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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公交乘车证办理开启“周末无休”模式
对年龄大或是腿脚不方便的乘客开启“绿色通道”

本报讯 为不断提升公交服务
质量和水平，聚焦群众需求，方便
群众办事,深化“对标先进找差距、
担当作为创一流”大讨论活动，荥
阳市公交公司从细微处入手，公交
乘车证办理开启周末无休模式。

荥阳公交票证办理窗口以“发
扬雷锋志愿精神，提高群众满意度”
为目标，启动周末无休工作模式，周
六周日继续正常上班办证，切实在
常态化工作上用力发力，不断提高
办证效率，提升群众满意度。

该公司严格按照承诺内容，实
行微笑服务，耐心解答询问，践行一
分钟快速办证。公开办证流程，在
显著位置上墙公示各类公交卡的办
理时间、使用方法、提供证件、所交
费用等信息，做到项目清楚明了。

办证免身份证、户口本复印，
免表格申请登记。对年龄稍大或
是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开启“绿
色通道”，其家人、朋友携带完整有
效证件，可以代办，省去老年人来
回奔波之苦。

荥阳市区设立 3个办证网点，
方便群众就近办证，周六周日正常
上班。这 3处网点是公交公司一
楼办证大厅，工作时间为上午 8点
30分到 12点，下午 2点 30分到 6
点。其他两处网点索河路与工业
路交叉口东北角联通营业厅内和
万山路与汜河路交叉口万山路路
东联通营业厅内，时间为上午 8点
30分到12点，下午1点30分到5点
30分。
荥阳时报 王世端 通讯员 张丽

荥阳慈善总会
救助14名“两癌”贫困妇女

本报讯“谢谢慈善总会送来
的救命钱！”5月15日上午，在贾峪
镇邓湾村，65岁身患子宫癌的村民
张爱凤一再向荥阳市妇联主席
赵爱敏，荥阳慈善总会副会长、荥
阳二院院长平秋月和荥阳慈善总
会办公室主任梁艳表示感谢。

当天，她们到贾峪镇看望两名
身患癌症的村民，并分别为她们送
去 5000元爱心款，帮助她们渡过
难关。今年贫困妇女“两癌”救助
项目共救助 14人，救助标准每人
5000元。

走到张爱凤的家门口，大门、
楼房贴着瓷片，看这情况，在农村
也属于很好的居住条件，很难和贫
困联系到一起。可是，听完她的
叙述，生活确实难以为继。前几
年，本来她的家里还是条件不错，
老伴、儿子、儿媳都能打工干活，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可是不幸却
接二连三发生，老伴身患癌症去
世，正值壮年的儿子突发脑出血

导致偏瘫，她本人也被查出身患
子宫癌，屋漏偏逢连阴雨，儿媳妇
也于近期查出肺结核，目前还在
住院，2岁的小孙子也得了肺炎，
一家老小四口人，4个病患。荥阳
慈善总会从贾峪镇慈善工作处了
解到这个情况后，第一时间前往
她的家里进行走访核实，并将她

列为 2019年贫困妇女“两癌”救助
项目的救助对象。

赵爱敏和平秋月鼓励她要树
立生活的信心，社会上好心人会
帮助她的家庭，会尽最大努力帮
助他们。
荥阳时报 王世端
通讯员 王佳 文/图

本报讯 5月16日上午，以“展
示优良品种，加强产品交流，促进
种业合作，引领发展方向”为主题
的 2019年国家冬小麦新品种核心
展示示范暨第二届黄淮麦区小麦
新品种地展博览会在荥阳市城关
乡宫寨村丰德康种业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育种站隆重召开。

来自河南农大、科技学院的多
位教授和种子管理部门领导、国内
著名小麦育种家、优秀企业代表
及经销商 300多人一起走进博览
会展示示范中心即丰德康荥阳育
种基地，现场观摩了参展、参试的
335个小麦新品种。其中，2018～
2019年度国家冬小麦新品种核心
展示示范品种 15个；国家黄淮南
片小麦区试参试品种 150个；第二
届黄淮麦区小麦品种地展博览会
展示品种 170个。展示小麦面积
有 150余亩，严格按照专家组制订

的种植方案规范种植管理，目前
均长势良好。

观摩会期间，知名专家将针对
参展的所有小麦品种按照各种科
学指标进行评价，从中筛选出种植
展示的优秀品种，在有关媒体推
介，并颁发奖牌和证书，设立奖项
命名为“2019年国家冬小麦新品种
核心展示示范暨第二届黄淮麦区
小麦新品种地展博览会专家推荐
品种”。

