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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郑州市疫情防
控需要，7月 13日，根据高新投控
集团部署，高新智慧运营集团组
织 150余人再次奔赴科学大道卡
口，与公安、交警、医护人员联防
联控，坚守筑牢防范疫情输入第
一道防线。

7月 13日晚上 11点，智慧运
营集团在接到上级通知后，科学
统筹、积极组织。一组组长付兵
说：“这是我第三次参加卡口执
勤，分别在 2020年及 2022年 1至
6月执勤，作为疫情防控第一道防
线，将‘大门’守好是每一位党员
志愿者的使命与担当，我们将继
续坚守，当好人民群众安全的守
门员，为抗击疫情贡献一份力
量。”组长付兵及组员各项工作有
条不紊的准备后随即全身心投入

卡口执勤工作中，对入郑车辆人
员测体温，核对行程码、健康码及
核酸检测等情况。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站好卡
口，守好家门！这是高新智慧运营
集团党员志愿者继1月6日至6月
25日卡口执勤结束后，再次出征，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截至7
月 14日，科学大道出入口当天查
验省外入郑车辆412辆，省外入郑
人员 434人；省内入郑车辆 2828
辆，省内入郑人员3066人。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杜宁宇 文/图

本报讯 7 月 7 日，面积达
9000多平方米的梧桐建材便民
服务中心正式谢幕闭市，随后高
新区城市管理局将组织对该市场
违建房屋进行集中拆除，此举打
响了郑州高新区自建房安全整治
行动的“第一枪”。

“必须高度重视，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将人民群众的生命
安全摆在第一位。”7月7日下午，
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
任张红军在现场进行督导时强
调。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
副主任杜怀锋等参加了现场督导
活动。

当天下午，位于合欢街与银
屏路交叉口附近的梧桐建材便民
服务中心已经被围挡围了起来，
四层建筑的市场已经是人去楼
空，也意味着经营 6年有余的建
材市场将正式关闭。

据介绍，梧桐建材便民服务
中心建设于 2016年左右，主体建
筑为二层，局部四层，共计
9044.04平方米。市场共有建材
家具类商户 68家，拆除工作存在
很大阻力。

经第三方机构鉴定，该市场
房屋建筑安全等级评定为D级，
目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必须及

时拆除，保障人民安全。自建房
安全涉及千家万户，高新区党工
委、管委会高度重视，并抓住此次
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的工作
契机，决定对梧桐建材便民服务
中心的历史违章建筑进行拆除。
梧桐办事处专门成立了梧桐建材
便民服务中心拆迁指挥部。

在前期工作中，梧桐办事处
领导多次现场调研、部署工作。
他们现场调度、现场解答，及时化
解了部分群众对拆违工作的不理
解、不支持，使梧桐建材便民服务
中心拆违工作保持了良好态势。
历时 5天攻坚工作，该市场 68户

商户已全部顺利分流，市场内完
全搬空，商户押金、租金核算已经
全部结束。

“在这里经营很久了,现在说
拆就拆,确实心疼,但办事处领导
带着工作人员一户一户地跟我
们沟通交流，给我们讲市场的安
全隐患、政府的帮扶措施，了解
我们的难处，我非常感动,也愿
意配合搬迁工作。”在当天的观
摩督导活动现场，商户代表张先生
表示。

梧桐建材便民服务中心拆迁
指挥部指挥长、梧桐办事处主任
赵庚阳总结时表示，本次搬迁工

作为下一步的违建拆除打下了良
好基础，也为郑州高新区自建房
安全整治行动打响了“第一枪”，
9000多平方米的体量也将成为
高新区自建房违法建筑拆除的一
个标志性事件。

最后，梧桐办事处党工委书
记张艳茹强调，要坚守依法拆违，
严格按照拆除违法建筑操作规程
实施违法建筑拆除，把工作做细、
把道理讲清，深入了解每家商户
的困难和需求，积极解决商户的
困难和问题。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通讯员 韩若馨

高新区打响自建房安全整治行动“第一枪”

梧桐建材便民服务中心谢幕闭市

本报讯“太谢谢你们
啦！拿到这钱心里踏实多
了，多亏你们，真是帮了我
们大忙，不然我都要眼睁睁
地看着这个园子里的果子
慢慢烂掉，真是太感谢咱郑
州公交‘虎萍党员帮帮团’
了，谢谢！谢谢！”7月 5日，
荥阳果农陈先生拿着 3000
元钱激动地对公交志愿者
们说道。

