专班第一时间联系新

华区政府、示范区管委会协助解决，两

区工作人员接力传递，从接到求助到将

学生证件送达只用了 4个小时。

诉求回应专班直接办理、跟踪督办

只是民呼必应中心快速高效回应群众

诉求的其中一项措施。该中心还通过成

立党员团员突击队、及时发布相关政策、

优化办事流程、建立“每日一会商”等制

度措施，对群众反馈的疫情相关情况专

门受理、特事特办，搭建起抗疫“暖心

线”。

为及时回应市民诉求，12345 民呼

必应指挥中心挑选 27名党员团员组成

突击队，吃住在岗；协调 12328交通热线

负责人到民呼必应指挥中心在岗带班，

白、夜班各增加 1名话务人员专门处理

群众紧急用车诉求。

同时，该中心建立了“每日一会商”

制度，相关领导、科室负责人24小时在岗

带班，分析研判当日诉求，对难办事项提

出处置意见，确保群众诉求不过夜。

本着急事急办、非紧急事项缓办的

原则。市政府热线办将全部话务座席

转化为接听席，群众紧急诉求内容登记

后直接处办；建立快速办理机制，与市

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建立群

众紧急出行工作群，12345 热线、12328

热线、交警支队指挥调度中心三方联

动，第一时间回应群众紧急出行诉求。

此外，市政府热线办还及时通过媒

体多渠道发布相关政策；利用短视频、

文字稿等形式，提醒市民遇到困难及时

向 12345民呼必应平台求助。“健康码转

码”“疫情防控期间需要紧急用车怎么

办”“民呼必应，12345 热线多渠道受理

群众诉求”“来（返）豫人员怎么办”“平

顶山疫情期间看病就医流程公布”等涉

疫政策的发布让群众同心抗疫吃下了

“定心丸”。

“下一步，民呼必应中心将持续关

注群众诉求，进一步提高处办效率；同

时密切关注疫情，靠前分析，做好市委、

市政府与群众同心抗疫的‘连心线’。”

王群星说。

当好便民服务“总客服”打造同心抗疫“连心线”

“民呼必应”办理涉疫诉求近9000件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5 月 19

日的平顶山，疫情缓去，逐渐恢复

如常，大部分市民工作生活步入正

轨。但是，5 天前的平顶山，却有

人为一盒药而犯愁。

5月 14日，疫情防控正吃紧的

阶段，我市主城五区实行分类管

理，宝丰县居民牛某某的父亲癌症

晚期，需要立刻从卫东区一家医药

公司购买特效药，情急之下他拨打

了市 12345民呼必应热线。

当天下午两点左右，市 12345

民呼必应热线迅速派发诉求件到

新华区和卫东区民呼必应调度中

心。很快，一场为牛某某父亲接力

送药的情景上演。

卫东区政府办工作人员到牛

某某指定药店，为其买到药，把药

送至矿工路与开源路交界处的疫

情防控卡点。在此等候的新华区

政府办工作人员接过药，立即前往

新华区平郏路龙门大道疫情防控

卡点处，于当天下午 5 时许，把药

递到了牛某某手中。“这次疫情，给

大家带来了一些不便，但也真正感

受到了党委、政府心系民生的温

暖，尤其是民呼必应这个平台，真

是帮了我大忙，非常感谢。”牛某某

说。

此轮疫情期间，市 12345 民呼

必应中心联动全市各分中心及工

作部门，实行 24 小时工作人员值

班制，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力争

“事不过夜”，确保接诉即办。

新华、卫东为宝丰一居民接力送药

一个求助电话 两地接力解决

市 12345 民呼必应各平台

来电诉求简报
上周（5月 9日至 15日）共接听

来电 16143 次，环比增加 7.69%；受

理 8725 件，环比增加 2%；登记交

办 432 件，环比减少 55.05%（数据

包括 12345 民呼必应热线、12328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12315 消

