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绷紧安全之弦 树牢底线意识

高新区召开党工委（扩大）会议
本报讯 在高新区日前召开

的党工委（扩大）会议上，高新区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红军
专题听取了高新区前三季度安全
生产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汇报，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安
排再部署，强调各有关单位绷紧
安全之弦、树牢底线意识。

安全生产是人命关天的大
事。当下全市即将进入供暖，燃
气等需求将进入高峰期，这是以

往事故的高发时段，安全生产要
特别警惕。

张红军强调，各级有关部门
务必把安全生产摆到重要位置，
持续做好防灾减灾、安全生产、交
通安全管理等各项工作；消防部
门、环保安监部门要全力以赴，全
面开展排查，特别是消防部门作
为“主力军”，要牢牢守住安全生
产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监管部门要尽职尽责，

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
自身责任的履行倒逼生产主体履
行责任；各办事处要落实属地责
任，监管部门加强安全生产监管，
企业要强化主体责任落实，关键
部门和关键岗位要加强 24小时
值班制度，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维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
会发展稳定大局。
记者 孙庆辉

区领导调研督导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本报讯 近日，高新区人大工委

主任张良才带队到双桥办事处郭村
新城调研督导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调研中，张良才详细查看双
桥办事处辖区内道路及周边文明
城市创建整治情况，对道路及附
近小区地基维修、道路整治、秩序
恢复情况进行督导，要求尽快整
改恢复基础设施，为群众营造良
好的生活环境。要不断强调加强
疫情防控，对于医疗行业，如药
店，要加强药品登记工作，落实疫

情防控要求；对于服务行业，如理
发店，从业人员应持有健康证，严
格做好消毒工作。

针对调研中小区附近违章停
车现象，张良才督促有关负责人尽
快做好沿街车位规划工作，与交通
部门联合做好备案，加大地下停车
场引导力度，促进居民养成文明停
车习惯。同时，他对办事处辖区各
社区（村）服务中心、党群活动中
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服务
站的标准化建设提出要求。

最后，张良才提出，深化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功在利民，全
区要严格对照文明城市创建新导
向、新要求，牢固树立“一盘棋”思
想，认真对照创建标准，明确各方
职责，做到突出重点、破解难点、
打造亮点，在省会创建文明城市
工作中做出高新贡献。

双桥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党
群工作部、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陪同调研。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陈晓娜

区领导带队到索河开展巡河工作

持续巩固提升索河水环境质量
本报讯 高新区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主任、索河区级河长
王德敏日前到索河查看河道水
毁、灾后修复及河道运行等情况，
现场听取沟赵办事处关于“清四
乱”专项整治的情况汇报。

王德敏强调，一要提高政治
站位。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实好河长制

各项工作要求，做到守河有责、守
河担责、守河尽责。二要加快水
毁处修复。要加大工作推进力
度，加强资金和施工力量保障，在
保证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
下进一步加快河道水毁处修复进
度，全面提升辖区内河道防汛抗
洪和防灾减灾能力。三要压实属
地责任，沟赵办事处要坚持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做好
河道巡查工作，确保问题早发现、
早处理、早解决，持续巩固提升索
河水环境质量，确保索河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

沟赵办事处和有关村委负责
人陪同巡查。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李林育

区领导调研全区教育工作开展情况

不断提升教育质量
打造高新教育高地

本报讯 近日，高新区党
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赵毅
专题调研教育工作，就“双减”
落实、学前教育发展、课程改
革、校园安全治理等当前教育
重点工作和民生热点进行详
细了解和深层交流。

在座谈会上，高新区社
会事业局相关负责人汇报了
全区教育事业发展总体情况
以及围绕“五育并举”取得的
突出成绩，重点介绍了全区
学位供给、学校项目建设、落
实“双减”政策、校外培训机
构治理、教师队伍建设、校园
体育美育成绩等情况，分析
了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提出了相关工作建议。

赵毅首先充分肯定了近年

来高新教育事业取得的成绩和
进步。针对当前的问题和困
难，他要求，要坚持将增进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摆在优
先位置，切实落实“双减”政策，
不折不扣落实省、市相关要求，
推动“双减”和“五项管理”工作
落实落细，切实减轻中小学生
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
成长。

赵毅强调，区党工委、管委
会高度重视教育工作，距离
2021年结束还有两个多月，希
望大家紧扣年初目标任务，不
断提升教育质量、深化教育内
涵，圆满完成重点工作目标任
务，打造高新创新高地、人才高
地、教育高地。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王鹏妹

致敬“城市美容师”

高新区409名环卫工人受表彰

本报讯 在河南省第二十四
届环卫工人节来临之际，高新
区日前举行环卫工人表彰大
会，对325名城市美容师、84名
防汛先进个人进行表彰，鼓励
广大环卫工作者在本职岗位上
再展风采、再创佳绩。高新区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杜怀锋，高新区城市管理局局
长张云波，高新投控集团董事
长尹辉等出席会议。

