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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 12个总投资 128亿余元招商项目成功签约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朱东一） 万

亩龙湖迎贵客，春风化雨踏歌行。 3 月
30 日至 31 日，2021 年淮阳区招商引资
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新松机
器人等 12 个总投资 128.06 亿元的招
商项目成功签约， 一季度招商引资实
现开门红。

市政协副主席、淮阳区委书记马明
超，区长王毅，区委副书记胡东河，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苏中林，区政协主席马自
成，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董鸿等县四

个班子领导及来自大湾区、京津冀等地
区的 100 余位企业家见证了签约盛况。

签约仪式上，马明超指出 ，今天的
淮阳到处涌动着只争朝夕、大干快上的
激情和活力；今天的淮阳人人都在描绘
着春光明媚、五彩缤纷的绚丽画卷。 为
了给投资者提供更好、更优、更舒心的
营商环境，淮阳把 2021 年作为“营商环
境提升年”，深化“放管服”改革，严厉查
处破坏营商环境的违纪违法行为，打造
审批最快、流程最优、效率最高、服务最

好的营商环境。
王毅在致辞中表示，淮阳区将招商

引资作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

动力， 出台了很多优惠的招商政策，打
造了更加优质的发展环境， 为企业回
归、项目回迁、资金回流、人才回乡创造
了更好更优的条件。 淮阳正在成为产业
聚集的“洼地”、返乡创业的“高地 ”、投
资兴业的“福地”。 热忱欢迎企业家带着
新理念、新技术、新项目来淮阳投资兴
业，共享淮阳发展新机遇，共谱发展新

篇章，共创美好新未来。
新松机器人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以虎在大会上发言。 他说：“新松将牢
固树立‘产业意识、双轮驱动’的合作理
念，处理好预期与现实的关系，全力以
赴，用耐心，更用实力分步骤完成淮阳
区机器人智能制造产业项目，为淮阳区
高新技术企业树立典范。 ”

会议由胡东河主持 ， 董鸿致推介
词。 据了解，在 12 个签约项目中，新松
机器人项目投资额最大，达 67.5亿元。

新疆好小伙儿赠环卫工百件方便面
本报讯（记者 侯俊豫） “今年朝祖

会秩序井然、干净整洁。 特别是看到环
卫工人清扫卫生早出晚归那么辛苦，
我想向他们表示谢意。 ”3月 31日，经
营美食摊位的新疆青年麦麦提艾则

孜·亚森向朝祖会上的环卫工人捐赠
100件方便面时，感谢之情溢于言表。

区委副书记胡东河， 区委常委、统
战部长刘淑杰，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区民宗局局长孟华等参加捐赠仪式。

当日清晨，春雨刷洗后的羲皇文化
广场格外干净。在朝祖会美食区域经营
的麦麦提艾则孜·亚森带领朋友将 100
件方便面运到广场上，以此表达对朝祖

会的支持、对辛勤的环卫工人的敬意。
麦麦提艾则孜·亚森称，3 月 7 日，

他来到淮阳后， 在朝祖会美食摊位设
置、用水、用电等方面得到了区民宗局
等单位的大力帮助，他们一行人感觉很
暖心。朝祖会会大人多，但今年羲皇文
化广场及周边街道干净、整洁，出乎他
的意料。

“这干净、整洁的背后是众多环卫
工人辛勤付出的结果。人人为我、我为
人人，给环卫工人送方便面，算是我这
个远道来淮商户的一点心意吧。 ”麦麦
提艾则孜·亚森的肺腑之言感动了现
场的每个人。

“首错不罚” 城管温情执法暖人心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为服务好

来淮游客、增强游客认同感，淮阳区城
市管理局秉承 “一切为了游客 ，为了
游客一切 ”的服务理念 ，全力服务朝
祖会 ，持续提升市容品质 ，积极推行
温情执法、温馨服务，让城市管理更有
温度。