费者投诉举报热线、12333 劳动保

障热线、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微信公众号留言、地方领导留言板

市长板块、全国政务服务一体化平

台留言、平观新闻 12345 民呼必应

专栏）。

按照 诉 求 分 类 ，12345 热 线

中 咨 询 类 6337 件 、投 诉 类 878

件 、求 助 类 1510 件 、建 议 类 39

件 、举 报 16 件 、表 扬 感 谢 15 件 、

其他 10 件。

按照行业分类，群众诉求排在

前五位的分别为卫生健康类 6759

件、政务服务类 569、农村管理类

269件、城市管理类 202件、公共服

务类 193件。

疫情防控类诉求共受理 6523

件，较上期数据有所上升，主要包括

疫情相关政策、健康码转码咨询等。

营商环境类诉求共受理 51条，

较上期数据有所下降，主要是商品

质量、消费者维权、预付卡消费等

问题。

行 政 执 法 监 督 类 诉 求 共 47

件，与上期数据基本持平，主要涉

及工作效率、执法方式、政务服务

质量等方面问题。

（王代诺 毛玺玺整理）

2022 年 5 月 15 日至 21 日为“全国

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

“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5月 19日，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

长赵庆民就此接受了记者专访，回答了

相关问题。

记者：如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节水优先重要论述？

赵庆民：2014年习总书记就治水发

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期

治水方针，指明了水利工作的前进方

向。一是节水优先。水约束趋紧日益

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突出瓶

颈，必须把节约用水作为水资源开发、

利用、保护、配置、调度的前提，全面

加强对水资源取、用、耗、排行为的动

态监管，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

集约转变。二是空间均衡。我国人

多水少，水资源时间空间分布不均，

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都必须将水资源、水生态、水

环境承载能力作为刚性约束，坚持以

水定需、量水而行、因水制宜，促进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布局与水资源条件相匹

配。三是系统治理。治水是一项系统

工程，包括开发利用、资源配置、节约保

护等多个环节，要把水资源利用、水生

态修复、水环境治理、水灾害防治作为

一个系统工程，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

体推进。四是两手发力。保障水资源

安全要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政

府监管不能缺位，要用税收杠杆调节水

需求，用改革的办法提升治水成效，同

时要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价格杠

杆调节供求关系，用竞争的办法更好满

足市场需求。

记者：开展“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

传周”相关活动有何重要意义？

赵庆民：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

城市节约用水工作的决策部署，推进实

施国家节水行动，我市积极贯彻落实住

建部关于今年 5 月 15 日至 21 日开展

“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要求，

组织开展了主题为“建设节水型城市，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宣传活动。组织

开展“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相关

活动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节水优

先重要论述的重要内容，是落实党的十

九大关于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部署的重

要举措，是建设绿色低碳城市、改善人

居环境质量的具体行动，是共建、共治、

共享节水型社会的有力抓手。

记者：什么是节约用水？今年我市

围绕节水宣传周举行了哪些活动？

赵庆民：节约用水是指通过行政、

技术、经济等管理手段加强用水管理，

调整用水结构，改进用水工艺，实行计

划用水、合理用水，杜绝用水浪费，运用

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科学的用水体系，

有效使用水资源、保护水资源，适应城

市经济和城市建设持续发展的需要。

今年我市紧紧围绕节水宣传周主

题，强化组织领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覆盖面广的

线上宣传活动。要求各闭环运行的行

政机关、公共机构、厂矿企业和大中专

院校要利用内部网络、电子显示屏、微

信工作群宣讲等方式开展节水宣传教

育。各中小学校和节水大使组织本单

位开展“节水进课堂”线上网课，参加节

水征文、节水绘画、节水小视频制作等

活动，着力营造节水、惜水的浓厚社会

氛围。通过一系列宣传教育等形式，宣

传倡导了科学用水，进一步增强了节水

意识。

记者：我市 2021 年被命名为国家

节水型城市，并于当年出台了《平顶山

市节约用水条例》，请问《条例》出台的

必要性是什么？

赵庆民：我市境内河流众多，但多

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18.54 亿立方米，

2020 年全市人均水资源量 371.78 立方

米/人，不足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五分之

一，低于全省人均406.07立方米/人的水

平。近年来，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水的

需求量大幅增加，维护用水秩序，保障

水安全，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节约用水是应对水资源短缺和减

少污水排放、改善水环境的便捷、有效

方法和根本途径。由于在国家层面尚

未制定规范节约用水的法规，我省2004

年制定的《河南省节约用水管理条例》

对节约用水工作做出了相关规定，各地

也制定了本地节约用水管理相关制

度。我市在 2010年和 2018年制定出台

了两部《平顶山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

的政府规范性文件，为我市节约用水的

法治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按照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为进一步强化节约用水的

