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张倩
文/图）近日，一群可爱的孩子们在二七
区升龙广场舞台上进行 T台走秀、歌舞
表演，精湛的表演萌翻了现场观众。这
是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二七区举行
的“‘豫’见未来、出彩中原”大型公益活
动。

活动由二七区文化旅游局、二七
区建中街街道办事处、二七区文化馆
主办。为了丰富二七辖区少年儿童的
文化生活，展现少儿多姿多彩的艺术

风貌，二七区文化馆在暑假期间举办
了近 50 场少儿公益培训，包含美术、
戏曲、陶艺、模特形体、高效阅读等，
参与的孩子近 500 人。为了让孩子们
走出课堂真正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特
举办了本次公益展演，让孩子们对暑
期的学习成果向老师和家长作以汇
报。

本场展演有近百名少儿报名参加，
所有参演的孩子都将荣获二七区“爱心
公益小天使”称号。

爱心公益小天使
梦幻舞台放光彩

为维护辖区和谐稳定，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江山路街道采取多种措施，广泛宣传、发动群众。

本报记者 栾月琳 摄

为有效打击黑恶势力，中原区林山寨街道河南工大社区
党员志愿者在辖区内发放宣传通告，营造“扫黑除恶”的良好
治安氛围。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摄

ZHENGZHOU DAILY 72018年9月6日 星期四 责编 张学臣 校对 孔媚媚 电话 56568179 E－mail:zzrbzt＠163.com 县区新闻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王炎军 岳
冰冰）9 月 4 日，中国服装协会发布消
息，新密市产业集群获批“中国服装优
质制造基地”。这是该市被授予“中国
品牌服装制造名城”之后，再次获得国
家荣誉。

新密市产业聚集区是河南省唯一以
品牌服装为主导产业的集聚区。中国服
装协会如是评价：新密市产业集群服装
为主导的产业突出，基础雄厚，形成以裤
装为代表的服装企业群，产业园区入驻
企业多，水平高，坚持品牌发展战略，积
极提升产业规模与竞争优势，加强模式

创新、技术创新，在智慧制造、品牌培育
方面优势明显，符合“中国服装优质制造
基地”资格。

如今，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服
装服饰制造和创意时尚已成为新密优
势特色产业。目前拥有服装企业 200多
家，形成了以斐格利亚、渡森、金宝来等
自主品牌为代表的裤业服装企业群，拥
有烟花烫、名妹、风行凯奇等一批知名
女装品牌。新密市设有国家纺织服装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郑州（新密）工
作站、中国（郑州）智能缝制装备中心，
集展示、研发、培训于一体，打造服装工

业 4.0 智能工厂。锦荣·衣天下服装创
意园、香港迅捷服装产业园、同赢服装
企业总部港等重大项目，逸阳、娅丽达、
梦舒雅、戈洛瑞丝等自主知名品牌企业
先 后 入 驻 。 2017 年 服 装 业 实 现 产 量
9500 万件，完成增加值 34亿元，比上年
增长 32%。

此前，新密市举办 2018中国（河南）
大学生时装周暨国际青年时尚文化创
意周，活动期间国际（郑州）时尚总部
港、河南服装电子商务大厦、中国原创
女装工业园区等一批大项目签约入驻
新密。

近年来，新密市积极构建以先进制
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
系，着力打造新材料、家居和品牌服装
两个千亿级，环保装备、绿色造纸、电
力能源、生物医药、消防装备、节能建
材、文化旅游、商贸物流 8 个百亿级产
业集群。上半年，该市实现生产总值
371.1 亿 元 ，增 长 8% ，工 业 投 资 增 长
155.5%，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 6.7%，三
次产业结构优化为 2.5∶50.8∶46.7，新材
料、品牌服装、节能环保、装备制造等
先进制造业成为有力支撑，产业主导地
位日益提升。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彰显集群集聚效应

新密获授“中国服装优质制造基地”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

员 魏瑜璇）记者从巩义市“扫
黑办”获悉，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开展以来，巩义市运用多种
手段集中摸排黑恶违法犯罪
线索，制订了黑恶势力违法犯
罪线索举报奖励制度，鼓励社
会各界参与深挖黑恶势力及
其“保护伞”，最高可奖2万元。

巩义市在 20 个镇（街道）
的 290余个行政村，以及市区
各个社区、楼院、人员密集处
张贴“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通告”3 万余份，发放
《扫黑除恶学习宣传册》2.5 万
余份、宣传彩页 1.5万余份，举
办新闻通气会 3次，收集在新
农村建设、能源开发、征地拆

