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张
浩）日前，首届郑州冰雪梅花文化艺术
节在二七区樱桃沟足球小镇开幕，即日
起到 2月 23日，这里将举办以“传承中
国文化，讲好河南故事”为主题的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推动中原传统文化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

现场，多个品种的盆栽梅花含苞待
放，不时有阵阵暗香扑鼻。已有不少市
民和游客慕名而来，仔细观赏，拍照留
念。除了梅花，金石传拓、宋代四雅等
传统文化也在现场一一展示，让人在赏
梅之余，仿佛来了一趟穿越之旅，古味
十足的展演让人大饱眼福。

主办方介绍，此次活动旨在更好地
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冰雪梅花
艺术和金石传拓、非遗、民俗、古乐等传
统文化，推广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韧
不拔、刚健有为的精神，丰富和活跃民
众节日精神文化生活。

同时，樱桃沟足球小镇挖掘为传统
的民俗文化，发扬更为地道的中国节
日，倾心打造了一场盛大的新年活动

“美丽樱桃沟 小镇中国年”，包括新春
年货节、民俗过大年、运动过大年等活
动，让市民在欣赏梅花之余，体验最传
统的民俗文化。届时，在樱桃沟，观年
俗、品年味、购年货、赏年景，舞龙、舞
狮、划旱船、骑毛驴等民俗表演等轮番
上演，让前来的游客来一场重返时光记
忆里的中国年味之旅。

赏梅花品民俗
体验传统中国年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孟晶晶

徐二伟）看花灯、品美食、逛庙市可以说是
春节的标配，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儿。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六，郑州方特旅游
度假区“方特中国年”活动将正式开启，届
时，方特梦幻王国和方特欢乐世界将会带
给游客不同的新年体验。

方特梦幻王国夜场开放，从早到晚
精彩不断。今年春节，方特梦幻王国春
节夜场将于正月初二至初六及正月十四
至十六向游客开放。白天，方特梦幻王
国的“狗熊岭庙会”热闹非凡、精彩演出
轮 番 上 演 ；夜 幕 降 临 ，“ 熊 熊 桃 源 花 灯
会”、夜场大巡游等精彩内容将为游客提

供多彩的夜游体验。
春节期间，“狗熊岭庙会”就要“开张”

了。游客不仅能品尝“熊出没”系列新春美
食，还能体验写福字、制作木版年画等民俗
活动。

“熊熊桃源花灯会”则是郑州方特梦幻
王国为游客精心打造的夜间“桃源奇境”。
大型蓝色珊瑚灯梦幻浪漫，巨型“神树”以
及树下的小动物们惟妙惟肖，象征祥瑞的
神鹿伫立在闪耀着点点星光的灯树下，唯
美奇幻……

方特欢乐世界也将为游客们带来缤纷
别致的新春活动。游客不仅可参与活动，
获取自己的专“鼠”幸运，还可感受到年味

儿中渗透的潮流感。
春节期间，郑州方特欢乐世界将为游

客定制一个巨型“心愿摩天轮”，游客可以
从“摩天轮”的座舱里随机抽取一枚新年幸
运卡片，写下自己的心愿，为新的一年讨个
好彩头。

“潮玩街”里将聚集“木版年画”“新年
上上签”“趣味投篮”等互动游戏。游客在
参与这些互动游戏的同时，还可以获得新
年卡片。方特梦幻王国和方特欢乐世界还
将为游客带来精彩纷呈的演出，不仅有古
韵十足的“古彩戏法”“纸扇书生”，活力满
满的“舞龙舞狮”“电音三太子”，还有可爱
有趣的“熊熊操”“木偶腹语”等。

“方特中国年”即将开启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范梦洁
文/图）迎新春、贴春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文化，1月 13日上午，惠济区图书馆一年
一度的“墨香满春”新春送福活动热闹开
场了。

活动现场，孩子和家长分工明确，你
倒墨铺纸，我提笔写字，一同用心书写对
联。“春满人间百花吐艳 福临小院四季常
安 ”“丹凤呈祥龙献瑞 红桃贺岁杏迎
春”……一行行书法，一句句真诚的祝福，
寄托了孩子们辞旧迎新、接福纳祥的美好
愿望。

