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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燕）今年上半年，郑
州航空港实验区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助推消费升级，跨境电商迎来发展新
动力，业务呈现迅猛增长态势。截至 6
月 30 日，该区共完成跨境进出口业务
764.33 万单，货值 9.7 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 87.4%、306.5%。其中进口业务完成
563.86 万单，同比增长 699.57%；货值
7.2 亿元，同比增长 404.34%；缴纳税款
8497.68万元，同比增长637.45%。

助推重点项目快速发展。今年以
来，该区积极招商引资，引进了菜鸟网
络、云集微店等国内知名企业，在短时间

内帮助企业完成了从商品备案到业务飞
增的跨越式发展。其中，淘宝全球购和
天猫国际共完成 218.19 万单，货值 2.29
亿元；云集微店完成 122万单，货值 1.38
亿元；京东全球购完成115.39万单，货值
1.39亿元。三个重点项目的业务单量和
货值占综保区总量的 81.67%和 73.3%，
龙头企业集聚带动作用明显增强。

优化单一窗口系统平台。中国（河
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由河南省电子
口岸公司建设运营，主要为全省进出口
企业提供“一站式”大通关服务，申报量
覆盖率居中部第一。目前，系统已实现

海关、税务、外汇、公安等政府管理部门
之间及电商、物流、金融机构等商业主体
信息共享。截至 6月 30日，在单一窗口
平台注册备案的跨境电商企业共有 505
家，包括进口企业 392家，出口企业 113
家。“6·18”电商大促活动期间，跨境电商
业务通过单一窗口平台累计申报133.31
万单、货值1.58亿元，单量比去年同期增
长 6倍、货值同比增长 3倍，单日申报量
高峰为 21.8 万单，为企业提供安全稳定
的系统支持。

推进减政降费政策措施。自 2015
年跨境业务开展以来，该区承担了全部

商品检测费用约416.6万元、身份信息验
证费约 279 万元，并免除企业使用跨境
系统的平台使用费，真正做到帮助企业
减负助力经济升级。

不断优化仓库操作流程。该区着
眼指导企业建立规范的管理机制，帮助
企业规划流水线的布置和仓储系统的
优化升级，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包裹分
拣效率得到有效提升，业务操作效率在
业内排名领先。目前，部分企业正在计
划建立智能机器人的分拣系统，实现仓
库作业的全自动化操作，进一步提升作
业效率。

航空港区跨境电商迎来发展新动力
半年完成跨境进出口业务764.33万单货值9.7亿元

“老吴啊，这几天天气燥热，控制住情绪，
不要胡思乱想，给自己添堵。身体健康，才是
幸福的保障。”在管城区陇海马路街道陇海东
路第一社区，党总支书记包淑杰每天早上第一
件事，就是通过视频电话向辖区老党员、困难
群众和青年党员进行视频问候，传递社区党组
织的温暖，及时把党的主张、党的声音和党的
温度传递给广大群众。

陇海东路第一社区面积约 0.5平方公里，
共有 7 个楼院 64 栋居民楼，2729 户近 7000
人，居民大都是原来郑州日产和郑州轻型汽车
制造厂等9个分厂的老职工，65岁以上老人占
总人数的 40%。包淑杰 1955 年 1 月出生，
2000年国企改制，她从汽车制造厂内退，同年
5月居委会换届，当选为社区党总支书记。

“天大事都不怕，只要老包说句话。”这是
居民对包淑杰的首肯和赞誉。辖区31号楼五

保户老吴，已到耄耋之年，医院诊断为淋巴癌，
情绪非常低落。包淑杰闲暇时间就去他家中
开导。时间久了，包淑杰有时抽不开身，就利
用社区开通的“微信公众号”、微博和“互联网
视频”等问候他。包淑杰利用“视频问候”这种
形式，每天早上为老人解闷消愁，提醒年轻人
保持积极向上心态，每次通话差不多 2分 30
秒左右。

“发微信打电话，缺少亲近感觉。视频问
候拉近距离，能够直观了解人们心理。”“视频问
候”让老吴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在大家的关心、
照顾下，积极参与治疗，身体一天天好起来。

包淑杰 2分 30秒的“视频情缘”，构筑党
员与群众的“连心桥”。年初至今，先后视频通
话1500多人次，解决问题20多个。社区成为
全国文化先进社区和省、市级文明社区，今年
7月包淑杰再次被评为管城区优秀共产党员。

本报讯（记者李晓光通讯员
宋跃伟）登封市在广泛调研、充
分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了以

“一告知、两同步、三把关”为核
心环节的源头管理机制，创新形
成了党建“全覆盖”的制度体系，
初步实现了“应建尽建、管好用
好”的工作目标。

近年来，登封市非公企业和
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全市非公
企业和社会组织达到 2498 家，
累计创造了全市 72%的地区生
产总值、94%的财政收入，提供
了全市 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
位、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
非公经济领域已成为该市解决
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财政收
入的重要来源和经济发展的重
要支撑。

