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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15日上午，在
荥阳2.8公里长的棋源路和泽众
路上，有制砂楼、搅拌站等，泵
车、挖掘机漆皮锃亮，诸多企业
展示了最新研制的一代产品，琳
琅满目，人流如织。2020年（第
73届）全国建筑机械及矿山机械
交易会在中国建筑机械之乡——
荥阳拉开帷幕。来自北京、河
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
建、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广
西、重庆等13个省市区的300多
家企业，万余名全国客商云集荥
阳，共同展示全国建筑机械及矿
山机械行业发展成果。

本次交易会由中国建筑金
属结构协会主办，中国工程机械
学会、郑州市政府指导，郑州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荥阳市政府承
办，荥阳市建筑机械协会、郑州
市长城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协
办。此次交易会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经济建设艰难复苏的大
背景下举行，是贯彻落实“六稳”
“六保”及“一联三帮”“三送一
强”等重大战略的重要举措，对
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加强产销
对接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展会展示场地 4万余
平方米，标准展位 1000余个。
展品包括混凝土搅拌输送机械，

挖掘、装载、铲土运输机械，桩工
机械，起重及升降机械，钢筋及
预应力机械，装修与高空作业机
械，钢模板、脚手架维修与清理
机械，矿山机械，农业机械，游乐
设施，各类配件等40多个大类1
万多种产品。与前几届相比，更
多国内行业头部骨干企业，如三
一重工、沃尔沃、柳工、临工等都
参加了本届交易会。展出面积、
参展企业、客商观众数量在受疫
情影响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较好
水平。

开幕式后，多家建筑机械企
业将在中原智谷与经销商代表
签订购销意向合同，并举办2020
年建机、矿机行业发展高峰论
坛，邀请行业专家就混凝土机械
行业现状与发展方向、智能制
造、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
社会责任等内容做专题讲座，促
进产业链重构和资源整合，推动
产业发展不断向精细化、智能化
迈进。

全国建筑机械交易会始办
于 1982年，是行业内稳具规模
和广泛影响力的传统交易、交
流活动，至今已在全国 47个城
市成功举办 72届。荥阳作为中
国建筑机械之乡，分别于 2008
年、2011年、2014年、2017年成

功举办 4次全国建筑机械交易
会。此次交易会上，初步确定
每两年在荥阳举办一次全国建
筑机械及矿山机械交易会。“这
势必会为荥阳建筑机械行业发
展带来更多资源和机会，实现
优势互补，形成规模效应，让
‘中国建筑机械之乡’的金字招
牌更加闪耀出彩。”荥阳市有关
负责人说。

荥阳市建筑机械行业起步
于 20世纪 70年代末，已有 40余
年发展历史，2006年荣获“中国
建筑机械之乡”称号。除了建筑
机械、泵阀之外，荥阳形成了矿
山机械、工程机械、农业机械、游
乐设施、消防器材、有机肥设备
等新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近
来年，荥阳市坚持“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战略，大力发展高端制
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打造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西部核心区“美
丽产业”高地和全省先进制造业
基地，确立了以轨道交通为主的
装备制造和以超硬材料为主的
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以电子信
息、人工智能为重点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
记者 姚辉常
荥阳时报 邓浩浩
通讯员 蒋士勋

本报讯 近日，荥阳市交通
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巩义
市某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所
属车辆逃避非现场检测的违法
行为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作出了罚款 1 万元的行政处
罚。这也是交通运输执法部门
首次针对超限超载运输车辆在
非现场检测系统违规逃避检测
作出行政处罚。

9月 12日零时 57分，挂靠
巩义市宏达汽车运输服务有限
公司的豫 A**92K重型半挂牵
引车载货行驶至荥阳G310赵家
庄检测点时，采取在动态称重检
测区反复通过秤台的方式，影响
称重检测数据，被动态称重检测
监控设备记录全过程。根据该
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
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参照
《河南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
标准》认定为一般违法行为。依
据《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
限超载条例》第二十七条，决定
给予车辆所属巩义市宏达汽车

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罚款 1万元
的行政处罚。

为维护执法公正，促进道
路运输安全规范，荥阳市交通
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对存
在以违法手段影响治超非现场
检测数据逃避检测的行为依法
实施行政处罚。在此提醒广大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请守法
装载安全运输，切莫被利益驱
使搞逃检“小动作”，否则将面
临法律制裁。

