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幕式及开幕秀
时间：5月21日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康宁街
本次活动由 吴 海 燕 全

程指导，特邀中国服 装 设
计 师 屈 丁 南 团 队 研 发 定
制具有华夏文化符号的服
饰，联合中原工学院、轻工
业大学、河南工程学院等院

校共同演绎；邀请中国高
级秀场执行团队东方宾

利携中外名模执导本
届时装周。

◆2019亚欧国际服装论坛
时间：5月22日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 6

楼会议室
主讲嘉宾：吴海燕
本届论坛邀请在文化、

时尚、产业经济领域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专家学者，探索
文化与时尚、带动城市、带动
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服与礼”国际文创论坛

时间：5月23日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6楼
主讲嘉宾：江南大学教

授崔荣荣
论坛主题：当“非遗”遇

见“文创”、文化基因与生活
方式、传统活化与设计方法、
设计品牌与新型商业模式。
◆与国内外服装大师面对面

时间：5月24日、26日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6楼
◆毕业作品发布秀+校企合
作联合秀

时间：5月22日~27日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康宁街

◆国际国内知名设计师交流秀
时间：5月22日、23日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康

宁街
◆校服职业装设计大赛总决赛

时间：5月26日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康宁街

◆童模大赛决赛及童装品牌
联合发布秀

时间：5月25日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康宁街

◆豫发杯服饰文化效果图创
意大赛及优秀作品展

时间：5月21日~27日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康宁街

◆闭幕秀及颁奖典礼

时间：5月27日晚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康

宁街
内容：1.“服与器”时装

秀；2.成果及项目签约仪式；
3.中国（河南）大学生时装周
优秀作品汇演；4.颁奖典礼：
2019 河南省服装设计新秀
奖、本届大学生时装周推动
大奖、育人奖、校企合作明星
企业奖、优秀指导教师奖以
及最佳单项奖等。
◆首届新密美食节

时间：5月21日~27日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步行街

◆首届新密工艺美术文化节
时间：5月21日~27日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步行街

◆名企英才见面会
时间：5月25日全天
地点：豫发米兰小镇步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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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将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引向深入，
5月 8日，郑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副调研员徐祖斌、办公室
主任杜园红等一行到新密市
市场监管局调研核查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调研核查采
取召开座谈会、查阅资料、实

地核查等方式进行。
座谈会上，新密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冯嵩懿就近
期扫黑除恶主要工作进行了简
要汇报，党组副书记岳发伟就
今年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了专题汇报。

今年以来，新密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借助各种宣传平台、
宣传渠道和宣传媒介，多渠道、
全方位地开展了宣传活动。截
至目前，共在辖区张贴各类扫
黑除恶公告等 170余份，发放
告企业商户一封信 20000余
份，在农贸市场、重点商业街悬
挂条幅90余条，发放宣传资料

23000份，制作不干胶标语并粘
贴 11400余份，同时各基层工
商质监所还利用各企业商户的
广告栏和广告箱牌以及LED电
子屏发布扫黑除恶信息 3500
余条，上报市扫黑办线索2条。
记者 薛璐 新密时报 邵理政
通讯员 孙梦露

专项整治
执业药师“挂证”行为

本报讯 为全面落实药品监管“四
个最严”要求，严厉打击执业药师“挂
证”行为，进一步规范执业药师执业行
为和药品零售企业处方药销售行为，
自 2019年 5月 1日起，新密市药品零
售企业执业药师“挂证”专项整治监督
检查工作拉开序幕，召开专项整治再
部署专题会议，辖区各监管所、药品零
售企业和质量负责人，共 302家药品
零售企业、4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强调，此次专项整治将严格
按照上级要求开展工作，始终保持高
压态势，有效遏制“挂证”和处方药不
凭处方销售行为。

专项检查与飞行检查、双随机检
查相结合，执业药师是否在职在岗，注
册证是否悬挂醒目，执业药师不在岗
时是否挂牌告知并暂停销售处方药和
甲类非处方药为重点检查内容。

