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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省、市防
汛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部署近
期防汛重点工作，7月 3日下午，
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
任张红军主持召开全区防汛工作

推进会议，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赵毅，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杜怀锋带领防指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了省、市防汛调度

会议精神，对高新区汛情进行了
会商研判，就下一阶段防汛应对
准备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
强调：一是牢牢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将省、市防汛工作会议精

神落实到位；二是各单位要加强
排查，特别是河道湖泊、在建工
程、老旧房屋、城市管网、桥梁涵
洞等重点部位，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三是各单位要保持高度警惕，

应急队伍保持在岗在位，物质装
备准备到位，领导干部要靠前指
挥，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聂晓利

本报讯 7月 2日，高新区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红军
出席与上海均和集团招商项目合
作洽谈会，开放创新工作领导小
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郑彦松参
加会议，投资促进中心、梧桐园区
运营中心、郑州高新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郑州高新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与上海均和集团有

限公司就项目投资合作进行洽谈。
上海均和集团成立于 2003

年，先后在新加坡、中国香港、上
海、武汉、重庆、成都等地成立多
家分支机构，同浙江、江苏、山东、
河南、山西、陕西、云南、福建等合
作成立贸易公司，从事大宗商品
国内外贸易相关业务。同时携手
各地方政府和国资平台，与政府

平台合作创建城市发展建设及产
业投资基金，构筑新型服务产业
集群，为城市建设及产业发展解
决资金需求。

张红军就高新区产业发展现
状、项目落地、业态聚焦及模式等
进行深入交流，并明确项目下一
步推进方向。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翟羽佳

本报讯 近日，高新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红军会见河
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党委副书记、
副院长杨明镜一行。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德敏，开放创
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
主任郑彦松，以及创新发展局、投
资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会上，双方就国家气体传感
器产业计量测试中心项目进行了
洽谈。据悉，河南省计量科学研
究院拟在高新区建设国家气体传
感器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围绕气
体传感器产业发展开展计量测试
服务工作，并筹建河南省气体检
测（报警）仪产品质检中心、河南

省氢能产业计量测试中心。
张红军表示，高新区在计量

测试领域有着良好的基础，希望
双方将优势结合，最终在高新区
打造出具有计量检定、检验检测、
认证认可和标准制定等能力的全
国性综合服务平台。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李超

本报讯 6月27日，高新区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赵毅
到石佛办事处百炉屯周边督
查全市防汛备汛工作。他强
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未雨绸缪做好防汛救
灾各项准备工作，坚决守护好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赵毅先后来到药厂街、百
炉屯铁路涵洞等区域实地察
看防汛备汛工作，详细了解防
汛物资储备、管理、调度、水文
水情监测预警等情况，并提出
相应指导意见。

赵毅要求各网格各部门
要全面增强忧患意识，把夯
实备汛各项准备工作作为全

办安全度汛、促进经济社会
稳定发展的重要环节，抓牢
抓细抓到位。要坚持预备预
防和应急处突相结合，强化
防汛抢险物资的储备、调配、
管理和使用等工作，完善应
急演练预案，强化应急实战
能力，奋力下好防汛“先手
棋”，打好防汛“主动仗”。要
加大巡查执法力度、加强对
汛情研判分析、科学统筹调
度水资源，树牢底线思维，全
力做好全办生产生活用水保
供稳供工作。

石佛办事处负责人以及
分包网格负责人参加督查。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王茜

本报讯 6月 28日，全省气象
防灾减灾工作会议以电视电话会
形式召开，高新区在管委会一楼
多功能厅设立分会场，区党工委
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杜怀锋带领
相关单位分管负责人进行了认真

的收听收看。
省、市会议结束后，高新区迅

速召开会议，就下一步防灾减灾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杜怀锋强
调，要迅速全面传达贯彻落实会
议精神，抓紧对各自重点行业领

域的防灾减灾工作进行再研究、
再部署；要实时掌握区域气象变
化，应对突发气象问题；组建各自
应急救援队伍，备齐救援物资装
备，随时做好应急准备。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聂晓利