原来，半个月前，在B12
路公交车厢内，一名正在打
电话的老年乘客引起了公
交一公司四车队车长姚斌
华的注意。经了解，该乘客
姓陈，大约 60多岁，是荥阳
市广武镇胡村的果农，今年
他家的苹果丰收足有 1000
多斤，但他的儿子又因工作
没办法回家帮忙，家里老伴
还因身体不太好不能过度
劳累，两个人还需要照顾 7
岁多的小孙子。看到陈先
生打电话时望着窗外的愁
容，姚斌华坐不住了，他想
起了自己老家以种庄稼为
生的父母，非常理解陈先生
当时的心情。

于是，趁着等红绿灯的
时间，姚斌华走到陈先生面
前，以自己喜欢吃苹果为由
留下了陈先生的电话。回
到调度室后，他把路上发生
的事情告诉了党员调度员
秦占丙。作为“虎萍党员帮
帮团”的一员，细心的秦占
丙留下了陈先生的电话，并
告诉姚斌华会向上级部门
反映，等到苹果成熟的时
候组织志愿者一起去帮忙
采摘。

7月4日早上，秦占丙与
陈先生电话联系，得知苹果
已经成熟，采摘价每斤两元
钱。他立刻通过车队工作
群发出了“虎萍党员帮帮
团”爱心助农活动的通知，
各线路广大党员职工积极
响应参与购买，消息发出2个
小时，就已经预订了400多斤
的苹果，随着订单的不断增
加，截至下午6点订单已经达
1000多斤。就在 7月 5日下
午志愿者赶往果园路上，需
求数量还在不停上涨，一共
卖出去了1500斤。

7月 5日下午 3点左右，
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但丝
毫没有影响公交人助农的
那颗热忱之心。大家准时
赶到了陈先生的果园。看
到志愿者们如约而至，陈先
生脸上瞬间露出了灿烂的
笑容。在园子里，大家分工
明确，采摘、收集、分拣、称
重……脚下踩着是泥泞的
助农之路、脸颊和衣背流淌
的是志愿精神的热血、手里
分拣的带着些许泥渍的希
望之果，热情、欢笑赶走了
疲惫和辛苦的情绪，一片祥
和氛围中，志愿者们与陈先
生一同享受这丰收的喜悦。

“您好！这是我们购买
1500斤苹果的钱，您收好，
以后有什么困难还可以联
系我们，我们公交志愿者一
定会尽力提供帮助，帮您解
决困难的。”离开果园时，秦
占丙把购买苹果的 3000元
钱交到了陈先生手里。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时凯歌 文/图

时隔18天
高新产投志愿者高速卡口再当“守门人”

本报讯 7 月 14 日，骄阳似
火，郑州西三环北站高速出入口
交通服务站，身着红马甲的高新
产投集团亿博物业的王志鹏汗流
浃背，正不厌其烦地为一过路司
机引导扫码。查验过后，引导车
辆迅速通过。

郑州西三环北站高速出入口
被誉为郑州的“北大门”，进出车
辆川流不息，时刻不停。7月 13
日22时27分，郑州市发布2022年
第120号通告，调整来（返）郑人员
政策，再次在郑州高速入郑口设
立交通服务站。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任务再一次被高新产投集团
领到，“现场反光锥、场所码已就
位。”当日 23时，高新产投集团亿
博物业公司反应迅速、高效执行，
第一时间赶到西三环北站。

“要严格执行现有政策，对来
往车辆人员做好解释工作。”7月
13日深夜，产投集团交通服务站值

勤微信群内消息不时更新动态。
根据郑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最新部署，高新产投集团值勤志愿
者抢时间、抓落实、即到位，迅速反
应、协调联动，跑出疫情防控“加速
度”。集团副总经理乔磊部署人员
安排，亿博物业公司志愿者整理现
场物资。7月14日零时，物资准备
到位，亿博物业公司志愿者配合默
契、精密分工迅速开启查验模式。

早8点，西三环北站已有不少

车辆入郑。为应对早高峰车流量，
高新产投集团总经理陈金阁带队
增援交通服务站值勤工作。指导
学习最新疫情防控政策、科学部署
现场工作、仔细查验司乘人员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

这是继 6月 25日交通服务站
撤除，时隔18天后，产投集团志愿
者再次集结响应、冲锋在前。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通讯员 刘晓改 文/图

高新智慧运营集团再出发
助力高速卡口执勤战疫情

坚守高速卡口 共筑安全屏障 公交党员献爱心
3000元助农款解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