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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上午，2022 中国·豫西（洛阳）第二十一
届国际名车展在洛阳会展中心隆重开幕。这是
本年度我市举办的首场大型汽车展会，共吸引56
家经销商带来41个品牌，参展车型近500个。

近日，多重促进汽车消费政策接连发布。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大汽车消费支持力度的政
策，强调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财政部和国
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针对符合条件的车辆，
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在政策和市场驱动下，全
国各地、各类车展定档6月、7月举办，不仅是今年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会展“重启”的生力军，也是各
地政府促进消费、拉动内需的重要平台。

2022中国·豫西（洛阳）第二十一届国际名车
展是我市“寻味古都 约惠当‘夏’”促消费活动的
重要内容之一，由市商务局、市节会服务中心指
导，洛阳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支持，中国
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日报报业集
团、洛阳广电传媒集团联合主办。作为豫西地区

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展商最多、车型最丰富的
车展品牌，本届名车展展出规模达 4 万平方

米，分室内和室外两大展馆，涵盖豪华、进
口、国产、合资等品牌，展示车型涵盖乘
用、商用、商务、新能源，更有摩托车、电
动车、燃油车等，满足大家一站式优惠
购车需求。

本届车展将持续到 26 日。洛报
融媒记者在现场看到，在本届名车展
上，新能源汽车无疑成了主力军，不
仅有东风日产、哈弗、比亚迪、五菱等

传统品牌，小鹏、哪吒、华为等“造车新
势力”，还有创维、合创、睿蓝、腾势等新

能源品牌首次参加。尤其是比亚迪和五
菱两个品牌，更是分别打造了超 600 平方

米的展区，展示了几乎全部车型，吸引不少
市民。

对车迷朋友们来说，首发新车最受瞩目。在
23 日的开幕式上，6 款新车与观众见面，分别是

林肯 Z、小鹏汽车 P7、东风本田 e:NS1、WEY
坦克 500、哈弗大狗追猎、欧拉芭蕾

猫等。
在车展现场买车，优惠

肯定不止一点点。消费者
现场购车即可领取 1 万
元消费券补贴，还可获
赠体彩大乐透彩票、参
与红包抽奖等活动。
车展期间，现场扫车
展二维码还能参与抽
汽车活动（每天可参
与一次），26 日 16:30
将现场抽出终极幸运
大 奖 ，奖 品 是 价 值

43900元的奇瑞冰淇淋
甜筒款一辆（使用权）。

洛报融媒记者 李迎博/文
张光辉/图

作为偃师区伊洛路街道许庄社区的党支
部书记、居委会主任，39岁的丁强强可是社区
里的“红人”。提起他，不少居民都会竖起大拇
指，因为他不仅是社区里的“实干家”，他的家
庭还是大伙儿有目共睹的文明家庭。

“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我是在父亲浓厚
的家国情怀影响下长大的，他告诉我，帮助别人
就是帮助自己。”谈到自己的成长经历，丁强强
这样说。走上工作岗位后，他义无反顾地加入

了社区服务中心，后被群众推选为“带头人”，
“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就像父亲说的，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丁强强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近年
来，许庄社区持续加大文明社区创建力度，除了
实施街道改造搭建徽式建筑、修整绿化等硬件
设施提升工程，还积极搭建社区舞台，以内容多
样的文体活动来丰富居民们的业余生活。

许庄社区居民邱向娜告诉记者，丁强强为
大伙儿做的事儿，大伙儿都看在眼里，“他在我
们社区的居民认同度可高了”。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除了担任社区职务，
丁强强还是一名民营企业家。“这是父亲留下
的厂子，我希望用厂子帮助更多困难群众解决
就业问题。”丁强强说，在企业经营中，他坚持
诚信为本，并优先将困难群众吸收进工厂，以
增加他们的收入。

和谐的家庭离不开夫妻二人同心协力的

经营，丁强强家也不例外。在丁强强的爱人张
孟轲的眼中，丈夫不仅是她知冷知热的爱人，
也是她风雨同舟的战友。“他想做的我都支持，
我想做的他都赞成。”张孟轲说，他们夫妻二人
都热爱做公益，每年腊月都会为社区里的困难
老人送上新棉靴，遇到社会突发事件，也总是
不谋而合地在第一时间捐款、捐物。

偃师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说，丁强强的家
庭是传承好家风的典型，父亲曾用家国情怀影
响他，现在他也在用更大的能量去影响、造福
更多的人。

洛报融媒记者 王若馨 实习生 刘淼淼
通讯员 温宏杰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李雅君 通讯员 董翠翠）
23日，市妇联、市农业农村局在新安县联合举办“五美庭
院”创建工作现场推进会。

“五美庭院”以“整洁美、卫生美、绿化美、文明美、和
谐美”为创建目标，将乡村建设的“外在美”与“内在美”
相结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弘扬文明家风，推动美丽
乡村建设。会议指出，今年全市“五美庭院”创建覆盖
率将超 85%，年底前计划选树市级“五美庭院”示范户
100户。

