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10 2018年9月5日 星期三 责编 王一博 校对 王玉萍 电话56568179 E－mail：zzrbbjzx＠163.com县区新闻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穆文
涛）记者昨日获悉，上街区委、区政府近
日出台《关于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
实施意见》，开启政务、经济、民生等城市
发展方方面面的“智慧”按钮，旨在为群
众提供便利、高效的信息服务，实现善
政、惠民、兴业。

围绕“全市领先、上街特色”的发展定
位，上街区将加强城市管理和服务体系标
准化、一体化、智能化建设，推进移动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建设发展深度融
合，打造智能、融合、惠民、安全的“新型智
慧城市”，使上街区成为全市一流、全省领
先的新型智慧城市标杆。上街区智慧城
市建设的路线图为：2018 年，打好基础，

理顺机制体制；2019 年，重点突破，示范
项目全面启动，建设取得明显成效；2020
年，完善提升，重点示范项目应用取得突
破，迈入全国智慧城市建设先进行列。

据了解，为实现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各
项目标，上街区将在几个方面发力——

新型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方面，完成智
慧城管、智慧规划、智慧医疗、智慧交通、
智慧环保、智慧教育等分系统的规划设
计，制定上街区合适的智慧城市路线图。

智慧政务方面，以政务服务系统建设
为抓手，推进便民服务。统筹推动全区

“互联网 政务服务”体系建设，根据市级
规划完成统一的政务服务网络和平台建
设，完成“四级联动”行政审批服务系统在
全区的推广应用；全面推进行政权力事项

在线办理，打造上街区“打通最后一百米、
最多跑一次”政务服务特色品牌，基本实
现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
到村（社区）办事“打通最后一百米”。

民生服务方面，推进“一平台一号一
卡”。实施“一平台”建设，依托“i郑州”城
市 APP及微信公众平台，以区级“多维 N
端”融合展示平台为基础，建设区级微信
公众平台，汇聚各类生活公共服务信息以
及行政审批、公积金、社保等相关业务办
理和查询等功能。实施“一号”建设，整合
全区各部门服务热线，实行“12345”一号
对外、多线联动、24小时值守，实现与110
报警服务平台、120急救电话和 119消防
报警电话互联互通、一键转接。实施“一
卡”建设，整合全区医疗数据资源，建立居

民“健康一卡通”平台，实现各医院诊疗卡
的“一卡通”，区级各医院纳入全市统一的
预约挂号平台和移动支付平台。

城市治理方面，依托市级数字城市管
理平台，完成覆盖市政、河渠、照明等全部
业务以及燃气、热力、自来水、污水净化等
全部公共事业公司的一体化管理平台建
设，推进数字化城市管理向智慧城管提
升。推进智慧停车和智慧交通建设，构建
全方位智慧交通体系。以“互联网 ”思维
方式，推动智慧停车建设，实现全区停车
位资源整合共享、停车场利用率的最大化
和车主服务的最优化；整合公安、交通、城
管等部门相关信息，建设全区“大交通”模
式下的全方位城市智慧交通体系，为畅通
城市建设提供有效支撑。

扫除黑恶势力
全民共同参与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王莹）为进一步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充分调动辖区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知晓率和参与度，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日前，
中原区三官庙街道办加大宣传力度，深入社区集中开展宣
传活动。

活动中，该街道印制“扫黑除恶”宣传条幅100余条、举
报箱80余个，以及宣传喷绘、宣传页，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在
每个楼院张贴、悬挂，并将宣传页发放到居民手中。宣传
中，向居民讲明白什么是黑恶势力，黑恶违法犯罪行为的
表现、危害和后果，以提高辖区居民扫黑除恶的参与意识，
为营造人人关注“扫黑除恶”的良好氛围，掀起了新一轮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宣传活动的热潮。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韩心泽 宋跃伟）“坚决打好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全民参与、铁腕扫黑
除恶”……如今，在登封市的景区、
商场、村庄、高速路口等地方，处
处都能看到扫黑除恶宣传标语、
版面、电子屏幕，多形式、全方位
地宣传，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作
用，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
开展。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
展以来，登封市对照中央重点打击
范围和郑州市归纳整理的黑恶犯
罪、10种常见表现形式，村霸的 7
种表现特征，依托综治联动社会治
理体系、全市 323个民调组织和村
（居）委会，发挥社区民警专业优势
和民调员深入群众一线优势，全面
摸排梳理黑恶犯罪线索。同时借
助全市法治宣传栏、政务公开栏、
公交站牌、电子显示屏、出租车显
示屏等载体，全方位开展专项斗争

