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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贵州茅台“文
化建设，品牌塑造年”，为使
广大消费者更加深入了解
茅台历史文化，了解茅台酒
的品鉴、收藏、防伪、鉴定等
专业知识，加大贵州茅台品
牌的认知度和影响力，特邀
请贵州茅台法律知保部参
加由河南三睿酒业商贸有
限公司承办的“贵州茅台免
费真伪鉴定专题活动”，为
茅粉们提供茅台酒免费真
伪鉴定的机会，并从生产工
艺、鉴定技巧、消费维权到

贮藏注意事项等方面为大
家进行专业讲解。

活动时间：
4月26日9：30~12：00
活动地点：郑州经开区

第四大街经北二路茅台专
卖店

活 动 热 线 ： 0371-
55172543，通过防伪知识宣讲
和现场鉴定真伪方式，并让
酱粉品鉴者通过现身说法、
参与互动、现场抽奖等环节
了解茅台知识，同时使更多
酱酒茅粉成为好朋友。

本报讯 4月 23日，经开区召
开第一季度特种设备安全工作
会。全区电梯使用单位电梯安全
管理人员、电梯操作人员、在经开
区从事电梯维保业务的维保公司
负责人及经开区维保点负责人
20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全区第一季度电
梯安全情况。根据《郑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电梯使用管理及维保质量
安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区质监分
局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原则，以
25%的比例对全区电梯使用单位和
维保单位进行了随机抽查。出动
执法车辆25台次，出动执法人员50
人次，对随机抽取的25家使用单位
和25家维保单位进行了现场监督
检查，共发现问题一起。从现场抽
查情况看，经开区电梯使用管理和
维护保养单位责任心有所增强，管

理水平有所提高。从统计数据看，
投诉率有所下降，被投诉对象主要
集中在住宅小区。

会议要求，特种设备相关单
位要全面落实安全主体责任，组
织人员排查安全隐患，建立安全
隐患清单和整改清单，落实安全
隐患整改责任、措施、资金、时限、
预案，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各办

事处要认真落实特种设备属地管
理责任，积极宣传特种设备安全
相关法律法规，组织开展特种设
备安全检查活动。对大检查发现
的事故隐患，要建立台账，严格落
实整改责任，制定整改措施，立即
整改。对重大事故隐患实行挂牌
督办，确保整改到位。
记者 王赛华 文/图

经开区绘就平安和谐“新画卷”

本报讯“太感谢了。本
以为U盘这么小的东西丢了
不好找，没想到细心的公交车
长帮我找回了。”4月 21日下
午，失主陈女士将印有“拾金
不昧 热情服务”的锦旗和两
提纯净水送到了公交四公司
经南五路123路调度室，并向
123路公交车长顾向朝表示
感谢。

原来，陈女士 4月 18日
晚上 7点 30分左右，在东风
南路地锦街乘坐 123路公交
车，在乘车过程中拿电话时，
U 盘不小心从包里掉了出
来。回到家拷贝文件的时候
才发现U盘丢失了，这可急坏
了陈女士，里面存的可是公司
的机密文件，丢了怎么向公司
交代。陈女士赶紧拨通了公
交客服电话，得知123路车长
顾向朝捡到了自己的U盘，悬
着的心才平静了下来……

据悉，当天晚上8点30分
左右，123路车长顾向朝结束
运营，打扫卫生时，在座椅下
面发现了一个U盘，交给当班
调度让其保管，等失主前来认
领。4月19日一大早，陈女士

来到 123路调度室领回了自
己的U盘，感谢车长说道:“你
的服务太细心了，这么小的U
盘竟然能找到，我得做个锦旗
来表扬你拾金不昧的行为！”
这就有了上面的一幕。

助人为乐、拾金不昧、见
义勇为等平凡事迹每天都在
发生着。乘客们有的直接打
来感谢电话，有的挥笔写下
感谢信，还有的送来一面面
锦旗，不管是哪种形式的表
扬，足以展现出郑州公交与
乘客之间的真情。郑州公交
四公司将继续发扬这种助人
为乐、爱心奉献的雷锋精神，
用自己小小的举动传递社会
正能量，为塑造公交形象增
光添彩。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魏晓柯 文/图

■倡导文明新风尚

公交车长拾金不昧，乘客送锦旗致谢

贵州茅台免费真伪鉴定活动走进经开区

本报讯 近期，电信诈骗案件
频发，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或避免
电信诈骗案件的发生，九龙派出
所立足辖区实际，在分析研判辖
区电信诈骗案例的基础上，针对
辖区厂矿企业比较集中、流动人
口较多、务工人员社会阅历不足
容易上当受骗的现状，在辖区企
业和村庄开展以防范电信诈骗为
重点的“三培训 一关注”巡回宣