活动结束，现场共计写了 200多副对
联和福字，所有春联福字全部赠予读者。

墨香满春送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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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近日，气温下
降道路湿滑，但在新密市区的主干道
溱 水 路、北 密 新 路、青 屏 大 街 等 道 路
上，细心的市民发现，不少穿着工装的
市政维修人员冒着大雪寒风不停歇，
奔走街头，对破损的沥青路面、雨污水
管道、路沿石、窨井盖等市政基础设施
进行排查、维修、维护，这是新密市持
续开展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
的一个缩影。

新密市坚持城市精细化管理须着眼
于细微处的“针法”与“雕琢”，将精治、
共治、法治三者有机结合，强化部门联
动和市区协同，持续开展市容市貌、大
气污染、广告店招、市政维修、公园广场
等综合整治行动，全面高质量推进“双
改”工作。

以精治为目标，将精细化理念贯穿
城市管理始终。开启市容环境卫生、市
政设施维修、建筑工地扬尘治理精细化

管理模式，将职责细化到人、量化到岗，
对环境污染防治、市容市貌综合整治工
作实行全方位找问题，全区域大排查，全
时段精维护，全立体共监督，确保责任落
实全覆盖、无盲区、无空档。

以共治为手段，调动各方力量共同
参与城市治理。截至目前，排查不规范
门头招牌 127 处，下达整改通知书 90
份，巡查工地管控 55 处，市容管控 238
处，条幅拆除 9处，对工地下发停工通知
书 2份。

以法治为保障，解决城市管理难
题。依照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职责，充分
利用主题教育、党员社区志愿服务、创文
创卫、“国家宪法日”宣传等系列活动，下
发宣传页、通知书等，及时向社会和市民
公开执法依据、处罚标准、监督途径和问
责机制，变末端执法为源头管理，让社会
和民众都知法、懂法、守法，破解城市管
理难题。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蒋士勋 文/
图）近日，荥阳城乡接合部在综合改造过程
中，强化任务落实，已完成城乡接合部综合
改造“治标”任务的 95%以上，使 38个村面貌
一新。

马沟村位于荥阳市、二七区、中原区交
界处，仅租房的就有两万多人，村民见缝插
针，违规搭建临时板房等违规建筑对外出
租，既不美观也存在安全隐患。去年 12 月
16 日，马沟村支部书记马全玉组织拆除违
建，先从妻弟违规搭建的临时板房开始。群
众得知马全玉连妻弟家的违建都拆除了，也
都纷纷回家主动拆了自家的违规建筑。经
过综合改造，马沟村道路变得平整，路边花
坛已砌好，下水道已完全通了。原来建违规
建筑的地方已变成小游园，成为群众休闲的
好去处。

走进豫龙镇郝寨村和广武镇插闫村，记
者站在大街上，一眼望去干净整洁，走到房前
屋后，也没有看到垃圾。为保持良好的生活

习惯，郝寨村在村民家门前放置了垃圾桶，每
天统一清运走。

贾峪镇槐林村村民多年前搬进了楼房社
区，在综合改造前，车辆乱停乱放、私搭乱建、
杂物堆积。但在综合改造后，这些现象已不
复存在，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马
路，一排排停放有序的车辆，一株株青翠动人
的绿植，与昔日景象大不相同。

据了解，荥阳市城乡接合部综合改造工
作涉及 38个村庄，总面积 88平方公里，改造
区域占郑州市近一半。为让更多群众有更多
的获得感、宜居感、幸福感，荥阳把荥阳城乡
接合部的 3个乡镇一并纳入此次综合改造范
围，共同实施，同步推进。

荥阳将以开展“解民忧、纾民困、转作风、
提效能”专项行动为契机，对标问题、压实责
任，强化落实、逐项销号，完成综合改造“治
标”阶段收尾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确保城乡接合部改造
工作高质高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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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38个村旧貌换新颜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王彦
斐）昨日上午，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对
丰乐路上因未按照规定设置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设施的一家药店开具 1200 元的
罚单，据了解，这也是郑州市对垃圾分类
违法行为的首次“亮剑”。