实施联合惩戒机制，一方面对存
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药品零售企业依法
立案查处，并作为信用等级评定的依
据，另一方面利用网络传播的广泛性
和普遍性，对违法单位和个人进行公
开曝光。

实行碰头会工作制。利用工作例
会时间，各监管所就专项整治工作开
展情况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开展讨论
并研究对策，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
动态。

截至目前，已检查药品零售企业
60余家，当场行政处罚19家，责令改正
24家，有 5家已主动申请变更执业药
师，该专项整治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下一步，新密市市场监管局将继
续深入开展执业药师“挂证”专项整治
行动，并积极探索多部门联合、共同打
击的长效机制，确保全市公众用药安
全。 记者 薛璐 通讯员 刘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执法监察大队
全员上阵
投入“百日会战”热身赛

本报讯 为开展好露天矿山止乱
治乱“百日会战”，充分发挥执法监察
主力军作用，近日，新密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执法监察大队率先行动，按照
局党组提出的“三巡查三处置三深究”
工作方法，全员上阵，迅速投入到“百
日会战”工作中。

“三巡查”：挂图巡查，将所有多发
易发违法开采点的坐标、位置标注下
来，制定巡查路线，明确专人负责，实
施挂图巡查；昼夜巡查，白天晚上不间
断无缝隙全方位无死角巡查；重点巡
查，对违法开采重点区域加大加密查
处力度。

“三处置”：一般案件移交基层所
查，紧急案件直接查，较大案件迅速集
结各中队集中查。

“三深究”：对情节较重、影响较大
或多次查处仍死灰复燃的案件，深究
村组干部、基层所和乡镇办网格人员监
管责任是否缺失；深究是否存在黑恶势
力参与违法开采；深究是否有村组干
部、国家工作人员、领导干部为其提供
保护伞，有力震慑了违法开采行为。
记者 薛璐 通讯员 刘金荣 甄书红

2019中国（河南）国际大学生时装周将开场

今年有什么新看点？
本报讯 5月 13日，新密

市召开2019中国（河南）国际
大学生时装周暨青年时尚创
意文化节工作推进会。新密市
领导张红伟、胡光程、齐智慧
出席会议。

新密市委副书记、市长
张红伟指出，各相关单位要
加快2019中国（河南）国际大

学生时装周暨青年时尚创意
文化节的各项筹备工作，要
密切配合，勇于担当，全面做
好活动的安保、现场秩序管
理等方面的工作，要加快推
进部分路段的升级改造，保
证道路两侧清扫保洁到位；
要配备彰显特色，功能完善的
环卫设施，切实为活动现场增

添亮色。各部门要履职尽
责，全力保证电力、通信、网
络信号、直播平台等有效正
常运转，要将公共卫生、饮用
水、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医
疗保障等工作全面落实到
位。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时间
节点和标准要求，认真抓好
落实，形成合力，确保各项工

作顺利开展。
新密市副市长齐智慧宣

读了2019中国（河南）国际大
学生时装周暨青年时尚创意
文化节职责分工，市科工信
局就大学生时装周谋划签约
项目情况作了简要汇报。
记者 薛璐
通讯员 王少丹 文/图

郑州市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推进会召开

新密多家医院获得荣誉
本报讯 5月 10日，郑州

市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
推进会召开。河南省疾控中心
健慢所社会教育室主任李莹、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副调研员
虞继亮等出席会议。

新密市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崔万春及卫生健康委疾控
科、市健康教育所、市妇幼保
健院、郑州新华医院、郑州中

康医院和郑煤集团总医院负
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对 2018年健康教育
与健康促进工作进行了总结，并
对2019年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新郑市
健教所就健康促进示范县区创
建工作进行经验交流、金水区总
医院就健康促进医院工作进行
经验交流、郑州新华医院就健康

大讲堂工作进行经验交流。
会上，新密市妇幼保健院

被誉为“2018年度河南省健康
促进示范医院”和“2018年度
郑州市健康促进医院”；郑州中
康医院、郑州新华医院和郑煤
集团总医院分别被誉为“2018
年度郑州市健康促进医院”。
记者 薛璐
通讯员 徐素娟 文/图

新密市市场监管局：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短讯

时装周亮点抢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