温情执法顺民意

区城管局推行 “首错不罚 ”制度 ，
在执法中发现车辆违规停放， 将在违
停车辆的醒目位置放置 “温馨提示
卡”，通过电话、短信形式提醒车主尽

快驶离，只提醒不处罚。 对长时间未驶
离的车辆， 城管队员先将车辆拖离现
场，恢复市容秩序，在随后对违停车主
进行处罚时， 也不再是机械式的经济
处罚，而是将学习《周口市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作为替代，教育车
主文明停车， 从源头上对违停治理起
到更为行之有效的作用。

在面对流动摊点占道经营治理

上，同样“首错不罚”，对初次违规经营
的经营者， 城管队员将进行劝离 ，并
引导其在划定的经营区域内依法依

规从事经营活动，对屡次违规经营的
经营者，组织集中学习《周口市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不再进行经
济处罚。

设立临时疏导点

区城管局采取疏堵结合管理模

式，在西华门和东蔡河桥、朝祖大道停
车场附近设置临时经营点 120 处 ，引
导流动摊点入驻经营， 对进入经营点
的商户严格管理。 在东、西蔡河桥上划
定工艺品销售摊位， 方便老年人进行
纪念品销售。

成立志愿服务队

从贴心服务游客的工作态度出

发，区城管局在人流量最多的东、西蔡
河桥设立两处志愿者服务点和两个便

民服务点， 为来淮游客提供茶水、气
筒、雨伞、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并免费
向需要的群众发放一次性口罩。他们调
配人员 10 名、车辆 3辆，向出行不便和
遇到困难的游客提供帮助。截至 3月 29
日，帮助走失儿童找到家人 23人次、护
送迷路老人回家 14人次、 帮助求助群
众 70余人次。

今年朝祖会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部门遵循“一切为了游客、为了游客一切”的办会理念，恪守职责，密切配合，呈现出小木屋摊位规范整齐、
广场地面干净如洗、设施安检井然有序、“首错不罚”温情执法、救弱扶残志愿服务时刻在身边等诸多亮点，实现了广大游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木屋摊位规范整齐 经营环境文明有序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为了打造

朝祖会一流的旅游祭祀环境， 羲皇文
化广场综合管理办公室在以往举办

朝祖会的经验基础上， 打破常规，勇
于创新，依托淮阳“一湖一陵一古城”
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全面提升广场
整体经营环境，以良好的风貌呈现给
来淮游客。

标准小木屋取代往年彩棚 。 为了

提升羲皇文化广场整体的经营环境 ，
迎合 5A 级旅游城市创建的标准 ，羲
皇文化广场综合管理办公室打破以

往搭建彩棚的常规 ， 经过多方考
察 、对比 ，合理规划摊位 ，定做高标
准的小木屋 ，以午朝门为中心 、沿蔡
河南北两侧摆放 ， 让游客感受到朝
祖会的品位与档次 ， 成为朝祖会一
个亮点 。 羲皇文化广场摊位木屋的

升级改造 ， 改变了以往游客对广场
会大人多 、脏乱差的不良印象 。为了
展现湖陵相照的特点 ， 新一届朝祖
会撤除羲皇文化广场沿湖区域的所

有经营点位 ， 使广大游客在祭祀参
观的过程中 ， 也能尽赏龙湖的美丽
风光 。

公开竞拍摊位 ，黄金摊位成网红
打卡地。羲皇文化广场综合管理办公

室认真筹划，精心组织，联合财政、公
安 、纪检 、工商 、龙湖管理处 、电视台
等相关单位，对所有摊位进行公开竞
拍 ，广大商户积极踊跃报名 ，拍卖会
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竞
拍者现场叫价，直接交费，使得每名竞
拍者都能够得到称心如意的摊位。 其
中， 黄金摊位以 27.2 万元租金成交，
成为网红打卡地。

游客测量体温井然有序 无人机高空喊话应急疏导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八方游客

齐聚朝祖会，如何做好疫情防控、鉴别
“嫌疑人”、处置突发情况？ 这一系列问
题， 成为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的热点问
题。

为了做好朝祖会期间的疫情防控

工作， 羲皇文化广场综合管理办公室
在广场上设置 4 处安检通道， 配备 48
个最新型安检门、100 部安检扫描仪、8

台箱包查验机， 严查进入安检通道的
人员情况。 新型安检设施具备人脸识
别、体温检测、实时抓拍功能，记录保
存时间长达 3 个月之久， 通过严格的
安检及疫情防控举措， 确保朝祖会期
间疫情防控万无一失。

