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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保障节日期间流通
环节食品安全，近日，郑州市市场监
管局一行到经开区开展节前食品安
全督导检查。

督导组一行来到经开区民乐集
智慧化农贸市场，重点察看进货查
验、索证索票、食品贮存条件等方面
落实情况，现场体验农贸市场可追

溯体系，并参观了集科普宣传、快速
检测、投诉举报三大功能为一体的
“食品安全科普宣传站”。督导组对
经开区农贸市场规范化建设工作给
予肯定，并对食品标识标签、检测信
息公示等环节提出指导性意见。

督导组要求，食品经营单位要
高度重视春节期间食品安全工作，

做好索票索证工作，加大监督检查
力度，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要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严格按照有关要
求进一步完善大型商超、农贸市场
信息化建设工作，切实保障辖区人
民饮食安全。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余杨 王东来

走访慰问送温暖 浓浓关怀暖人心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流动人口
管理与服务工作水平，让流动人口过
上一个温暖、祥和、愉快的新春佳节，1
月14日，九龙办事处开展“幸福家庭·
健康先行”春节慰问活动，对辖区内5
户流动人口困难户和2户计生贫困家
庭进行走访慰问，提前为他们送上新
年的祝福和问候，并为他们送去春节
慰问品及慰问金。当天，办事处工作

人员详细了解每户家庭的基本情况，
询问他们在这里务工、生活及子女就
学情况。

此次活动的开展，拉近了办事处
与流动人口的距离，通过面对面的交
流、贴心的慰问，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
支持，有效提升了计生家庭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孙俊茹

本报讯 1月 10日，经开区教文体
局一行到辖区蒋冲小学、后王小学、王
庄小学等开展春节送温暖活动，向各校
困难教师、离退休老教师和困难党员教
师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并给他们送
去米、面、油等慰问品和慰问金，同时也
为偏远农村学校送去了慰问品。

慰问过程中，局领导关切地询问
了困难老师、离退休老教师、困难党员
教师们的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情况，
向他们表达了局党委对大家的关怀与
问候，对他们情系教育、无私奉献，为
经开教育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在谢庄小学，区教文体局一行向

赵利杰等困难教师送上了新年的祝
福，详细询问了每一位困难教师的家
庭情况及目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并鼓
励老师们要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积
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同时，局领导要
求学校一定要多关注困难教师，帮助
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把党和政府的温
暖传递给每一位困难教职工，让他们
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在向离退休教师一一介绍经开区
蓬勃发展的教育佳绩的同时，局领导
鼓励他们能够继续发挥引领作用，一
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为学
校发展建言献策，常回学校看看。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刘晓

为困难教职工发放慰问品
传递关爱温暖

情系计生困难户 春节慰问暖人心

本报讯“请大家不要拥挤，排
队乘车。”“老先生，我来帮你拎行
李，注意车门台阶。”“小朋友，要紧
跟爸爸妈妈排队上车，文明出
行。”……翘首企盼的 2020年春运
集结号已然吹响号角，为更好地满
足广大市民群众在春运期间的出
行需求，营造一个文明、有序的乘
车环境，郑州公交四公司徐亚平志
愿服务队队员们开展了春运“排队
乘车”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身穿红马
甲，头戴小红帽，手持排队乘车小红
旗，来到客流较为密集的公交站台
开展文明排队志愿服务，他们有的在
站点搀扶行动不便的乘客上下公交
车，有的帮助外来务工人员搬运行
李，有的对违反乘车规定和携带“三
品”的乘客及时做好耐心劝阻、解释
工作。在倡导大家排队乘车之余，
志愿者还拿出手机，利用郑州行
APP为大家查询公交车到站情况，

并手把手教大家如何下载和查询使
用，让等车的乘客不再着急，帮助他
们用更方便快捷的方法乘坐公交。
在志愿者的引导下，乘客们都自觉
有序地排起了队伍。

他们用热忱的服务温暖着归心

似箭的回乡人，用实际行动诠释着
志愿者的奉献精神，在这寒冷的冬
日里化为新春一道最炙热的红色风
景，让广大市民真正感受到真情伴
春运、温暖在旅途。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连柏梁 文/图

送服务
手把手教学 帮助乘客更方便快捷地乘坐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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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爱心企业开展慰问活动

本报讯 1月 15日，尽管
数九寒天寒气袭人，经开区
九龙办事处八里湾村村委会
大院里却暖意融融、热闹非
凡，这里正在举行国安检测
爱心企业慰问贫困送温暖活
动。河南省国安建筑工程质
量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云
峰率领企业代表，给八里湾
村 28户贫困户、60岁以上军
烈属家庭送来米、面、粮油和
现金表示慰问，让贫困户过
一个安乐祥和的春节。

据悉，河南省国安建筑
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是成
立于 2014年的一家经开区
企业，已通过中国合格评定
国家认可委员会认证认可、
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资质
认定，并取得河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颁发的检测机构
资质证书的第三方检测机
构。公司始终坚持“国法为
准、安于诚信、检需科学、测
必公正”的质量方针，坚持科
技创新、砥砺前行，做国内一

