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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报融媒记者 左丽慧 苏瑜

市领导走访慰问驻郑部队和困难企业困难群众

（本报记者 成燕聂春洁 赵文静 侯爱敏王治 王译博 刘俊礼张昕）

市委常委、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党工委书记马健
近日带领市、区两级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来到航空
港区看望低保对象、优抚对象、困难党员，送去新春
的祝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航空港实验区党工
委专职副书记张春阳一同慰问。

马健一行先后来到航空港区冯堂办事处宋家村
及大辛庄村，看望慰问优抚对象王同宝，低保对象张
小转、祝小红，困难党员王国献、朱双喜，询问他们的
家庭生活状况，分别给他们送去慰问金及米、面、油
等慰问品。慰问中，马健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困难，并
叮嘱民政部门要竭尽全力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

在冯堂办事处敬老院，马健一行认真察看敬老
院的宿舍、活动室等场所，并仔细询问老人的身体
状况和生活情况，并为他们送去 1万元慰问金及慰
问品。

市委常委、副市长谷保中近日带领慰问组深
入低保群众、困难党员家中，为他们送去慰问品、
慰问金以及新春的祝福。

谷保中一行先后来到优抚对象陈明洲、新中
国成立前老党员毛生荣、困难党员吴顺安、低保对
象时永坤、侯咏烨家中，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
和生活中存在的困难。谷保中说，各相关部门平
时要多到困难群众家中走动，及时了解他们生活、
就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充分落实医疗、救助等
各方面政策，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和关怀。

在沟赵村敬老院，谷保中看望了在这里生活
的五保老人，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起居，并叮嘱敬
老院工作人员好好照顾老人们的生活，确保他们
过上一个快乐祥和的春节。

1月30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周富强带队深入中牟县敬老院和困难群众、困难
党员家中，为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福松一同慰问。
在大孟镇敬老院，周富强一行详细了解敬老

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及老人的生活情况，并仔细询
问老人生活上的困难，并为他们送上新春祝福。
他叮嘱工作人员要从生活和精神上关心好、照顾
好老人，让他们过一个温暖、祥和的春节。

随后，周富强一行来到 5名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优抚对象、困难党员家中，送去米、面、油、棉被
等慰问品和慰问金，鼓励困难群众坚定信心、振奋
精神，早日走出困境。他要求基层党员干部要落
实好各项社会保障救助政策，让困难群众切实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牛卫国近
日先后走访慰问了郑州警备区、二七
区中心敬老院，详细了解驻军单位建
设、福利机构运营情况和困难党员群
众生活状况，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
们致以新春问候和美好祝愿。市政协
副主席李新有一同走访慰问。

在郑州警备区，牛卫国表示，市
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国防建
设，希望驻郑部队能够继续支持郑州
经济社会发展，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再立新功。

在困难党员群众任建勇、刘同申、
杨世模家中，牛卫国送去慰问品和慰
问金，叮嘱相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困难
党员群众的思想生活，尽力解决他们
的实际困难。

在二七区中心敬老院，牛卫国详细
了解在院老人们的生活状况，并叮嘱敬
老院工作人员要尽力提供优质服务，让
老人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1 月 29 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杨福平看望慰问优抚对象、困难职工
和困难群众，向他们致以新春问候和
美好祝愿，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

杨福平来到上街区敬老院看望慰
问老人，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生活状
况，祝愿老人健康长寿，春节愉快，并
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

在优抚对象范东林和老党员王景
法、困难党员贾金铎家中，杨福平关切
地询问了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
并叮嘱有关部门要多关心他们，提供多
种形式的帮助。

在困难群众魏其瑞、魏丽香家中，
杨福平详细了解其家庭生活情况和低
保政策等落实情况。

随后，杨福平来到郑州市裕丰
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看望慰问困难
职工，鼓励他们坚强面对，树立信
心，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早日
摆脱困境。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于东辉近
日深入驻郑部队、困难企业、福利机构
及困难党员家中走访慰问，并向他们
送去慰问品、慰问金。市政协副主席
刘睿、郑州警备区副司令员董继锋一
同慰问。