坚持“一次告知”。在非公
企业和社会组织注册登记时，由
工商和民政部门分别向登记注
册对象发放《非公企业和社会组
织党建工作告知书》，为推动非
公党建工作全覆盖奠定了良好
基础。推动“两个同步”。非公
企业和社会组织注册时，在不增
加企业和行业管理部门成本负
担的情况下，由行政服务窗口工
作人员建立电子信息台账，掌握
其所从事行业和所在地情况、规
模大小、职工中党员队伍情况、

出资人和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年审时，在年审业务工作的同
时，同步检查党建工作开展情
况，确保了非公党建各项任务有
效落实。严格“三个把关”。组
织部门把好非公党建工作总开
关，指导行业部门和辖区乡（镇）
办用好介绍信、党建信息登记
表、党组织工作一览表、季度信
息台账和“六清”工作台账等“一
信两表两台账”，传导压力，压实
责任，倒逼真实准确反映党建

“两个覆盖”情况。工商和民政
部门分别把好“注册登记和年审
检查”关，把党组织组建和党建
工作开展要求，嵌入到行业主管
部门的业务流程中，定期公布非
公 企 业 和 社 会 组 织“ 六 清 ”台
账。非公党组织的上级党组织
把好党建“两个覆盖”的日常管
理和督导关，重点做好党组织组
建批复、党建指导员选派、党建
活动指导，确保了非公党建工作
持续健康发展。

截至 6月底，登封市非公企
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覆盖量
由去年的 919 家增加到现在的
2498家，覆盖率由去年的52%增
加到现在的 100%，实现了非公
党建工作的有形有效全覆盖，推
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在非公企业
和社会组织中的落地生根。

登封非公党建实现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刘象乾 牛青山）记者昨日从新郑
市获悉，7 月 18 日，农历六月初
六，中华父母节暨恭拜黄帝嫘祖
仪式将在新郑具茨山举行，黄帝
故里向全球华人发出倡议，设立
中华父母节，弘扬华夏孝文化。

黄帝与嫘祖，不仅是中华民
族的血缘始祖，同时也是中华民
族史上的文明始祖。据专家统
计，中华姓氏大多数出自黄帝与
嫘祖之后。在当今流行的前200
个大姓中，出自黄帝姬姓系统的
有 179 个 ，约 占 90% ，有 人 口
10.6亿。其中，出自嫘祖之后的
有 172 个姓，约占 86%，有人口
10.5亿。

新郑市是黄帝故里，境内具
茨山风后岭是轩辕黄帝与中华
民族之母嫘祖六月六八拜成婚
的地方。这里自古传承者礼拜
轩辕黄帝和嫘祖的习俗。此前
的十多年，每逢农历六月六，新
郑市都在具茨山风后岭隆重举

行恭拜嫘祖仪式，今年是第十八
届。

与以往有所不同，今年的活
动融入中华父母节元素，内涵与
规格都有所提升，活动由中华炎
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黄帝故里
文化研究会主办。河南新郑黄
帝故里文化研究会、新郑市妇女
联合会、具茨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管委会、深圳数虎图像股份有限
公司承办。

值得关注的是，恭拜仪式上
将宣读设立中华父母节的《倡议
书》。新郑市有关负责人说，当
前，起源于美国的父亲节、母亲
节，在中国年轻人中有所影响。
而孝养父母更是中华传统文化
的核心与精髓，有必要设立中华
父母节，以弥补我们国家父母节
日的空白。

据悉，主办方已经就设立中
华父母节，向中华炎黄文化研究
会郑重提出建议，并得到了中华
炎黄文化研究会的积极回应。

具茨山六月六恭拜黄帝嫘祖
倡议设立中华父母节

每天2分30秒的视频问候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张茹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
员 冯丽竹 文/图）为加强女性素
质教育、提升农村妇女的文化素
养和生产生活技能，由惠济区妇
联举办的为期 15 天的“乡村振
兴，全民技能”巾帼培训班昨日
结业，来自古荥镇和江山路街道
的 110余名妇女如愿拿到了培训
合格证书。

近年来，惠济区各级妇联组
织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
作，大力实施巾帼创业就业工

程。本次培训由郑州贝贝乐家庭
服务有限公司老师和火凤凰培训
学校老师分别在江山路街道和古
荥镇进行授课，主要讲解孕产妇
护理，新生儿、婴幼儿的饮食喂养
及常见病处理等各个方面的知
识。

结业典礼上，学员们现场演
示了婴儿喂养、婴儿被动操、婴儿
抚触等多项技能。取得技能培训
证后，学员们将投身到月嫂服务
行业中，实现自身价值。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
员 康锦 谢琨）为深化生态文明建
设，7月 10日，二七区人民检察院
在二七区樱桃沟挂牌成立生态环
境保护联络点，通过检地合作，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共同守护
碧水蓝天。

针对当前检察公益诉讼“线
索发现难”和“咨询鉴定难”两大
难题，二七区检察院在樱桃沟景
区、马寨镇等重点区域设立“生态
环境保护联络点”，设立联络员、
举办电话和举报箱，充分发挥联
络点“线索箱”“传声筒”“听音器”
的作用，立足检察职能强化生态
环境保护。