宣传，目前我市已制作大型喷绘
150 块，桥梁等大型建筑标语 36
处、墙体标语 1300 条、张贴通告
15000 份，印制宣传彩页资料近
30万份、制作版面 820余块，投入
使用电子屏8000余块，微信、微博
等新媒体推送宣传内容50余期。

在广泛深入宣传的同时，该市
发挥成员单位职能作用，要求各成
员单位按照各自业务职能，排查涉
黑涉恶犯罪线索，对没有摸排出线
索的单位要写出书面说明承诺，
全市各成员单位现已排查涉黑涉
恶线索 2条，乡镇排查涉黑涉恶线
索 22条，群众自发检举 85条。同
时严格落实线索登记核查制度，
向全市发布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公告，公布了黑恶犯罪线索举报电
话、信箱和微信公众号，发布了黑
恶犯罪常见表现，通报举报黑恶犯
罪线索奖励标准，并做出严格保密
和依法保护举报人的承诺。截至

目前，共接到群众举报 163 次，涉
及各类违法犯罪线索 151 条。针
对线索登记、移交、反馈等工作，该
市专门制定了线索移交办理机制
和标准，对每一期线索做到第一时
间登记、第一时间移交、第一时间
核查，不放过任何一条可疑线索，
目前已核查线索 151条,立案办理
12 起，实现了线索摸排、移交、核
查无缝隙对接。

该市还结合基层反腐，深挖彻
查不留死角。严格案件评查，对已
评查的 7起案件中发现的问题，全
部转交到相关单位进行整改。市
扫黑办、市纪委监委联合建立问题
线索双向移送、结果反馈机制，对
2016年来侦破的涉黑涉恶犯罪案
件进行全面评查，对评查发现的疑
似腐败问题、充当“保护伞”问题，
坚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截至目
前，已移交纪委监委疑似“保护伞”
线索2条，现立案办理2起。

管城区多渠道
宣传扫黑除恶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刘博闻）近日，管城区司
法局开展扫黑除恶集中宣传活动，为现场群众一对一讲解

“扫黑除恶”相关知识，为精确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

为进一步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高群众知晓率和
参与度，进一步推进“扫黑除恶”工作全面深入开展，管城区
司法局以“扫黑除恶人人有责，平安管城人人共享”为主题，
利用商业区域人流量大、人口密集的优势，通过悬挂横幅、放
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营造全社会扫黑除恶的
浓厚氛围。先后发放相关内容宣传单页2000余张，宣传册
1000余份，宣传购物袋、围裙、纸巾盒400个，为现场群众一
对一讲解“扫黑除恶”相关知识300余人次。通过宣传活动，
增强辖区群众参与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积极性，为全面摸排
涉黑涉恶相关线索，打击各类黑恶势力，夯实了群众基础，有
效推进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深入开展。

中牟县已刑拘
涉恶人员278人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张效强）记者昨日获悉，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中牟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严格贯彻落实总书记批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的统
一部署，迅速行动，重拳出击，取得了显著工作成效。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县共刑拘各类涉恶人员 278
人，逮捕 113人，移送起诉 180人，抓获涉黑恶逃犯 41人；
涉及村“两委”人员 15人，其中村支书 3人，村主任 4人；打
掉黑恶势力犯罪团伙11个，其中涉及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团
伙 6个，涉及黄赌毒恶势力犯罪集团 4个，暴力讨债、非法
收车团伙1个，已刑拘团伙成员69人，已提起公诉8人。自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中牟县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
导积极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有力推动了全县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深入开展。县委主要负责人先后 13次部署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县委常委会 3次听取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汇报，严格工作责任落实，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各
项安排部署落到实处。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郭佳星）近日，二七区组织区检察
院、法院、公安分局等 30多个单位
在升龙广场开展扫黑除恶集中宣
传活动，通过展板展示、发放宣传
页、设置咨询台等形式，为大家讲
解信访举报流程、涉黑涉恶行为等
内容，提高辖区群众对扫黑除恶工
作的知晓率和参与度。

活动现场，摆放宣传展板 100
余块，设置咨询台 35 个，发放各
类宣传品及宣传资料 3000 余份
（个），此次活动受教育群众达到
5000 余人。使辖区群众全面了
解党委和政府打击黑恶势力的坚
定决心，进一步营造了全民知晓、
全民参与的扫黑除恶声势。据介
绍，为了做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二七区每周四都会选取一
个街道进行集中宣传活动，征集
线索、摸排问题，坚决打赢扫黑除
恶攻坚战，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
环境。