安全检查与疫情防控压力巨大 ，
广场管理办划分六个网格， 定人定岗
定责，严格网格化区域分工布局，全天

候进行疫情防控、 安全管理、 巡逻排
查，严查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物品，提
醒游客扫健康码、佩戴口罩，体温检测
正常后方可进入广场，确保景区安全。

朝祖会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旅游观

光， 也给广场整体区域的机动巡逻增
加了较大困难， 广场管理办针对这一
情况，及时想法解难，租用新型的无人
机实时巡航喊话， 利用高空远程拍照

录像模式，全观广场各个区域，以备应
急各种突发情况。 同时，提醒广大游客
佩戴好口罩， 不要聚集， 做好疫情防
控；提醒广大商户规范经营秩序，服从
工作人员的管理； 帮助走失走散的儿
童、老人及时找到他们的家人。 通过无
人机不间断巡航喊话， 让来淮游客切
实认识到朝祖会广场管理的规范性与

现代化。

景区赠送环保香 文明祭拜扬新风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施

修兴 ） 一年一度的羲皇故都朝祖会
（俗称二月庙会 ） 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中，日均数万人次的客流量让朝祖会
热闹非凡。 但与往年不一样的是 ，每
位游客手里只拿着 3 支直径不足 0.5
厘米 、 长度不超过 30 厘米的环保标
准香，大包大包的宝、裱、冥币等纸质
祭品不见了，环保而又文明的祭祀风

尚已经形成，蓝天白云出现在了景区
上空。

今年 ，太昊陵景区认真贯彻落实
《宗教活动场所和旅游场所燃香安全
规范》精神，提倡禁烧高香，开展文明
祭祀活动。 一是通过张贴公告、悬挂横
幅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 营造文明烧
香的氛围。 二是联合广场办、城管等部
门，组成联合执法组，对景区周围售香

摊点进行管理， 要求所有售香摊点不
得出售超标香，不得劝说、诱导游客购
买高香、大香，不得恶意向游客兜售高
香、大香，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三是在
景区周边设立多重安检门， 对私带和
偷带大香或宝、裱、冥币的游客进行阻
截。 四是加大对景区内各燃香点的管
理力度，严禁在景区内烧高香、大香、
冥币及纸帛等物品。 对禁烧工作不理

解的香客耐心劝说。 为了满足游客在
太昊陵景区的祭祀需求， 在游客入园
的时候 , 景区随票赠送 3 支环保标准
香。 游客不仅满足了祭祀愿望，还节省
了一笔买香钱。

值得一提的是，在祭祀现场，不时
能看到一些游客手里捧着鲜花或拿着

鲜果之类，进行祭拜活动，一种更加文
明的祭祀风尚正在悄然形成。

“四个强化” 确保广场地面干净如洗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朝祖会开

幕以来， 在区住建局党组的周密部署
下，环卫队提前谋划，自我加压，坚持
“四个强化”， 羲皇文化广场环境卫生
管理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强化保洁力度。 严格要求环卫队
落实第一次洒水降尘及普扫完成时

间，避免出现垃圾清扫不到位、清运不
及时等现象； 在重点区域增加保洁力
量，安排专人定期对垃圾桶、公厕进行

擦拭、保洁，确保朝祖会期间环境干净
整洁。

强化工作创新。 朝祖会开始之初，
环卫队按照平时的方法进行工作 ，效
果不佳， 在朝祖会指挥部的要求和指
导下，及时调整工作思路，统筹兼顾，
点面结合，制定“一、二、三”工作法和
“六个一”工作制度。 “一、二、三”工作
法即：每天一次例会，统一思想，确保
领导指示落到实处；每天两次普扫，确

保路见本色不扬尘；每天三班轮岗，确
保工作无缝隙、垃圾不落地。 “六个一”
工作制度即：机扫过后捡一遍、保洁车
辆冲一遍、果皮箱上擦一遍、卫生死角
清一遍、公厕里外拖一遍、绿带树池过
一遍。