尹辉说，环卫工作是一项
光荣而崇高、平凡又伟大的事
业。长期以来，高新区环卫绿
化养护工人持续发扬“宁脏我
一人，洁净千万家”的无私奉献
精神，战严寒、斗酷暑，抢时间、
抓节点，营造了整洁有序、和谐
优美、宜业宜居的高新区城市
环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特别是 7月份以来，在暴
雨防洪抢险中，全体养护人员
闻令而动、不分昼夜、攻坚克
难，仅用 3天时间就完成道路
冲洗、公园清淤、河道恢复等工
作，实现了高新区道路的全面
正常通行；克服道路不畅、垃圾
收集点变更等困难，汛后第 3
天就完成区内500余吨积存垃

圾的清运工作，实现了垃圾日
产日消，保障了区内垃圾清运，
保持了高新区小区、街道的清
洁。84名防汛先进个人是他
们的突出代表，他们担当作为，
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
业绩。

据了解，在高新区，4600
多名绿化环卫养护工人每天要
管养 1600万平方米的道路和
绿地，“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
泥”是绿化环卫养护人员的真
实写照。

杜怀锋强调，环境卫生是
一座城市的窗口和名片，也是
打造宜居宜创宜业智美新城的
重要保证。城管部门要充分做
好后勤保障，真正做到政治上关
怀、工作上支持、生活上辅助，增
强工人的积极性。要加大对环
卫工作的宣传力度，形成人人理
解、支持和关心环卫工作的社会
新氛围。希望广大环卫工人要
以先进为榜样，以更大的热情投
入到工作中去，为建设“西美”
高新做出新的贡献。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通讯员 阎静 文/图

本报讯 11月 1日，以“感知
世界·智创未来”为主题的 2021
世界传感器大会在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开幕。中科协党组书记、副
主席张玉卓通过视频方式致辞，
省委常委、副省长费东斌，市长
侯红出席并致辞。

方家熊、张玉奎、赵连城、
张学记、沈卫明等院士、专家，省政
府副秘书长魏晓伟，省科协党组书
记王新会，省委外办副主任李冰，
省发改委一级巡视员郜义，省科
技厅副厅长刘英锋，省工信厅副
厅长田海涛，副市长史占勇出席。

费东斌在致辞中表示，传感
器产业是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
智慧城市等领域发展的重要支
撑。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传感
器产业高质量发展，出台了传感
器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和产业链现
代化提升方案，建立了产业链“双
长制”工作机制。目前，我省传感
器产业已形成了多门类研发产业
化能力，建立了创新联盟、行业协
会等一批创新机构，构建了郑州·

中国智能传感谷，开封、洛阳、鹤
壁、新乡、三门峡、南阳等“一谷多
园”发展格局，呈现出了良好的发
展态势。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契
机，努力打造世界传感器大会、核
心企业集聚、郑州·中国智能传感
谷“三大品牌”，着力推动智能传
感器产业大平台、大中心、大生态
“三大发展”，积极提升河南省传
感器产业吸引力、影响力，积极完
善人才发展和科技创新政策，深
化体制机制改革，为传感器产业
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侯红在致辞中说，近年来，郑
州市把智能传感器作为重要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强力推进智
能化、网络化、集成化发展，打造
了郑州·中国智能传感谷，搭建了
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创新联盟
等平台，聚集了一批创新型龙头
企业，形成了覆盖智慧城市、工业
应用等领域传感器产业链。郑州
市将借助世界传感器大会这一平
台推进“五链”深度耦合、“六新”
加速突破，抓牢传感器研发设计、

加工制造、材料设备等关键环节，
深化技术、产品、服务、应用等创
新，完善“人才+项目+资本+场
景”模式，以一流政策、一流生态
集聚一流人才、引进一流企业，加
速智能终端、智能网联汽车、大数
据等传感器关联产业集群发展，
着力建设千亿级智能传感器产业
基地，塑造全球传感器产业的“郑
州符号”。

开幕式上，与会领导和嘉宾
为河南省智能传感器产业链联
盟、行业协会单位授牌，向郑州市
授予“郑州·中国智能传感谷创新
基地”称号，19个重点项目方代
表和郑州市高新区现场签约，并
发布郑州高新区“智能传感器产
业大脑”平台。

本次大会为期三天，分为传
感器大会、传感器创新大赛、传感
器产业科技成果展三大板块，来
自全球10个国家170家企业展示
新产品新技术。
河南日报记者 何可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世瑾

2021世界传感器大会在郑开幕
构建产业生态 提升科创活力 加快推动传感器产业高质量集群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