据悉，围绕“五美庭院”创建工作，市妇联持续开展
“庭院环境治理、生活垃圾分类、巾帼志愿服务、品牌活动
打造、文明家风培育”五项行动，在全市推广“四组一队”
工作模式，分别成立发展组、权益组、宣教组、家风组和巾
帼志愿者服务队。截至目前，全市村（社区）“四组一队”
成员87000 余人。市妇联还依托“税福家·新农妇女学
堂”，开展妇女技能培训，提升妇女素质，帮助妇女投身产
业发展、乡村振兴等工作。

市妇联负责人表示，全市各级妇联组织将持续带领
广大妇女积极投身“五美庭院”创建行动，充分发挥妇
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独特的优势和作用，让美丽庭院
建设成为每个家庭的自觉行动和良好习惯，助力改善
我市农村人居环境，为推进全市乡村振兴工作贡献巾
帼力量。

今年全市“五美庭院”
创建覆盖率将超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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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通知 注销公告 启事
咨询电话: 63217552 13721611416

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 河南省优秀律师事务所
接待电话：0379-60850118律所地址：洛阳市洛龙区五环街中弘府邸D座102

打造中原地区社会认可、客户信赖的法律服务业品牌。

●洛阳隆中重工机械有限
公司公章丢失，章号：410305004
7242，声明作废。●编号为 T410859185，姓
名为江明泽，出生日期为2019
年8月12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王俐购买七彩龙都 23-
101号房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原
件（壹份）丢失，合同编号：YS011
5005，房屋代码：414880，声明
作废。●李海霞购买洛阳升龙置

业有限公司升龙广场商品房一
套发票遗失，发票号01665283，
金额863568元，声明作废。●编号为H410237886，姓
名为亢思慧，出生日期为2007
年9月19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洛阳优壳宝宝环保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丢失，
核准号：J4930015851101，声明
作废。

注销公告
新安县铝业协会（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1410323

MJF927080J），经会员大会同
意现决定清算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联系处理相关事宜。联系
人：高雪霞，联系电话：0379-
67333501。

遗失声明 寻亲公告

我辖区高村
镇王莽村村民李
小明、王玲花夫
妇 于 2017 年 5
月 20 日在三门
峡车站附近遇遗

弃男婴，抱养回家。孩子出生
日期 2017年 3月 11日 8时 0
分，起名李金宝，现寻找其亲
生父母。有知情者望与宜阳
县公安局高村派出所联系。
电话：0379-68908180。

宜阳县公安局高村派出所

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社风
清。良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的最大财
富。在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家庭，他
们以孝老爱亲、踏实肯干、助人为乐等
的家风故事，凝聚展现城市文明力量。
即日起，本报开设《文明家庭树新风》栏
目，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23日，在宜阳县香鹿山镇留村的花椒园里，一粒粒
花椒挂满枝头，山风吹来，椒香扑鼻。返乡乡贤王金海正
穿梭园间，认真查看花椒长势。

今年46 岁的王金海此前在外地经商，2020 年一次
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当地椒农在采摘晾晒花椒的过程
中，很容易因为操作不当，导致花椒发黑，影响销售。
原来，花椒对采摘晾晒条件要求较高，必须晴天采摘，
且要及时晒干，一旦晾晒不及时或出现返潮，表皮就容
易发黑。

在王金海看来，好好的花椒，辛辛苦苦种了一季，因
为卖相不好影响销售，实在是可惜。商业嗅觉敏锐的他
也看到了当地种植户对于花椒深加工的需求。当年，王
金海就在香鹿山镇留村流转了100亩土地种植花椒，同
时开工建设花椒加工车间。

2021年，花椒加工车间正式投用，车间内的智能化
烘干机，每天可加工 5 万余斤湿花椒。椒农刘小安说：

“去年花椒丰收季，工厂早早就开门了，我们啥时候来
送，啥时候都有人。这机器炕出来的花椒，通红通红
的，壳籽分离，比露天晒得好多了。今年，花椒熟了，还
来金海这儿。”

传统花椒采摘难度大，一不小心就会被花椒刺扎
伤。作为当地种植大户，王金海率先引进无刺花椒，不
仅无刺且粒大肉丰、色泽鲜艳、香气浓郁。同时，他
主动为椒农提供技术管理指导，带动当地种植户科
学种植。

为延长产业链，提升花椒附加值，王金海还计划生产
花椒产品礼盒，包含大红袍花椒、花椒粉、花椒油、花椒芽
菜、花椒酱等产品，通过花椒深加工，提升花椒经济效益，
助力当地农户增收。

王金海说：“花椒已经成为香鹿山的特色产业，希望
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通过种植火红花椒，过上红
火日子。”

洛 报 融 媒 记 者 郭 飞 飞 王 艳 杰 通 讯 员 王 楠
巴丽 文/图

宜阳县香鹿山镇返乡乡贤王金海投资
建设花椒加工车间，助农科学增收

种植火红花椒
过上红火日子

王金海在查看花椒长势

41个品牌近500个车型参展
来会展中心逛车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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