相关法规：《河南省治理货
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第二
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
第二款规定，故意堵塞超限超载
检测秩序的，由交通运输综合执
法机构强制拖离或者扣留车辆，
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采取短途驳载、安装影响检
测装置等方式逃避检测的，由交
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
并处一万元罚款。
荥阳时报 朱培远
通讯员 王胜利

本报讯 10月 13日，受国家
标准委委托，周口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何永祥、陈连军、牛得草一
行来到荥阳，对荥阳“无花果种
植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区”建设
工作进行现场考核验收。

考核组通过听取汇报、座谈
交流、查阅资料、实地考察，对荥
阳“无花果种植农业综合标准化
示范区”建设工作进行了全面了
解和评测，并对创建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考核组
认为荥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农业标准化工作，示范项目组织
措施有力，技术服务到位，生产
管理规范，标准体系健全，示范
内容丰富，产品质量安全得到了
进一步提升，促进了农业现代化
转型升级。同时，园区通过基
地建设，既发展了特色农业，拉
长了产业链条，又带动农民增
收，助力产业脱贫，促进了荥阳
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考核组
依据《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管理办法》，一致认为荥阳无花
果种植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区
圆满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最终
以考核综合得分 93分顺利通过
验收。

近年来，荥阳市市场监管
局围绕示范区建设目标，大力
推动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
稳步实施技术标准战略，建立

健全以技术标准为核心，以管
理标准、工作标准为重要组成
的农业标准体系，构建了涵盖
生产、经营、服务共 183项标准
的标准体系。广泛宣传农业
标准化知识培训和相关标准，
提升管理者及从业人员的标

准化意识，培养农业标准化技
术推广人才。推动实施品牌
战略，引导企业建立良好农业
规范管理体系，形成了区域建
设范例。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李斌 文/图

全国建筑机械及矿山机械客商相聚荥阳
13个省市区300多家企业展示行业发展成果

荥阳新添一农产品
标准化综合示范区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支部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10月14日，贾峪镇开
展第三季度党建逐村观摩活动。

本次观摩围绕“亮赛比、创五
星”承诺事项和村“两委”换届后
评估、推进“五星支部”创建、全镇
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挂图作战、集
中攻坚”等重点工作。观摩中，观
摩团深入各行政村，采取听取汇
报和查阅资料的形式，对各村党
组织运行工作进行了实地察看，
现场听取了支部书记汇报。

贾峪镇党委书记吉喆就本
次观摩活动进行总结，并对下一
步工作开展提出要求：要聚焦党
建主体责任，要求各支部书记强
化责任担当，坚持党建工作和业
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主动加

强学习，了解形势，定期研究党
建工作，提高党建工作水平。要
凝聚活力、发挥主体责任，全力
做好党建各项工作。发挥好党
的基层阵地战斗堡垒作用，坚
持和运用好“三会一课”、组织
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主题党
日等基本制度，全面提升党组
织的创造力。要深刻理解党建
工作领导农村工作的意义。强
化党建在业务中的引领作用，
提升服务群众能力，与时俱进，
凝心聚力，全力推进全镇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三项工程 一
项管理”、民生保障、信访稳定
和安全生产、经济发展等各项
工作再上新台阶。
荥阳时报 王利雅
通讯员 王伟萍

科技治超“天眼”揪住违法逃检者
荥阳实行超载超限车辆逃避非现场检测行政处罚

荥阳市住建局召开分级实施
建筑装饰装修管理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荥阳市
建筑装饰装修管理工作，10月
14日，荥阳市住建局组织召开
了建筑装饰装修分级管理征求
意见会，各相关单位及局属相关
科室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
就装饰装修施工许可证办理、图
纸审查、质量安全、综合验收及
违法查处等工作进行分析讨论，
从而为下一步加强装饰装修行
业管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
快构建顺畅高效的监管机制打
下了基础。

目前，荥阳市住建局已草拟
出《荥阳市分级实施建筑装饰装
修工作管理意见》，并经征求各
相关单位意见后报市政府审
批。届时，荥阳市住建局将按照
有关职能，逐步规范建筑装饰装
修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建筑装饰
装修工程质量安全，有力维护建
筑装饰装修活动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不断推动荥阳装饰装修行
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张珂 朱伟鹏

荥阳市贾峪镇开展第三季度
党建逐村观摩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