本报讯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
好第一责任人。高新区工会按照
市总工会“百场安全生产培训进企
业”的通知要求，结合区“送文化下
基层”工作安排，6月23日~25日，
先后在高新投控集团、河南思维集
团、沟赵办事处、梧桐办事处、枫杨
办事处组织开展 5场以“安全管
理”为主题的培训活动。

高新区工会围绕安全生产管
理中遇到的难题、困惑，用实际案
例深入剖析，强调“安全事故最本
质的原因是人的责任心”，指出责
任心的提升方法，促进“要我安
全”到“我要安全”思想意识的转
变，增强职工安全生产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此次培训拓宽了安全
管理工作的思路，促进了安全工

作更加扎实有效。
高新区工会将以此次主题培训

活动为契机，按照“安全生产月活
动”方案工作要求，扎实开展活动，
引导各企业学安全、懂安全、保安
全，增强安全生产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
好，打造安全和谐文明的高新区。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陈爱云

高新区防汛工作推进会召开

研判、部署下一阶段防汛应对准备工作

区领导出席与上海均和集团招商项目合作洽谈会

本报讯 6月 27日上午，高
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张红军会见华润微电子CFO兼董
事会秘书吴国屹一行，就华润微
电子业务合作、投资合作等相关事
宜进行座谈。开放创新工作领导
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郑彦松
参加会见。

张红军表示，华润微电子在

传感器及集成电路领域均已具备
较强的产品技术与制造工艺能力，
形成了先进的特色工艺和系列化
的产品线，希望双方围绕核心优
势、提升核心技术及结合内外部资
源，共同打造世界领先的功率半导
体和智能传感器产品与方案，推动
传感器产业高质量发展。

吴国屹一行在会见前先后前

往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汉威
科技集团进行考察，了解了高新
区传感器产业发展现状、MEMS
中试平台建设等情况。

据悉，华润微电子拟与高新
区通过功率半导体、智能传感器
领域产品业务合作为牵引，开展
资本合作、生产合作。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李超

区领导会见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一行

打造高水平的全国性综合服务平台

区领导会见华润微电子一行

共同推动传感器产业高质量发展

高新区组织收听收看全省气象防灾减灾工作会议

安排部署防灾减灾工作 随时做好应急准备

高新区工会开展“安全管理”主题培训活动

增强自觉性和主动性 打造安全和谐文明高新区

本报讯 6月 26日，高新
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张红军调研枫杨办事处关庄
村安置房交付小区，察看小区
环境、配套设施等建设情况，
详细询问安置面积、房屋套
数、回迁人数等具体内容，并
对安置区部分剩余工程收尾、
商业房招租等提出具体要
求。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赵毅陪同调研并出席当
天新房交付活动。

此次关庄安置房交付包括

约1200套13万平方米住宅。安
置房建设惠及千家万户，关乎回
迁群众切身利益。近年来，高
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始终把安
置房建设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重要举措，深入推进新型城
市化建设工作，着力提升辖区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满
意度。此次安置房交付，是高
新区又一件民生实事的顺利落
地，是改善辖区民生福祉的又
一体现。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丁彦丁

区领导调研枫杨办事处关庄村安置房交付工作
着力提升人民群众
幸福感获得感满意度

区领导到石佛办事处药厂街督查防汛情况
坚决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今
年防汛工作，6月 26日，高新
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杜怀锋到石佛办事处调研防
汛风险隐患点，区生态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
主任孙君甫陪同。

杜怀锋一行先后查看贾
鲁河以及五龙口明渠堤防
现状防洪影响工程进展情
况、渗水点、沿河堤防道路、
堤坡杂树等现场，对贾鲁河
沿线堤防道路整修、堤城杂
树清除等问题进行交流 ,对
防汛薄弱环节提出建议。

又到后勤仓库查看防汛物
资的储备情况，并强调按照
防汛物资储备定额，查漏补
缺、及时补足。

杜怀锋要求后勤部门要
全面排查各种安全隐患，要随
时保持战备状态，确保汛情发
生时应急处置及时迅速，保障
群众安全。

目前石佛办事处领导班
子成员严格执行 24小时领导
带班制度，各部门值班人员已
做好防汛应急处置工作，确保
反应及时、运转有序。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王茜

区领导到石佛办事处调研防汛风险隐患点
全面排查安全隐患 保障群众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