传活动，起到了很好的防范效
果，受到辖区群众的一致好评。
“三培训”包括安全教育培训、暂
住人口登记管理培训、防范电信
诈骗培训。“一关注”即关注“早
安九龙”微信公众号。

开展此次培训初期，在华兴
玻璃厂、宏拓超硬材料企业，九龙
派出所所长田付哲在培训会的台
前，结合消防事故案例、流动人口

管理漏洞存在的隐患和电信诈骗
典型案例以案开讲，提出了具体
要求和许多合理化建议，社区民
警、所有网格辅警到场旁听。随
后一段时期，社区民警、网格辅警
分别走上讲台，分赴各自辖区网
格开展巡回宣传。通过郑州警民
通或者到派出所主动登记暂住户
口已成为一种常态。
记者 王赛华

经开区召开第一季度特种设备安全工作会

严格落实整改责任，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讯 近期，明湖办事处广
泛开展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
传活动，在辖区内积极营造了打
击黑恶势力的浓厚氛围。社区工
作人员对辖区所有沿街门店张贴
“严厉打击十种黑恶势力”宣传
海报，就海报内容为商户进行详
细解读，介绍黑恶势力类型，提
升大家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
的甄别能力。另外，工作人员还

向各商户、企业、居民广泛宣传
“扫黑除恶”工作内容及打击黑
恶势力法律法规等知识，让大家
全面了解黑恶势力危害及打击黑
恶势力的重要意义，引导居民积
极参与“扫黑除恶”斗争，鼓励居
民勇于揭发身边黑恶势力，提供
相关的违法犯罪线索。办事处综
治办还利用宣传车录制“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宣传广播，在辖区

各主干道路、居民小区、企业等
区域广播宣传。

下一步，明湖办事处将继续
加大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宣传力度，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到
“扫黑除恶”工作中来。同时希望
辖区居民能够积极提供涉黑涉恶
违法犯罪线索，一起携手打赢“扫
黑除恶”攻坚战。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周永凯

明湖办事处：“扫黑除恶”广宣传 人人参与促和谐

祥云办事处：对校园等场所安全问题进行大检查

本报讯 4月 23日，祥云办事
处对辖区学校、幼儿园等 13家单
位进行安全大检查。

检查组实地察看了各学校、幼
儿园是否配备灭火器、应急照明
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器
材，安全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安全
责任制度落实情况，值班、巡查等
消防检查记录是否如实填写，是否

使用违规材料搭建用房等内容。
检查组要求，各责任单位要把

安全工作作为第一要务，切实整
改各类隐患，对暂时不能整改消
除的隐患，要落实临时防护措施；
要重视日常的消防安全管理，结
合本单位实际建立健全消防安全
检查、隐患整改、设施管理、宣传
等制度，尤其是防火安全巡查、检

查工作要落到实处，全天候、全方
位，全面彻底，不留死角；要加强
消防安全教育，提高消防安全意
识，教授消防安全常识及初起火
灾的扑救方法、自救逃生和疏散
方法，并结合实际，定期不定期地
进行疏散逃生演练，确保人员的
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卢亚兰

前程办事处：确保辖区消防安全稳定
本报讯 4月 23日，前程办事

处开展消防安全知识进安置区宣
传活动，邀请众安防火中心为安
置区群众进行消防知识讲解。

活动中，众安防火中心教官
以 PPT的方式从消防法、消防安
全责任、火灾报警、安全疏散、火

灾扑救、火灾现场保护等方面进
行了讲解，同时结合重大火灾案
例让大家深刻认识到消防安全的
重要性。

此次宣传活动，有效提高了居
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增强了居民的
自救自防和应急处理能力，为切实

做好火灾的预防工作奠定了基
础。下一步，办事处将继续加大消
防宣传工作力度，发动志愿者、居民
加大对火灾隐患排查力度，及时消
除各类火灾隐患，确保辖区消防安
全高度稳定。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张梦娇

九龙派出所：做好电信诈骗源头防范工作

本报讯 五一前夕，京航
办事处开展以“文明旅游”为
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会上
宣读了《文明旅游倡议书》，
并对全办机关干部文明旅游
提出要求，要树立文明出游
意识、爱护公共环境、遵守公
共秩序、遵守公共规则、爱惜
公共设施、保护文物古迹、尊
重民风民俗。会后，办事处
机关志愿者到能庄村瑞春小
区开展“文明旅游，你我同
行，从现在做起”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向来往群

众讲解文明旅游相关事宜，
倡导文明旅游、低碳出行新
风尚，提升市民遵德守规、文
明旅游责任意识。下一步，
京航办事处将持续依托“十
一”、春节、元宵等节日，利用
各类媒体、手机、宣传栏发出
“文明旅游”倡议，组织志愿
服务队进村入户开展“文明
旅游”倡导工作，同时，持续
抓好宣传引导，提升文明旅
游常态化水平。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薛杨柳

京航办事处
开展文明旅游宣传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