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3月7日 星期四
编辑：李怡青 美编：张妍 校对：学文 D05登封 报 城事时

本报讯 近日，河南中岳非
晶有限公司与华安证券公司全
面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登封市
举行，登封市有关领导与华安证
券党委副书记、总裁杨爱民等一
行出席签约仪式。

此次中岳非晶与华安证券
全面合作的签约，标志着中岳非
晶正式启动了上市程序，将借助
华安证券的经验和实力优势，巧
借资本市场“东风”，进一步扩大

投融资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将
打造国内规模最大、质量最高、
品种最齐全的非晶纳米晶新型
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集团，双
方的合作将形成优势互补、互惠
互利，实现双赢，以实际行动引
领登封产业转型升级，为加快登
封推进郑州中心城市次中心建
设目标作出贡献。
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通讯员 郭俊鑫 文/图

国土绿化描绘生态登封多彩嵩山新画卷
本报讯 新时代的登封，牢

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生态发展理念，高起点构建生态
格局，高标准实施全域绿化，高
品质推进林业工程，加快实施国
土绿化提速行动，聚力打造“四
季有风景,处处有别意”的生态
城市景观，一幅幅“生态登封、多
彩嵩山”的美丽新画卷再次呈现
在人们的视野中。

阳春三月枝吐绿，正是植树
好时节。连日来，无论是田间还
是山坳，无论是道路两旁还是河
流湖泊，在登封，每一个植树现
场都人头攒动、彩旗飘扬，一派
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在登封市石道乡崔楼村的山
坡上，一排排、一行行的银杏树、
把整个山坡点缀得格外静美。

2月28日，登封市四个班子

领导及单位、部门、社会各界
3000余人参加了 2019年度春季
义务植树活动，吹响了今年植树
月活动的冲锋号角。据统计，当
日，登封市乡两级共有 2万余人
参加了义务植树活动，栽植各类
苗木树苗 12万余棵，栽植面积
达 1000余亩，在全市掀起了国
土绿化提速行动高潮。

“结合登封生态建设实际和需
求，今年，我们重点谋划和实施‘一
山一园、一河一湖、六廊道六节点’
国土绿化工程，进行高标准规划
设计和绿化美化，总投资约15.95
亿元，总绿化面积 25151亩。”登
封市林业局局长郑振武介绍说。

在国土绿化提速行动中，登
封市创新方式方法，坚持规模
化、集群化发展思路，实施规模
化推进。如石道乡流转土地1.7

万亩发展经济林种植，林果化建
设助推了乡村发展，形成了特色
的林果产业。实施科学化治理，
结合非煤矿山综合整治，矿区植
被恢复4000亩。

同时，该市坚持“以绿荫城”
和“六化”工作理念，依托嵩山绿
化、美化、彩化建设，开展“立体
式修复”，让荒山披上绿装，让秃
岭育上林海。全面开展河南省
森林城市、森林特色小镇、森林
乡村创建工作，实施高标准绿
化、美化。截至3月3日，登封市
已完成营造林 3.0297万亩,占目
标任务的98.61%,其中造林完成
2.6007 万 亩, 占 目 标 任 务 的
113.9%。生态廊道共完成绿化
4029.9亩，完成率64.05%
郑报融媒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宋跃伟

本报讯 2月26日，河南越
顺汽车俱乐部首届 2019中原
英雄会越野汽车场地公开赛赛
道开工仪式，在登封市唐庄镇
玉台村举行。据悉，赛道全长
2公里，赛道障碍包括国内汽
车场地赛事常见的深水坑、三
连坡、跷跷板、飘移弯、飞车台
等各种比赛障碍，其整体设计
将对赛车性能和车手的驾驶技
术进行全方位的考验，比赛集
观赏性和娱乐性于一身，是一

场不可多得的视觉盛宴。据本
次赛事组委会介绍，这次大赛
将于4月启动，为期两个月，不
仅有全国各地越野优秀选手进
行激烈角逐，也将会有来自国
外的选手参加。此外，本次赛
事组委会还特意安排越野汽车
场地公开赛形象大使评选、越
野汽车巡游、特技表演等，将为
广大车迷朋友提供与赛车零距
离接触的机会。
登封融媒记者 胡建邦

本报讯 3月 1日，登封市
人民检察院联合登封市法院
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法治教育
课，将真实法庭搬进校园，对
曾某等 21名成年被告人涉嫌
诈骗案出庭支持公诉。来自
登封市小龙武校的 200名师生
旁观了庭审。

据悉，该案件 21名被告人
平均年龄为 20岁，多为刚走出
校门的大学生。该 21名被告人

虚构事实在网上发布帖子，以某
平台代运营名义可使对方获取
高额收入，致使对方上当受骗缴
纳 988~8888元不等的加盟费。
据统计，涉案金额有 100多万
元，被害人有400余人。