迁、土地变更确权、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等过程中强取
豪夺、强拆强占等“村霸”和宗
族恶势力等 18类涉黑涉恶违
法犯罪活动线索。

为鼓励群众参与，巩义市
制订了“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
索举报奖励制度”，对举报人
给予 500 元至 20000 元奖励。
此次出台的制度进一步明确，
在坚持实名举报、首报奖励、
一案奖励和奖励不重复的原
则下，凡查证属实符合奖励条
件和标准的，举报人接到公安
机关奖励通知之日起30日内，
即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申
领奖金，也可委托他人代为申
领。

巩义市
举报涉黑涉恶线索有重奖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
讯员 蒋士勋）近日，荥阳市政
法委、公安局、司法局、法院、
检察院、交通局等多个部门一
把手纷纷走进演播室，面对屏
幕，就如何做好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向全市人民进行承诺，并
向市民公布举报电话。

为让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举报电话、举报方式家喻户
晓、人人皆知，荥阳市不断创
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
扩大宣传范围，拓展宣传渠
道，组织在全市所有单位、工
地、村组等地，张贴联合通告、
《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并公
布举报电话，鼓励群众踊跃举
报违法线索。

为确保专项斗争做到有的
放矢，针对中央、省、郑州市重
点打击的 24类涉黑涉恶违法

犯罪线索、郑州市公安局重点
打击的“六黑”违法犯罪，荥阳
根据实际筛选出重点整治打击
的 6 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
为。除在征地拆迁、工程项目
建设中强买强卖、强揽工程、封
门堵路、恶意阻工等破坏经济
发展犯罪活动外，还有采取贿
赂、暴力、欺骗、威胁等手段破
坏干扰农村基层换届选举，侵
蚀操纵把持基层政权建设的黑
恶势力；“黑公墓”“黑石料厂”

“黑渣土场”等违法犯罪；违反
国家《信访条例》规定，持续缠
访闹访集访，勒索公私财物，寻
衅滋事，有组织地实施煽动、串
联、胁迫、诱使他人采取过激方
式表达诉求，扰乱信访秩序的
违法犯罪；非法宗教场所违法
活动；打击报复执法人员的违
法活动。

荥阳深挖彻查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
讯员 庞礡）连日来，金水区文
化旅游局持续开展了文化市
场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该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大队坚持日常检查、全面排
查、重点检查和随机暗访等方
式相结合，全面清查文化市场
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重点查处
娱乐、演出、网吧等文化市场

欺行霸市、充当保护伞等行
为。对于检查发现的文化市
场涉黑涉恶线索，及时向相关
职能部门通报。

截至目前，该大队共向辖
区内文化市场经营商户发放
扫 黑 除 恶 宣 传 海 报 1000 余
张，摸排发现无证经营单位 29
家，均已下达了《停止营业通
知书》。

金水开展文化市场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我家里珍藏着 5本自行车执照，时间
跨度从上世纪60年代至上世纪90年代，它
们纪录了时代发展变化……”昨日上午，我
市二七区建中街巡防中队建华分队巡防队
员王怀民骑着他家的“第五代坐骑”——三
枪牌自行车，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起“他
与自行车执照的故事”。

王怀民今年 53岁，他介绍，第一本“自
行车行车执照”正面印有：“郑州市自行车行
车执照”，加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郑州市公
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公章，还印有过户
登记表格，背面印有最高指示、单位名称或
个人姓名，以及自行车商标、服务单位和住
址、纳税牌照号码等。这是他爷爷的“坐
骑”，凤凰牌，当时价值一百多元。这辆车是
他爷爷1968年凭自行车票购买的。

第二本执照是红色的硬面本，发证机
关仍然是公安机关军管会。这辆红旗牌自
行车，是他父亲的“坐骑”。1972年，在“工
业学大庆”和“学先进、找差距、提高质量、
落实指标”的群众运动中，他的父亲被评为
劳动模范，单位领导知道他父亲上班路程
有点远，特意照顾奖励了一张自行车票。

第三本执照是红色塑料皮本，自行车
的“车”字是繁体字。这辆永久牌 28英寸
黑色男式自行车，是他哥哥的“坐骑”，1975
年他家托亲戚从老家供销社购买的。那时

他家住在老坟岗，哥哥的工作单位在西郊
纺织厂，由于上班路途太远，他父亲给他哥
买了这辆自行车。发照单位的印章是：郑
州市革命委员会公安局自行车执照章。

第四本自行车执照是王怀民的，红色
塑料皮，自行车的“车”字是简体字，那时

“文革”早已结束，物质已经相对丰富了，购
买自行车再也不需要票证了。1982 年王
怀民刚刚参加工作，他的母亲花了163.5块
钱为他买了一辆飞鸽牌 26英寸全链合男
式自行车。发照单位印章是：郑州市公安
局自行车管理专用章。