早在 1月 1日上午，金水区城市综合
执法局对辖区垃圾分类情况进行检查。
检查中，发现有4家门店未按要求设置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执法人员当场下
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1月 6日
上午，执法人员再次前往查看整改情况，
其中3家门店已经整改到位，而位于丰乐
路上的这家药店在整改期限内仍未按照

要求设置生活垃圾分类设施，执法队员
现场对该店制作调查询问、现场检查等
执法文书，依法履行执法程序。

昨日上午，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
处罚决定书，这也是郑州市实施垃圾分
类以来的首张罚单。

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直属中队负
责人韩栓柱告诉记者，该店在责令改正
期限内未及时做出整改，因此决定对其
做出行政处罚，而经过教育引导，该店意
识到垃圾分类的必要性，后期配合工作，
按照要求设置了垃圾分类设施，该局依
据自由裁量，按照轻微违法行为标准对
其做出1200元的处罚决定。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张丹
丹 文/图)惠济区“绿城妈妈”志愿者在
社区开展垃圾分类、清洁家园、环保酵
素制作、变废为宝和社区绿植等行动，
不断引领绿色生活新方式，成为社区环
保的一支生力军。

在江山路街道荣苑社区、新城街道
金河社区、迎宾路街道木马社区和英
才社区的“绿城妈妈”活动室内，“绿城
妈妈”社工向居民们详细介绍了可回
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
害垃圾等垃圾的品种以及如何进行垃
圾分类。活动现场学习氛围轻松愉
悦，居民们对垃圾分类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

在新城街道开元社区“绿城妈妈”

活动室开展环保酵素制作活动，为居民
讲解环保酵素在生活中的小妙用。环
保酵素知识活动使居民朋友们受益匪
浅，增强了大家的环保意识，得到了大
家的一致好评。

为了提高居民的动手能力，在花园
口镇八堡村和京水村“绿城妈妈”活动
室，志愿者们展开了制造环保手工皂
活动。

为了宣传绿色生活理念，古荥镇张
定邦村“绿城妈妈”活动室举办了“无土
栽培绿色芽菜”活动。通过芽菜种植活
动既可以品尝健康有机的绿色蔬菜，也
可以改善室内环境，让居民在轻松的氛
围中体会种植的快乐，享受绿色生活带
来的益处。

“三治”结合提升管理水平

金水区开出垃圾分类首张罚单

“绿城妈妈”引领
绿色生活新方式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1
月 8 日~9 日，2020 国际中
国公益事业大典在中国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星光影视
基地举行，经过嘉宾分享、
项目路演与现场推广宣传，
2019 年度国际中国公益集
体奖、公益先锋人物奖、公
益 组 织 奖、公 益 项 目 奖 揭
晓，其中郑州市二七区“温
暖二七”项目荣获“2019 年
度最佳公益项目创意奖”。
据介绍，2017 年以来，二七
区全面实施“温暖二七”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在所辖
城区，三年累计募捐总额近
2 亿元，直接救助困难群众
达 4 万余人，帮扶就业 2 万
余人，受益群众达 27 余万
人，探索形成了“互联网+精
准救助+社区慈善”的城区
精准帮扶经验。二七区先
后荣获中国慈善年度推动
者、2018年度中国公益项目
等多项荣誉，先后三次在全
国进行经验交流。在国家

重点扶贫地区，二七区主动
对接河南省卢氏县、新疆哈
密市等地，实施“温暖二七”
结对帮扶行动，通过引入产
业扶贫、养老扶贫、互联网
帮帮卖等“造血式”慈善理
念，深入开展了建立产业发
展基金、援疆助学、“哈密一
家亲”等慈善活动，援建资
金近 300 万元，受益人数达
5万余人。二七区温暖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三年，

“温暖二七”将通过创新工
作机制，以畅通造血式社会
参与“输入”和精准式困难
群众帮扶“输出”两个渠道
为着力点，重点提升民生普
惠、精准帮扶、社区治理、社
会参与、文化宣传五个领域
的“温暖工程”，着力解决好
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一老一幼”民生问题，
聚焦聚力城市困难群体精
准救助，不断提升辖区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共建
共享温暖二七。