法治化建设，我市在取得立法权后，优

先出台了《平顶山市节约用水条例》。

《条例》的出台对坚持水资源统筹规划、

总量控制、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因地制

宜等提升到了法规层面，对切实大力推

动全社会节水、自觉增强节水意识、规

范用水行为、加快形成节水型生产生活

方式、营造全社会节水的良好风尚方面

十分必要。

记者：当前我市节水工作的重点是

什么？

赵庆民：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新时代节

约用水工作必须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充分认清治水矛盾的深刻变化，

加强监管工作重心，为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提供水安全保障。十九大报告强

调，要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

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对节水工作做出系

列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为做好新时期

节水工作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2022年水利系统节约用水工作的总体

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节

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新时期治水方针，以国家节水行动

为统领，奋力开创节约用水工作新局

面，为我市转型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水资

源支撑。

（本报记者 朱江淼）

——市水利局负责人就“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工作答记者问

建设节水型城市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 通讯员李鹏

伟）“你好，麻烦你打开微信把进店扫码

记录出示一下。”5 月 18 日下午，新华区

西高皇街道纪工委副书记姬小双在辖区

督导“场所码”使用时对进店顾客说。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西高皇街道

及时制订复工复产计划，实行“一企一策”

制，为辖区商户提供“店小二”式服务。

“疫情防控期间，按照街道要求我们

对项目实施闭环管理，有流动核酸采样

队每天上门采样，保证了项目不停工。”

龙凤佳苑项目经理王玺玉说。

“下一步，我们将在有效防控的基础

上牢牢把握‘全面恢复’工作要求，通过

精准有力督导巩固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

和持续向好的发展形势，全力保障经济

社会快速恢复。”该街道纪工委书记张向

东说。

西高皇街道精准
督 导 复 工 复 产

本报讯 （记者蔡文瑶）“眼下

恰逢考研调档、招录政审高峰期，

为减少疫情期间人员流动，尤其是

为异地群众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服

务，我们已开通全程网上办理，开

具商调函、档案转出、出具证明等

业务均可实现‘云办理’。”5 月 19

日，市人才交流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我市疫情封控管理期间，共

有 79人次通过网上平台实现了全

程不见面办理，实现了疫情期间服

务不断档。

市人才交流中心温馨提醒，委

托存档人员和拟调档人员，可登录

河南省流动人员档案公共服务网

（http://ggfw.hnrcjl.com/）全程网上

办理人事档案业务。登录网站后

需先注册账号，随后可点击相应的

服务模块进行办理。

网上申办遇到困难可打开帮

助中心—常见问题解答，咨询电

话：0375-4996895/4996609。

我市实现高校毕业生及流动
人员人事档案业务全程网办乡村振兴

“姜”开花

5 月 19 日 上

午，在郏县王集乡

侯店村南头，村民

在生姜种植基地固

定遮阳棚。

王集乡成立了

生姜发展专班，出

台了奖补政策，引

进专业种植和销售

团队，优良的品质

深受消费者喜爱。

今 年 该 乡 种 植 的

670 亩 生 姜 ，已 被

郑州万邦农贸市场

预订完毕。

本报记者 张

鸿雨 摄

白天到夜里晴天间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9℃，最低

气温17℃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 王代诺）日

前，市民通过市 12345 民呼必应后台反

映，作为市区一条拥有辅路 的 主 干 道

路，光明路建设路以南尤其是湛河以

南段，经常出现拥堵。拥堵主要原因是

大量行人横穿马路，非机动车斜穿马路，

不仅拥堵，还容易造成交通安全隐患。

该市民建 议 ：希 望 有 关 部 门 重 视

起来，像其他道路一样中间装上护栏，

有效解决行人、非机动车横穿马路问

题。

对此，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回复：经核

实，光明路中段（矿工路至和顺路）为双

向四车道路面，道路狭窄且两侧还有绿

化带，绿化带内种植的法桐树枝很低，

道路通行高度受限，一些公交车等大

型车辆通行受阻，故之前未在此路段

安装隔离护栏。去年，光明路中段进

行了道路改造大修，但两侧绿化带以

及法桐情况均未发生变化，两侧法桐

树枝仍然很低，如果再安装道路中心

隔离护栏，一旦中间车道发生交通事

故或进行道路维修，公交车等大型车

辆将无法通过。“综上考虑，光明路中段

目前仍不适合安装道路中心隔离护栏。”

该支队负责人说。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目前道路现状，不能加装

光明路中段易拥堵，可否加装护栏？

建议者 5 月 2 日实拍光明路中段路

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