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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省
已发放
国家助学贷款
35.33亿元

35.33
亿元

●● ●● ●●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对于“郑州市单双号
限行期间从连霍高速公路下站，凭缴费凭证2小
时内不予处罚”这一措施，11月 28日，郑州市交
警支队表示，从12月1日起将取消该政策。

连霍高速公路在郑州市限行区域以内，考
虑到限行初期很多从外地来郑州的车主还不了
解郑州市单双号限行政策，为方便从外地来的
车辆顺利进入郑州市区，郑州市相关部门发布
临时性补充通知：“经连霍高速公路从外地到郑
州的车辆，无论是本地牌照还是外地牌照，只要
凭缴费凭证进入市区，2小时内不予处罚。”

此项临时性便民政策如何落实，警方表示：
一是车辆起始地必须是从郑州地区(含郑州所辖
各县市区)以外的高速公路上站；二是车辆必须
在连霍高速公路郑州段内的沟赵站、西三环北
站、惠济站、文化路站、花园路站、柳林站等站点
下站，并领取缴费凭证，2小时内路面执勤民警
不予处罚，被电子监控系统抓拍录入的，可持收
费凭证到交警支队申请复核；三是限行政策已
经实行一段时间，通过广泛宣传，目前广大车主
都已经熟悉，经报请郑州市政府同意，从12月 1
日起将取消该政策，12月 1日后再出现的违反
限行规定交通违法行为，将予以处罚。③4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11 月 28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今年我省已
向省内高校和考往省外高校的河南籍
学生发放 2018 年度国家助学贷款
35.33 亿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52.82万人，贷款量和资助学生数量均
居全国首位。

我省自 2004 年与国家开发银行
合作探索建立国家助学贷款“河南模
式”以来，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
185.18亿元，资助学生297.58万人次，
累计贷款发放量和资助困难学生数量
均居全国首位。国家助学贷款已成为
我省资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主
渠道和教育脱贫攻坚的重要政策措
施。

尤其是 2016 年脱贫攻坚战打响
后，我省全面贯彻落实《河南省教育脱
贫专项方案》，实现了国家助学贷款政
策对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家庭经济困难

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
困救助供养学生等特困群体的全覆
盖。近3年来，累计资助高校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11.42万人次，发放贷款
7.69亿元，有力助推了教育脱贫攻坚。

为做好助学贷款回收工作，实现
“应还尽还”目标，我省通过“诚信校园
行”等活动在大学生中广泛宣传诚信
理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贷款回收情
况良好。截至今年 10月底，到期贷款
本 金 38.88 亿 元 ，本 金 违 约 率 仅 为
1.22%，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已实现良性
运行。③3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归欣）11 月 27 日
晚，由河南豫剧院三团创排的现代豫剧《重渡
沟》在河南艺术中心精彩上演，拉开了我省脱贫
攻坚戏曲巡演活动的序幕。

扶贫先扶智。近年来，全省文化部门把文化
扶贫融入脱贫攻坚主战场，持续加大文化资金扶
持力度，全面推进贫困地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建设，深入开展“舞台艺术送基层”“千戏送千
村”等活动，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同时，围
绕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典型模范、成功经
验，创作了一批反映扶贫脱贫生动事迹的文艺作
品。目前，我省已有28台脱贫攻坚主题戏曲作品
搬上舞台，涵盖豫剧、曲剧、稀有剧种等类别。经专
家评议，豫剧《尧山情》《百花谷》《柿子红了》、曲剧
《百花谷》《春风化雨》、罗卷戏《夕照凤鸣谷》等12
台脱贫攻坚主题剧目入选此次巡演活动。

此次巡演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扶贫办联合
举办。即日起至2019年春节前，除在郑州演出2
场外，还将在全省33个贫困县各演出3场。③9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1 月 28
日，郑州警方发布消息，自 5月 9日郑
州警民通“就跑一次”上线以来，截至
目前，累计为群众提供网上服务 3200
万次，“面对面咨询”接通量 6万次，网
上预约量达 10万次，群众办事跑腿次
数较之前下降80%以上。

目前，郑州警方推出第一批涉及
交警、治安、出入境、网监等 6个部门
23类 93项“就跑一次”业务。群众只
需关注“郑州警民通”微信公众号，点
击进入“就跑一次”平台，便可咨询办
理这93项业务。