“温暖二七”获评
最佳公益项目创意奖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张翼飞 孙志刚）春节临
近，如何精准帮扶城市社区
里因病致贫、因病致困的家
庭？日前，由中原区委统战
部牵头组织，中原区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结对帮扶
辖区 49户“因病致困”家庭，
截至 1月 12日，慰问活动已
圆 满 结 束 ，共 投 入 资 金 近
40000元。

中原区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联谊会是郑州市成立的第
一个新联会组织，主要由非
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
知识分子组成，成员广泛分
布在新的经济组织、新的社
会组织中。此次慰问活动，
共有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
16 名成员参加，走街串巷，
登门入户，给每户帮扶对象
送去米面油、常备药品、慰问
金等。

国棉四厂社区的路老伯
本就体弱多病，行动不便，一
场大火烧光了家里所有财
产，更夺走了老伴的性命；市
棉麻总公司退休职工徐先
生，一级残疾，因脑中风后遗
症 复 发 住 院 ，生 活 无 法 自
理。妻子为精神残疾，儿子
孩子还在上学；地质矿产研
究所家属院的辛女士，4 年
多前检查出白血病，配型成
功后去北京换骨髓，耗尽家
财，负债累累……这些主要
因为疾病和意外导致生活贫
困的家庭，大都精神消沉，但
当中原区新联会的同志来到
家中时，他们看到了希望。
正如独居的白血病人张女士
说的那样：“你们真是把我们
当亲人，逢年过节就来看我，
感谢你们了。我一定好好过
年，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战
胜病魔和困难！”

中原区新联会帮扶
49户“因病致困”家庭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
员 韩晓红）记者从巩义市房
管中心获悉，该市已启动既
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目前
已经开展试点。

据了解，巩义市日前出
台实施意见，成立“加梯办”，
对市区 5个街道辖区内已建
成投入使用、具有合法权属
证明、未设置电梯的地面 4
层及以上既有住宅，并且加
装电梯在原产权建设红线范
围内的，按照“业主自愿、社
区引导、充分协商、保障安
全”的原则，完善老旧小区的
使用功能，提高生活品质。

巩义市房管中心负责
人介绍，经过前期排摸，“加
梯办”已确定巩义市区 4 层

以上住宅楼及其单元的底
数，加装电梯将以栋（单元）
为单位进行，经过单位内房
屋专有部分占本栋（单元）
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
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
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并签
订协议后进行加装。拟占
用业主专有部分的，征得该
专有部分的业主同意后，方
能进行。

该负责人介绍说，拟加
装电梯的业主，应按照“谁受
益、谁出资”，以及所在楼层
受益大小等因素共同出资，
自行协商确定分摊比例。加
装电梯完成并取得特种设备
使用登记证书后，市财政将
对每台电梯补贴15万元。

巩义启动旧楼
加装电梯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王辉）昨日上午9时
许，我市中原区建设路街道
办事处巡防队员在辖区巡逻
途中，发现一位老人在路边
徘徊，询问得知老人找不到
回家的路，队员辗转把老人
送回家中。

巡防队员尹雪强介绍，
昨日 9时左右，他和队友龙
腾在桐柏路与康乐里街附
近 巡 逻 时 ，发 现 一 位 满 头
白 发、疲 惫 不 堪 的 老 人 正
在路口四处张望徘徊。队
员 观 察 到 以 后 上 前 询 问，
老人自称姓谷，今年 80 岁，
称平常自己的女儿都会在
周末来看自己，可是这个周
末女儿没有如约而来，她就

一大早独自一人出门，到医
院女儿上班的地方看望女
儿。当看到女儿正在医院
给患者看病时，老人不想麻
烦女儿就又悄悄离开了医
院，也没来得及给女儿打个
招呼。可是一离开医院的
大门老人就迷失了方向，就
转到了桐柏路康乐里街道，
急得在路边徘徊。了解清
楚后，尹学强和队友商量送
老人回家，老人说记得家在
一厂家属院居住，不记得回
家路了。

随 后 ，两 名 队 员 根 据
老 人 描 述 地 方 ，搀 扶 着 老
人 多 方 打 听 和 联 系 ，终 于
在一厂家属院西二街找到
老人的家。

老人忘记回家路
巡防专人送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