此外，二七区委区政府专门拿
出来310万专项资金，用于对举报
涉黑涉恶线索的奖励，同时在全区
设立了 100多个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 举 报 箱 ，公 布 了 举 报 电 话
（67129879），通过多种形式，让老
百姓参与这项工作，另外，扩大宣
传力度，让人人都知晓这项工作，
积极提供涉黑涉恶线索。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
员 李楠）舞 好“ 指 挥 棒 ”，下 好

“先手棋”，爆发“威慑力”，筑牢
“防护网”。近日，北林路街道扫
黑除恶之战“四驱并用”，取得较
好的效果.

强化组织领导，舞好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指挥棒”。该街道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作为“前敌
总指挥”,制定出台了专门方案和
细化安排，同时，以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线索举报奖励办法为激励，充分
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畅通线索征集渠道，下好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先手棋”。街道向
全社会主动公开线索举报方式，广

辟线索来源，畅通举报渠道。同
时，依托三级网格，将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线索摸排收集工作与矛盾
纠纷排查工作相结合，深入辖区棋
牌室、洗浴中心、建筑工地、金融公
司等场所，有针对性地开展线索摸
排，并将摸排结果登记在册，为持
续开展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奠定
了基础。

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发挥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威慑力”。街道共
张贴《关于在辖区范围内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告》2万余
份，印发致辖区居民的一封信 5万
份，悬挂宣传条幅 150 余条，搭设
宣传版面20块。在辖区主要道路
及施工工地制作扫黑除恶大型喷
绘。创新利用街道、社区的微信
公众号、微博、今日头条APP以及
新闻客户端等多个新媒体平台，
形成了覆盖面广、传播及时的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新媒体矩阵。加
大巡逻力量，筑牢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防护网”。

上街开启智慧城市建设按钮
2020年迈入全国先进行列

扫黑除恶进行时

登封扫黑除恶打出组合拳

二七区设专项资金
奖励涉黑举报线索

发挥“威慑力”筑牢“防护网”

新郑市多举措备战三秋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苗贵雪）当前，秋粮生产进

入关键时期，新郑市多措并举开展秋粮田间管理的同时，积
极备战三秋。

为加强对农民开展秋粮田间管理的指导，新郑市制定
发布了《新郑市2018年秋作物管理技术意见》，为秋作物管
理提供全面的技术指导。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发布监测预
警信息并科学指导防控。由于近期持续高温，新郑市科学
指导农民做好肥水管理，在墒情监测的同时，指导农民根据
墒情及时灌溉，适时喷施磷钾肥等叶面肥，以肥调水缓解旱
情，为秋粮丰收打好基础。

当前正是秋作物管理农药需求、使用量大的关键时期，
新郑市组织相关执法部门加大监管、检查力度，抽检样品
57批次，其中 7家 16批次不合格，均按照《农药管理条例》
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出动车辆76台次，执法人员280人次，
检查门店 80家，查获劣质农药 130件，为生产安全保驾护
航。连日来，新郑市开展农机新技术宣传、重点产业扶贫科
技下乡月活动，积极将农机推广项目向贫困村倾斜，推进
10个贫困村应用农机深松作业项目，计划作业面积 7800
多亩。截至目前已发放《农机新技术推广》科普图书 2000
册、《保护性耕作技术与应用》2500本，发放农机作业补助、
农机购置补贴等惠民政策宣传页 3500份，接受群众咨询
302次，涉及28个行政村，其中贫困村15个。

据了解，新郑市近期正紧张筹备秋季农机技术推广工
作暨农机推广项目推进会，农机检修、审验工作也将于近期
开展，为新郑三秋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加快屋顶绿化
打造“空中花园”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孙法杰）屋顶绿化满足人们回归自
然的愿望，也让城市变得更加自然而灵动。连日来，作为全市屋顶绿
化的首个试点，郑东新区如意湖办事处开始对辖区屋顶绿化项目进
行审计，这也标志着如意湖辖区再添近4万平方米的屋顶新绿。