“就跑一次”平台上除公布详细办
事指南外，还设置了电话一键接通咨

询、微信视频“面对面咨询”、网上预约
服务等功能，群众通过手机可以与民
警微信视频通话、面对面交流。目前，
郑州警方已在全市 197 个户政窗口、
12 个交通业务窗口、17 个出入境窗
口、1个消防管理窗口、1个行政审批
窗口、1个网监管理窗口配备了微信视
频“面对面咨询”设备系统，实现了工
作时间实时在线服务。

上班族怎么实现“就跑一次”？据
介绍，上班族可以通过“就跑一次”平
台提前进行预约。目前，警方已推出
周六预约服务，在申请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受理条件的情况下，群众可在周
六到预约窗口单位办理相关业务。

郑州警方负责人表示，通过“就跑
一次”平台上的“面对面咨询”，目前群众
到公安机关办事提供材料合格率上升
到90%以上，跑趟次数较之前下降80%
以上。因提交材料合格率上升，群众在
窗口办理业务等待时间大大缩短。③3

33个贫困县百姓
享近百场脱贫大戏

民生速递

凭连霍高速缴费凭证2小时内不予处罚

郑州此限行便民政策
12月1日起将取消

11月 28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的电力线路工刘淑新正在对设备进行检修。铁路电力检修
工作是个苦差事，野外作业、风吹日晒、登高爬杆都是家常便饭。年复一年，刘淑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身
边的年轻人一起脚踏实地，辛勤工作，为保铁路安全贡献青春的力量。⑨6 王铮 陈伟 摄

台账民生

郑州警民通“就跑一次”上线半年多

网上服务群众3200万人次

今年我省助学贷款量和资助学生数量均居全国首位

50余万学子受惠

更多事项请关注
“郑州警民通”微信公众号

治安类

●户政服务 ●暂住服务

办这些事“就跑一次”

出入境类

●电子普通护照 ●往来港澳通行证
●往来台湾通行证 ●外国人签证业务
●台湾居民业务 ●港澳居民业务

交管类

●交通违法处理 ●机动车业务
●驾驶证业务 ●互联网面签

消防类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网监类

●网站公安备案

瑞光创意工厂：郑州文创新高地
——郑州市二七区老厂房“变身”文化领地纪实

□本报记者 李林 本报通讯员 许琳

郑州市二七区委统战部充分发挥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敢想敢干的精神，

激发了统战工作对象创新创造的积极

性，在充分调动创新创业激情的工作

中，改善新社会阶层人士干事创业环

境，不仅提供政策支持，且提供居住安

置、创新创业等贴心服务，使大量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入驻创业。

瑞光文化创意产业园即是其中

的“范例”。其以“创意、创业、创新”

为导向，集聚创意设计、广告传媒、

影视制作、书画摄影、布艺包装、文

玩收藏、文化培训及电子商务等企业

入驻孵化、加速为主要发展方向。如

今已入驻文化创意企业 76 家，入驻

企业员工 400余人，形成了郑州文创

新高地。

城心老厂房的“变身”

入冬，和煦的阳光打在红艳艳的

枫藤叶上，别有一番滋味与生机。

沿着长有枫藤的郑州市二七区二

环支路，转进一条名叫“瑞光路”的小

巷，眼前豁然开朗，只在街口拐角转身

的一刹那，就好像从市井熙攘、温馨怀

旧的老城区走进了现代、文艺、多彩、

时尚的文化新领地。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瑞光创意工

厂，一处由老厂房“变身”的文化创意

产业园。

“瑞光创意工厂的前身是创建于

1983年 10月 16日的瑞光印刷厂，原

名是郑州市环城印刷厂。1993年 11

月 1 日更名为河南省书刊印刷厂，

1998 年 1月 1日进行股份制改造，更

名为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之后发展为河南民营印刷企业的龙

头。”瑞之光集团总裁张歌伟介绍，

2013 年，郑州市为提升中心城区功

能，加快主城区 15个片区和“一河两

岸”整街坊整片区有机更新改造，瑞光

印务开始动迁。

企业动迁，老厂区内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要怎样安置？她们沉淀着

一段光辉岁月里的骄傲与自豪，同时

也是可以触摸的最真实的回忆与怀

念。未来的日子里，用什么方式保留

她们的“容颜”，同时又能发挥她们的

余热呢？

经过深思熟虑，瑞光印务决定将老

厂房保留下来，将现有园区打造成郑州

文化创意工作者的栖息地。一来是对

城市文化与历史建筑的有效保护，再则

是昔日的厂房蜕变为新型文创产业园，

不仅可以继续创造价值、推动城市发

展，还能实现城市空间的更新。

如此，一处总建筑面积约 3 万平

方米的创意园“诞生”了！

文创新高地的“隆起”