流检测机构的企业愿景，坚
持科学公正、追求卓越、服务
优质、德赢天下的企业价值
观。公司成立 5年多来发展
势头良好，目前位居河南省
同行业领先地位。在取得骄
人业绩的同时，公司始终不
忘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经
常扶危济困、奉献爱心。

此次活动，国安检测为
28户家庭每户送来 1000元
现金和价值数百元的春节物
资。爱心企业的善举，使贫

困户深受感动，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当张云峰听说 90岁
高龄的村民李银明曾是参加
过抗美援朝的老兵时，又自
掏腰包为老人送上2000元现
金，李银明老人感激地握住
张云峰的手连声道谢。张云
峰表示，为了感谢社会各界
对企业的支持，国安检测今
后将会一如既往地多奉献爱
心，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记者 王赛华
经开时报 李洪永 文/图

拿到新春对联 居民脸上乐开了花

本报讯 1月 14日，数九寒冬，但
祥云办事处王庄村村委大院里却暖意
洋洋，居民们喜气洋洋地聚集在一起
参加郑州市“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馆
小分队和市第七人民医院医疗分队带
来的送文化、送健康下乡活动。

此次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歌
曲、戏曲、义诊等形式，丰富群众的文
化生活，助力乡村振兴。现场，“红色
文艺轻骑兵”的志愿者和医务工作者
或说唱，或表演，或写对联，或开展义
诊，忙得不亦乐乎。

此外，王庄村村委还对2019年度
村 3名好婆婆和 3名好媳妇进行了表
彰，并现场颁发了证书和奖牌。

同时，书法家志愿者们挥毫泼墨，
为老乡们献上了一副副手写春联，为
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增添了年味儿。
拿到飘着墨香的新对联，居民脸上乐
开了花。七院的医务工作者在现场开
展义诊服务，还为乡亲们免费送上了
常备药品及健康资料，并提供了细致
的医疗咨询。
记者 王赛华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弘扬
敬老爱老的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提高社区老年居民生
活的幸福指数，1月 14日，
明湖办事处中烟社区党支
部组织“双报到”党员医生
走进养老院，开展上门专属
服务活动。

参加活动的曾丽敏、黄
新新、李小萌 3名医生来自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心内
科、神经内科等科室，有着
丰富的临床经验。她们耐
心地为患有高血压、糖尿
病、颈椎病等常见病、多发
病的老人诊断病情，制订
适合的治疗方案；为瘫痪
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的老人全方位评估健康状

况，完善健康档案、随访记
录，嘱托老人们生活中应
该的注意事项，并为长期
服药的老人制订了个性化
治疗方案……她们的优质
服务赢得了老人们的连连
点赞。

明湖办事处会继续推
动“双报到”“双服务”工作，
把单位党建与社区党建紧
密结合起来，提高各社区党
支部的组织力、战斗力，持
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建活
动，激发辖区党员参与社会
服务的积极性，努力为辖区
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
服务，使辖区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记者 柴琳琳 文/图

敬老爱老专属定制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 传统的中国人的年，是
从办年货开始的。在中大门可满足
你的一切期待，一站式购遍全球，体
验全球好货带来的美好体验。作为
家门口的“世界超市”，中大门国际
购物公园在今年的春节又会给市民
带来哪些惊喜呢？一起来瞧瞧。

直降千元，促销力度全年最大
2019年，中大门与麦迪逊奥莱

强强联合，在春节期间推出多项促
销活动，奥特莱斯旗下众多知名品
牌推出购物优惠、游乐狂欢、商品打
折等一系列精彩活动，为市民和留
郑过年的外来人员奉上一场丰盛的
节日盛宴。

此外，中大门引入更多体验、文

化类业态，从特色文化、运动健康、社
区友好等方面真正实现了“赋能消费
者”，使中大门成为消费者美好生活
中的一部分。同时还推出“红包进万
家”活动，让消费者在购物的同时体
验中大门带来的祝福和欢乐。

促销品牌所涉及的类别有很
多，既有“文化鉴品专区”“收藏品首
饰专区”等，也有化妆品、母婴、保健
品牌，还有很多数码玩具厂商也都
加入进来。全球珠宝馆推出年货节
专供款，天然南红柿子红手串及天
然绿松石时来运转款吊坠直降千
元，促销力度全年最大。

赶年集品年味，买全球卖全球
值得一提的是，中大门进口超

市更推出年货大礼包活动，精选全
球各地特产，如澳大利亚的牛奶、南
非的果汁、西班牙的橄榄油、泰国的
大米、智利的车厘子、俄罗斯的帝王
蟹、北美的干果、东南亚的零食等，
活动形式包括惊爆价、买赠、第二件
半价等，满足广大消费者的年货购
买需求。

O2O跨境自提店，全球在线购
物优惠。O2O自提店汇集法国、英
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韩
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
家的优质特色产品，2020春节 7天
爆款活动不断，优惠力度更大，在
热闹的春节期间给群众一个温暖
的年味。
记者 王赛华 柴琳琳

送大礼
中大门年货节：邀您购遍全球欢喜过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