现场，办事处与屋顶绿化项目施工单位、审计单位相关负责人对
郑东新区外国语学校、市文广新局、世博大厦、颐和医院屋顶绿化项
目进行审计。经审计，本批次屋顶绿化项目面积约为37904.41平方
米，佛甲草旺盛生长，浓密有序。记者了解到，自2016年 6月郑东新
区CBD楼顶景观提升建设指挥部成立以来，如意湖办事处作为首批
试点单位率先启动屋顶绿化工程，并从 CBD内外环 60栋楼宇和五
所试点学校中挑选出第一批示范项目，截至 2017年底已实施 15余
万平方米的屋顶绿化。从今年起，郑东新区将投入 7800万元，在两
年内完成如意湖辖区30万平方米的屋顶绿化任务。

“屋顶绿化只是个开始。”如意湖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办事处还将积极推动花园式屋顶绿化和立体式、沿（檐）口式绿
化，让屋顶绿化实现环境保护、改善大气质量、美化市容景观、提升城
市品位的多种智能，助推国家海绵城市和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巩义一企业再次
登榜中国500强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刘玉蛟）昨日，从 2018中国企业 500
强高峰论坛传来喜讯，巩义市龙头企业豫联集团以 362.64亿元的营
业收入，上榜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企业
500强”“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分别名列中国企业 500强第 442
位，且排名较2017年前进2位，“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第214位。

据了解，中国企业 500强 2018年入围门槛首次突破 300亿元，
达到306.89亿元。与2017年中国企业500强入围门槛相比，提高了
23.78亿元，实现了16年连升。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
长王忠禹表示，将引导广大企业以创建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将中国
企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推向前进。据悉，豫联集团位于巩义市豫联产
业集聚区，是河南省“铝工业煤电铝及深加工一体化转型升级试点”
企业，也是俄罗斯经济合作创新典范企业。随着高精铝项目投产，该
公司 2017年销售收入达 362.64亿元，已成功由铝冶炼企业转型为
高端铝合金新材料企业。豫联集团负责人表示，再次入围“中国企业
500强”，增强了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将以此为新的起
点，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强力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推动
企业高质量发展，争创世界一流企业。

社区老年人
乐享大学堂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李小玲）随着时代发展，终身教育
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管城区银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顺应时代潮流，
满足辖区居民需求，昨日迎来了第二届社区大学开学典礼，“新老同
学们”纷纷报道。

昨日秋高气爽，老年居民们抑制不住对新学期新知识的期待，
早早来到社区大学礼堂。开课后社工师首先向大家讲解社区大学
的背景、来历、意义以及开设的课程等。先让同学们了解社区大
学，然后让同学们通过学习交流，更好地融入集体，提高自身知识修
养和生活品质。

为了解大家的真实想法，方便后期工作的开展，社工师向每位学
员发放了笔和纸，让大家写下新学期对自己的要求和所要达到的目
标。在互动环节，通过游戏互动沟通，让同学们“轻松一刻”，加深相
互认识了解，大家由陌生到熟悉，忘记年纪，享受学习氛围的欢乐。

连日来，惠济区住建局依托建筑工地“红色驿站”政务服务
直通车上门服务功能，分别在薛岗东安置区、建业花园里七号院
等8个建筑工地开展了“党的创新理论万场宣讲进工地”活动,
以省委、市委、区委全会暨工作会议精神、依法治区、安全生产等
为宣讲主题，帮助广大外来务工人员树立法治观念，增强法律意
识，提高外来务工人员依法维权的能力。本报记者 栾月琳 摄

2日上午，荥阳市体育馆里人潮涌动，热闹非凡，以“助力脱贫攻坚 创建慈善城市”
为主题的“中华慈善日·郑州在行动”荥阳市庆祝第三个中华慈善日暨清华园杯第六届
慈善文化大赛活动在这里举行。近千名孩子和荥善志愿者身穿红色T恤，通过千人绘
画、百人书法、文艺汇演、爱心义卖、慈善法宣传等方式向全市传递爱的正能量。

本报记者 史治国 摄

新学期开学了，中牟县狼城岗镇南韦滩村小学的孩子们一
进校园，就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绿莹莹的操场敞开怀抱拥抱
返校的孩子们。

南韦滩村小学是河南省人口计生研究院精神文明结对帮
扶学校。该研究院在多次对学校开展帮扶活动时了解到，该校
水泥操场凹凸不平，一到下雨天，低洼处就积满雨水，操场上还
横七竖八裂了许多大缝。因学校资金有限，一直没有修缮，学
生们的体育活动因此减少了许多。该研究院在与校方商议后，
决定由研究院出资，利用暑假，为学校改造操场。如今实现了
“拥有一个平整的、不受天气影响的操场”的愿望，全校师生颇
感欣慰。 本报记者 郑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