据国家小麦改良中心学术委
员、研究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全国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河南丰
德康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天存
介绍，黄淮海麦区是全国冬小麦主
要产区之一，播种面积及总产量占
全国的51%以上，在全国小麦生产
中占重要地位。但是长期以来，我
国小麦种植效益不高、科教推融合
不深、产加销结合不紧、优质不优

价等问题严重，影响中国小麦产业
竞争力提升。“实现质量兴麦、绿色
兴麦、品牌强麦，推动小麦产业振
兴，就必须以推动产业发展为核
心，着眼于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
节，搭建合作平台、汇聚各方力量、
创新工作机制、融合产业链条，走
大联合、大推广的路子”。

据了解，这届博览会是由全国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办，河南
省种子管理站主持，由郑州市种子
管理站、郑州市种子协会、河南丰
德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具体承
办。通过此次小麦新品种展示示
范，将继续加快小麦新品种的积极
推广，有效地带动黄淮区域小麦增
产、增效，促进农民稳步增收。同
时，也拉长了产业链条，使黄淮海
区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显
著提升，为农业持续丰收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荥阳时报 苑秀杰

展示小麦新品种 促进种业新发展
黄淮麦区小麦新品种地展博览会在荥阳举行

本报讯 5月17日上午，
阳光明媚、微风和煦，城关乡
在大王村标准化戏台举办了
草根大舞台。

本次活动由城关乡文化
站、乡工会与市文化馆联合
举办，历经为时一周的精心
准备，该乡 9个行政村 17个
节目入选参演。伴随着热情
欢快的音乐，舞蹈《开门红》
拉开了整场演出的序幕。上
集社区选送的独唱《红旗飘
飘》，在听到演唱者动情唱到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
时，台下不少群众不由跟随
着唱了起来，成功激发了群
众的爱国热情；舞蹈《山里人

乐的好潇洒》展现了新时期
新农民的新生活；80岁高龄
的李海仓老人柔中带刚的太
极拳，让群众感受到了一种
仙路峥嵘碧涧幽的境界；小
品《婆媳之间》和独唱《跪天
跪地跪父母》展现了如何尊
老爱老和睦相处，寓教于乐；
端庄优雅的模特秀《水韵江
南》让人感受到江南水乡的
秀美人文；振奋人心的现代
歌舞《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红尘永相伴》《新女人花》
等，悦耳动听、耳熟能详的戏
曲名段，都出自广大民众，现
场节目精彩纷呈。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王琳

城关乡在大王村
举办草根大舞台

本报讯 5月19日是第9
个“世界家庭医生日”，5月17
日上午，荥阳市卫生健康委
组织荥阳市人民医院、中医院
站等医疗单位，在荥阳植物园
好人广场开展了第9个“世界
家庭医生日”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以“携手家庭医生，
共筑健康生活”为主题，通过

发放宣传材料、领取健康饮
食宣传品，提供专家义诊、免
费咨询、面对面介绍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等，引导居民了
解、支持签约服务、主动签
（续）约、主动接受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
荥阳时报 王世端
通讯员 时桂冬

荥阳卫健委
开展“世界家庭医生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 5月14日，荥阳
市组织 30多个有监管职权
的市直单位开展了“互联
网+监管”系统监管事项目
录清单及实施清单梳理编制
培训会，60多名主管领导及
业务骨干参加培训。

会议对梳理范围、主要
任务、工作步骤及工作要求

进行了强调安排，对监管事
项目录清单的认领和实施清
单的梳理编制进行了系统、
详细的操作演示和认真讲
解，确保荥阳市按时完成监
管事项目录清单梳理录入工
作任务。
荥阳时报 王世端
通讯员 王泽澜

荥阳召开
“互联网+监管”事项录入培训会

本报讯 5月20日，荥阳
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一场由
500多人参加的2019年荥阳
市全民健身活动月启动仪式
暨《祝福祖国》柔力球展演活
动在这里举行，掀起了荥阳
市城乡五月全民健身月活动
的高潮。

今年 4月，荥阳市老年
人体育协会举办了为期3天
的柔力球《祝福祖国》培训
班，经过专门培训的参赛选
手，动作规范优美，展演中不

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荥阳市
柔力球运动经过不断发展，
已成为荥阳市的一项特色
运动项目。集体展演后，范
会英、范素琴、张爱萍等 5
位选手，又为大家展演了柔
力球《祖国万岁》《今天是你
的生日，我的祖国》等节
目。这次柔力球展演活动，
是一次对荥阳市柔力球运
动的一次检阅。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郑明驼

荥阳市举办
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