庭审中，登封市人民检察院
未检科检察官顾贝蕾、刘朝阳出
庭支持公诉。公诉人通过当庭
讯问、质证，有力地指控了犯
罪。在法庭答辩环节，公诉人发

表了公诉意见，希望被告人从此
案中汲取教训，深刻反思，牢记
法律和道德底线，在人生道路上
不能越线。

通过这场特殊的“开学第一
课”，该武校的师生们纷纷表示，
要多学法、懂法、守法，做一名新
时代的遵纪守法的好青年。
郑报融媒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付文龙
通讯员 郑欢

登封市检察院普法进校园

防盗抢、防诈骗 登封民警走村串户为民支招
本报讯“夜晚要时常察看

羊圈和牛圈的监控视频，一旦遇
到意外情况，就拨打 110电话报
警。”2月21日上午，在登封市石
道乡西窑村孙大伟的牛棚里，登
封市公安局刑侦三中队指导员
李书涛一边察看牛棚设施，一边
为农户讲解防盗知识。

为确保辖区人民群众财
产免遭不法侵害，连日来，登
封市公安局刑侦三中队根据
辖区治安特点，积极组织民警

进村入户宣讲治安防范知识，
为群众居家防盗抢、防诈骗支
招，确保人民群众财产免遭不
法侵害。

走访中，民警除了对辖区养
殖周边环境详细察看，还对养殖
户讲解了耕牛安装“防盗神器”
的重要性，同时也对养殖户家中
牛棚里电线私拉乱扯的现象提
出了整改建议。

“年前年后经常看见他们到
村里巡逻检查，听了他们的讲

解，乡亲们心里都觉得踏实多
了，还是咱辖区的警察贴心。”辖
区一治保主任感慨地说。

许多村民也表示，民警们的
走村串户宣传活动，使村民把安
全防范意识铭刻在心上，有效提
高了群众自我防范能力，这一利
民举措尤其受到了养殖户及村
民的一致好评。
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付文龙
通讯员 张 澍

河南中岳非晶与华安证券签订全面合作协议

本报讯 2月 27日，登封市
商埠街小学举行了“2019年寒
假社会实践成果展”，活动以年
级为单位开展，在教导处的组
织下有序进行。寒假前夕，学
校精心为各年级孩子们设计寒
假社会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快
乐过春节的同时感受各种过年
习俗，参与各种社会实践。展
览过程中，各年级学生在老师
的带领下细细观看，啧啧称
赞。老师为孩子们讲解各年级

活动的特点，结合展览的优秀
作品讲解如何选材和布局。师
生们观瞻着内容丰富、精彩纷
呈的寒假优秀作业，仿佛再次
回到购年货、贴春联、包饺子、
看花灯的春节生活。商埠街小
学的寒假社会实践作业把传统
文化与人们现在的生活融为一
体，引领孩子用心体会生活、传
承中华文化。
登封融媒记者 孙淑霞
通讯员 王建敏

本报讯 2月 23日，登封市
直一幼召开教育行业扶贫工作
会议。会上，园长席颖霞向领
导组成员详细讲解了登封市教
育行业扶贫政策，要求大家熟
知资助政策，扎实做好资助工
作，高度重视扶贫工作，然后对
今天的工作进行了安排。会议
结束后，责任人刘锴老师迅速
进入建档立卡幼儿家中进行家

访，对其宣传资助政策，查验各
项材料，询问资金享受情况，了
解家庭贫困原因，仔细察看详
细询问，家长表示对资助工作
心怀感恩。这次扶贫会议提升
了领导组成员的脱贫攻坚能
力，入户宣传工作使家长对资
助政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登封融媒记者 胡建邦
通讯员 李菲菲

登封市直一幼召开教育行业扶贫工作会

本报讯3月4日下午，登封
市直二幼利用园内资源，开展
了保育员“电脑操作培训”活
动。培训前对保育教师进行了
调查，她们都已经掌握了初步
的电脑知识，她们希望学习一
些比较实用的操作，如 wps文
字的应用、wps表格的应用、简
单的 APP制作等。根据这些
情况保健室教师制定详细的计
划，根据计划利用业余时间对

保育教师进行培训。在培训中
她们非常虚心认真，在学习中
能主动提问和思考。通过这样
的培训活动，保育教师又掌握
了一项技能，不仅为自己的工
作，乃至将来的生活都会带去
很多方便和乐趣。更重要的是
在她们逐渐向生活老师转型的
过程中树立了信心。
登封融媒记者 付文龙
通讯员 范玉红

登封市直二幼开展保育员培训活动

商埠街小学举行
2019年寒假社会实践成果展览

首届中原英雄会越野汽车场地公开赛
开工仪式举行

国土绿化激活绿色经济。近年来，登封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围绕“多彩嵩
山 生态登封”建设目标，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走出了一条生态得保护、经济得发展的绿色路。即日起，本
报特开设《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建设生态登封多彩嵩山》栏目，记录并展示登封绿色发展之路。

■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建设生态登封多彩嵩山

开栏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