生态环境保护联络点将设

联络员一名，以充分发挥熟悉当
地情况的优势，一方面通过接受
群众反映、主动巡查等方式，排
查生态环境领域存在的问题，及
时向检察机关反馈；另一方面配
合检察机关在辖区生态环境领
域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在实地调
查、证据收集、信息报送方面提
供协助。

现场，二七区人民检察院为
选聘的 7名公益诉讼专家咨询委
员会成员颁发了聘书，这些来自
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治理、食品
药品安全、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等
方面的专家学者，将为二七区人
民检察院开展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提供高水平的智力支持。

设生态联络点守护碧水蓝天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
员 宋璐 张凯）乱贴乱画、乱停乱
放等“城市顽疾”，由于违法成本
较低，容易反复发作，给维护有序
的城市管理、整洁的市容环境带
来不小的影响，也给群众出行带
来不便。为有效治理“城市顽
疾”，惠济区组织各镇（街道）开展
乱贴乱画、乱停乱放等专项整治
行动。

连日来，惠济区各镇（街道）
组织城管协管人员、社区工作人
员齐上阵，对主次干道、背街小
巷、社区楼院以及市政设施上张
贴、悬挂各类小广告进行全面清
除，加强日常巡视，做到发现一
起、清除一起、查处一起；同时，加
大宣传力度，向辖区居民普及张
贴小广告违法行为的危害，教育

引导居民主动维护周边环境卫
生，自觉抵制张贴非法广告、乱涂
乱画等不文明行为。

对惠济万达周边、省体育中
心周边、南阳路沿线、北大学城周
边等重点区域开展乱停乱放专项
治理。合理划定非机动车（自行
车、电动车等）停放区域，对次干
道进行科学施划，对主干道进行
补划、增划，并设置锁车器、指示
牌引导。

在集中整治行动中，城管协
管人员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在盲
道、绿化带、车行道、机动车停车
位、消防通道的非机动车辆，发放
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秩序的通告，
严格落实环境卫生责任制，明确
沿街单位、商户对门前区域非机
动车停放和广告设置的管理。

专项行动治理“城市顽疾”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刘新宇 刘云）为了进一步规范
文化市场，确保娱乐场所规范安
全经营，7月 10日下午，中原区文
旅局执法大队联合林山寨街道办
事处对该街道辖区内 4家小歌舞
厅、5家小网吧进行了集中检查。

此次行动主要针对小歌舞
厅、小网吧按照精细化管理考核

方案进行督导检查，对娱乐场所
营业执照是否上墙，是否配备达
标的消防设施、卫生环境是否达
标、健康证是否齐全或过期、食品
是否过期等问题进行现场排查。
排查中，及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对
个别经营证照到期、卫生情况脏
乱差的单位下发了《责令整改通
知书》。

精细管理净化文化市场

惠济区巾帼培训班结业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
员 邢小玲 吴松林）“我们在分包
河段配备安全救生箱 2个，放置
有救生衣、游泳圈、救生绳等救
援设备，还有一些急救药品，一
旦发生紧急情况，砸开锁就可以
用。”7月 11日，在中牟县贾鲁河
岸，东风路街道巡防队员张鹏辉
和队友尚文龙等正在巡河，看到
有人接近河边，就迅速上前劝
阻。“现在是汛期，特别是这几天
雨水较大，我们每天 24小时、三
班倒进行不间断巡河”。

为有效预防和减少溺亡事
故发生，中牟县东风路街道按照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扎
实 做 好 夏 季 溺 水 事 故 防 范 工
作。在各村、各社区悬挂条幅40
条，发放宣传彩页 4000多张，组
建20人的专职巡河员队伍，每天
不间断在贾鲁河、堤里小清河等
河堤岸巡逻。按照“六到位”要
求（即发生及时上报到位、报警
及紧急通知医疗人员到位、领
导小组快速反应到位、巡河员
现场施救到位、救护车到现场紧
急救治到位、现场秩序维护到
位），组织 30多人开展应急救援
演练，一旦事故发生，迅速开展
有序救援。

24小时不间断巡河
筑牢防溺水“安全网”

继今年6月份巩义市政府投入368.52万元购置环卫车辆9台
后，日前又投入资金55.88万元，购置电动三轮车200台，以提高道
路垃圾清运率，保障创文成果。 本报记者 谢庆 摄

昨日，共青团管城
区委组织开展“青薪传承
——青少年传统文化暑期

夏令营”活动，20多名青少
年对陶瓷、茶艺、木版年画、
古法石磨豆腐等项目进行
切身体验。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摄

为让孩子度过一
个愉快的假期，昨日，共青
团金水区委、区妇联、区科
协三部门联手打造了“快
乐暑期 趣味一夏”暑期教
育实践活动。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摄

为培养辖区青少年
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昨
日，管城区银莺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学国学经典，
传文明礼仪”国学书法课
开课。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