走进园区，如同步入时光隧道。

红砖老厂房安然矗立，耳旁似乎还能

听到早先机车轰鸣，但眼前已经是各

具特色的文创企业的入驻地。

推门进入“吾空空的店”，这是一位

才华横溢的本土插画家的“栖息地”，店

内文艺范儿十足，原创作品都十分具有

新意，不经意地扫上一眼，马上会被深

深吸引，驻足品赏起来。小店内既有流

行元素爆棚的设计，也有可以安坐下来

喝上一口咖啡的小座，头顶的玻璃窗，

还会留给你一抹天空蓝。

“吾空空的店”仅是瑞光文化创意

产业园的一个缩影。

二七区提出依托产业园区，加快产

业项目提质增效、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走

出了一条结构更优、质量更高、效益更

好、优势充分释放的转型升级新路子。

转型升级后的瑞光老厂区改名为

瑞光创意工厂，以“创意、创业、创新”

为导向，集聚创意设计、广告传媒、影

视制作、书画摄影、布艺包装、文玩收

藏、文化培训及电子商务等企业入驻

孵化、加速为主要发展方向。

园区共由3个院子组成：1号院为

主办公区，面积 2万余平方米，包含公

共服务空间和区域，有咖啡、茶及路

演、展览大厅等，目前入驻项目 60余

家；2号院为厂区原貌特色项目区，园

区建筑以上世纪 80年代红砖房为主，

目前入驻项目 20余家；3号院为园区

生活配套空间，包含创意餐厅、公寓住

宿等功能区域。园区定位为打造文创

工作者和机构创业、创作、展示、交流

的创意殿堂，目前入驻的近百家文创

项目，包括众创空间、画廊、艺术家工

作室、设计公司、小剧场等。

如今“吾空空的店”早已成为网红

地，如同它一样情趣别样、文化味道十

足的店铺在园区内还有很多，如专注

布艺包装定制和开发的织耕堂，为爆

款而生的东意堂，集品牌策划、大型活

动于一体的博瑞浩轩等。这里的文化

产品“百花齐放”，形成了省会郑州新

的文创高地。

统战助力园区发展

今年 7月，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赵素萍就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在郑州

进行调研，首站就到了瑞光创意工厂

文创园。这给园区发展注入了莫大

的动力。

据介绍，园区创建以来，在保证招

商推广、装饰改造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

的同时，也在同步推进非公党建工作，

按照十九大精神和“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发展理念，紧紧围绕郑州市委和

二七区委“筑体系 强堡垒 争先锋”和

“136”党建工作整体思路，指导企业推

行了党员“归巢”行动，引导小微企业的

党员将党组织关系逐步转入党支部，又

帮助企业将党支部升格成为党总支，下

设 3个党支部，使党员找到了组织、亮

明了身份，加强了党组织的管理。

二七区全面加强党对新时代基层

统战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的建设与统

一战线工作共融共促，构建起“由党委

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各有关部

门和人民团体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

作格局，使党的领导覆盖统一战线各

领域、贯穿统战工作全过程。

二七区委统战部充分发挥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敢想敢干的精神，改善新

社会阶层人士干事创业环境，不仅提

供政策支持，且提供居住安置、创新创

业等贴心服务，使大量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入驻创业，瑞光文化创意产业园

即是其中的“范例”。

“二七区这些措施的有力推进，为

园区招商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

的促进作用，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瑞光创意工厂企业入驻工作完成

后，预计到今年年底，将孵化和服务近

200家文化创意、科技及互联网企业，

以创业带动就业1500余人，实现产值

2亿元至 3亿元。”瑞光印务副总经理

王凤生说，“未来，瑞光创意工厂将加

快对郑州乃至河南省及中部地区的文

化创意资源整合优化，聚集创新创业

资源，实现创业企业与园区的共赢发

展，成为树立在郑州的一面文化创意

产业新旗帜，为二七区文化产业的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瑞光创意工厂已汇集近百家文创企业

党建带统战，统战促党建，党建统战相融合

二七区委统战部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敢想敢干的精神，使大量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入驻创业

图片由郑州市二七区委统战部提供

来源：郑州警民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