第五本执照是墨绿色塑料皮本。这辆
车是王怀民给妻子买的生日礼物，是“三
枪”牌的，1994 年购买于郑州华联商厦。
那时商场正在搞活动，400 元的自行车优
惠了50元，350元就买到手，他的妻子特别
高兴。这个自行车执照的印章是正方形
的，印章的文字是：郑州市公安局非机动车
管理所。

展示着五本老自行车执照，王怀民笑
呵呵地说:“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自行车在我家里陆陆续续被淘汰了，
可是这几本自行车行车执照，我一直珍藏
着。在我心里，他们见证着时代的发展变
化，一直激励着我向着美好的明天奋力前
行！”

5本自行车执照见证时代发展
本报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王保喜 文/图

本报讯（记者谢庆 通讯员
姜颖利）昨日从巩义市创建考
核验收会上传出喜讯，巩义市
顺利通过省级生态市创建考核
验收。这标志着该市生态文明
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

9月 4日至 5日，省环保厅
组织考核验收组对巩义市创建
省级生态市工作进行考核验
收。验收组通过问卷调查、创
建整改技术资料审查、听取汇
报、观看专题片、现场验收等方
式，对巩义市生态市创建指标

进行了全面科学、认真细致的
考核验收。

近年来，巩义市对照生态
市创建标准，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生态发展
理念，扎实开展生态市创建工
作，生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主要体现在综合实力迈上新
台阶、社会民生实现新改善、
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生态乡
镇、生态林业、生态农业、生态
工业及农村环境保护等方面
有了长足发展。

巩义市
通过省级生态市创建考核验收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
讯员 赵学礼 冯菲）记者昨日获
悉，中牟县使用 20%阿维灭幼
脲对绿化廊道、河堤两岸、森里
公园等连片林地实施飞防治
虫，全年已累计防治面积40万
余亩。

近年来，中牟县强力推进
廊道绿化、营造片林等生态工
程，全县林地面积不断扩大，现
有林地面积45万余亩，且分布
广泛，防治林业害虫成为保护
绿化成果的重中之重。

为解决树木高大，人工机
械防治困难，精准防治林业
害虫，中牟林业部门租用飞
机，调查重点林区虫情，准确
掌 握 虫 情 发 展 动 态 ，进 行
GPS 定位，确定飞防区域，绘
制飞防作业图，飞防作业前，
在中牟县电视台循环播放飞
防通知。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林业
害虫虫口明显减退，达到了防
控标准，有效保护了森林绿化
成果。

中牟飞机治林虫害40万亩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
员 张晓刚）近日，二七区安监
局执法人员来到辖区几家企
业，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对消防
器材和应急设备配备情况、从
业人员安全培训等工作的落实
情况进行检查。

为全面做好安全生产工
作，连日来，二七区安监局扎实
开展“利剑 2018”专项行动，综
合施策，严防死守，持续保持严
查严管高压态势，对全区重点
行业、重点领域进行全方位、地

毯式排查，坚决遏制各类安全
生产事故发生。

据介绍，自“利剑 2018”行
动开展以来，二七区安监局采
取专家和执法人员相结合的方
式，对全区 500 多家企业进行
摸底排查，对安全隐患比较大
的企业，进行专项执法检查，截
至目前，一共对 56家企业进行
立案处罚，以此震慑企业，提高
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意识和自
觉性，为打造“三个二七”提供
了良好的有力的外部环境。

利剑行动确保安全生产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崔聪）昨日，中原区中原西
路街道办事处吸纳社会资本，
在爱心企业的帮助下解决老旧
小区改造的难题。

9月 5日上午，中原西路街
道办事处在颍河西路社区茜城
五月天小区举行一次特别的捐
款活动，辖区爱心企业参与热
情高涨。活动中，郑州保利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利心语晴
苑项目部、中建三局第一建设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捐助 5
万元，用于辖区老旧小区改造
提升工作。

这是中原西路街道坚持
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为原
则，创新筹资机制，持续推进
老旧小区建设提质工程的重
要开端。该街道提升辖区企
业参与度，通过企业的参与反
哺社会弘扬社会正能量，进一
步放大了老旧小区改造的综
合效益。

爱心企业慷慨解囊
助力老旧小区提升

扫黑除恶进行时

昨日，管城区全国科普日启动仪式暨有氧健身操
比赛展示活动在郑州市体育馆举行。来自社区科普
大学分校的17支代表队近600名选手参赛。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