强化后勤保障。 由于庙会会期时
间长、客流量大、任务繁重，除保障环
卫工人早餐外， 为广场内环卫工人提
供午餐，解决就餐难问题，保证环卫工

人不脱岗，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同时为
了体现区委、 区政府对环卫工人的关
心和人性化管理， 在广场设置 4 个环
卫工人服务点，提供开水、口罩、临休
凳子等设施。

强化问题整改。 朝祖会期间，他们
坚持以日志形式将当天工作情况在环

卫工作群内进行通报， 对自身发现的
问题及上级领导指出的问题举一反

三、及时整改，确保问题不过夜。

立体网格防控保民安

严打拦车收费没商量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区公安

局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严密制订安保
方案和应急预案， 投入警力 600 余
人，联合其他安保力量 1800 余人分
布在 10 个安保网格内，明确责任单
位和责任人，采取由公安民警牵头，
景区、广场工作人员、城管队员、保
安员四位一体工作模式， 每个网格
都是一个作战单元， 确保广大游客
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他们从多个层面同步开展现场

安保、交通疏导、勤务保障等工作。
在陵区及广场内开展网格式武装巡

逻，震慑违法犯罪，维护治安秩序，特
别是对于进出口、烧香场所等重点部
位加强秩序维护、 群众疏导等工作，
严防拥挤、踩踏等人员伤亡事故和火
灾事故的发生； 加强城区重点部位、
重要路段的巡逻防控， 提高见警率、
管事率，预防在先，降低发案。 他们加
大对私设停车场、拦车收费等违法行

为的打击力度，目前拘留 3 人，现场
批评教育 16 人，训诫 12 人，联合城
关镇、区交通局查封停车场 1处。

3月 24日中午， 特巡警大队便
衣反扒队员发现在广场网红摊位

前， 一名女子混迹在人群中来回走
动，形迹十分可疑，反扒队员对其密
切观察， 该女子以左肩挎皮包为掩
护实施盗窃。 反扒队员以多年的经
验判断，嫌疑人“得手”后会将财物
及时转移。为了找到她的接头人，反
扒队员一路监视嫌疑人。 在南广场
又一次“得手”后，嫌疑人与接头人
在“亲水平台”准备转移财物时，反扒
队员果断采取行动，成功抓获两名扒
窃犯罪嫌疑人， 并将被盗手机归还
失主，得到群众一致好评。

据悉，仅 3月 27日、28日，淮阳
警方就抓获扒窃犯罪嫌疑人 3 名，
截至目前，共抓获扒窃犯罪嫌疑人 6
名、逃犯 3名、其他嫌疑人 1名，有力
保障了广大游客的财产安全。

真情服务零距离 贴心关爱残疾人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朝祖会开

幕以来，区残联转变服务方式，贴心服
务、真情相待、亲情感化，积极开展残
疾人服务管理工作。 已劝返外地残疾
人 251 名， 帮助 115 人解决临时居住
及饮食问题，树立了淮阳形象。

区残联成立由理事长任组长 ，副
理事长任副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同
时抽调精干力量，以龙都大道为主线，
分两大残疾人服务区，分片包干，由 2
名副理事长负责，责任到人，分 2 组配
备 2 辆残疾人管理服务车， 对城区道

路横向纵向巡视。 巡视车开通以来，为
残疾人服务 350 余人次， 大大解决了
残疾人的实际困难。 同时，设立残疾人
服务站，为残疾人提供全天、全程、全
方位服务。

在服务站里，残疾人志愿者宣传残

疾人自学自强的典型，鼓励残疾人自立
自强自尊自爱，增强他们生活的信心和
勇气，并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对外地愿
意离开淮阳返家的残疾人，志愿者主动
帮其购买返家车票，送到车站，并拍照
留念，保证参会残疾人的安全。

年年朝祖会 牛年亮点多

城管队员对违停车辆进行拍照取证，，提醒车主尽快驶离，，只提醒不处罚。。

环卫工人认真打扫公共卫生间。。

民警着装整齐，，严守岗位，，确保朝祖会现场治安稳定。。

朝祖会上摊位整齐规范，，商品琳琅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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