在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郑州校
区、空军某部，于东辉对驻郑官兵为郑
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希望他们继续关心支持郑州发展。

在郑州拖拉机厂，于东辉一行详
细了解了企业留守和离退休人员生产
生活情况，并叮嘱相关负责人要做好
新春佳节保障工作。

在金水区中心敬老院、郑州市社
会福利院，于东辉与老人和孩子们亲
切交流，并叮嘱工作人员照顾好他们
的生活。

随后，于东辉一行还来到金水区
困难党员、优抚对象、低保户、新中国
成立前老党员家中进行走访慰问。

1月 29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王鹏带领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走访
慰问驻郑部队、福利机构，以及困难
企业和困难群众。为他们送上新春
问候、送去节日温暖。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孙黎一同慰问。

在郑州兰博尔科技有限公司，
王鹏为企业送去慰问金，叮嘱企业负
责人要加快转型步伐，使企业早日脱
离困境。随后，王鹏来到低保对象和
困难群众家中，送上慰问品和慰问
金，嘱托相关部门要把党和政府的关
怀落到实处。

在武警郑州市支队和预备役某
部，王鹏对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祝福和诚
挚问候。他表示，希望驻郑部队继续
关心支持郑州经济社会发展，为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再立新功。

在圃田幸福院，王鹏一行详细询
问老人生活状况，叮嘱工作人员照顾
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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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省 重 点 帮 扶
五类群体解困脱困

2版

据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记
者 高鹏）国家主席习近平 31日在人
民大会堂会见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主席巴赫。

习近平赞赏巴赫和国际奥委会
长期以来积极支持中国奥林匹克运
动和体育事业发展，并通过体育和
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筹
办北京冬奥会，目前各项工作正在
扎实有序推进。我们一定会积极努
力，为世界呈现一届绿色、共享、开
放、廉洁的冬奥会。

习近平指出，中国从过去未能
参加奥运会，到现在已成为许多奥
运项目中的佼佼者，这是中国国运
国力发展的重要体现。普及冰雪运
动，增强人民体质与中国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也是契合的。举
办北京冬奥会还将为中国加强体育
国际合作提供新的机会。

习近平强调，中国主办冬奥会
的理念，同我们共建“一带一路”、推
进绿色文明建设和反腐倡廉的努力
一脉相承。体育交流正日益成为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往的一

部分。中国政府对使用兴奋剂持
“零容忍”态度，我提倡中国运动员
哪怕不拿竞技场上的金牌，也一定
要拿一个奥林匹克精神的金牌，拿
一个遵纪守法的金牌，拿一个干净
的金牌。中国将坚定主办一届像冰
雪一样干净、纯洁的冬奥会。

巴赫表示，我赞同习近平主席
所说，体育运动可以促进一个国家
的全面发展。感谢中方为筹办冬
奥会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我
完全相信中国将举办一届精彩的
冬奥会。

习近平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2019 年全
省教育工作会议启幕，为全省新一年教育
事业发展绘出蓝图。

新建改扩建1000所幼儿园
2018年，全省基础教育水平进一步提

升，通过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新
建改扩建幼儿园1442所，学前三年毛入园
率达到88.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9年，我省将积极推动学前教育普
及普惠发展，加速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
动计划，新建改扩建1000所幼儿园。组织

开展无证办园、幼儿园“小学化”、民办园过
度逐利等专项治理。

中小学“大班额”持续“消肿”
2018年，河南“全面改薄”累计投入资

金 311.4 亿元，惠及 643.1 万学生；扩充城
镇义务教育资源五年计划圆满完成，累计
投资 565.6亿元，新增学位 255.1万。新建
改扩建农村寄宿制学校903所。大班额和
超大班额比例下降至 13.01%、1.99%，超
额完成任务。

2019年，我省要大力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一体化发展，新建改扩建农村寄宿制学
校 900所。同时，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建
设，确保所有义务教育学校都达到办学条
件底线要求。今年，我省还要继续加强城
镇学校建设，增加学位供给，义务教育阶段
大班额比例年底要控制在12%以内。

持续推动高中特色化发展

2018 年，全省高中阶段教育加快普
及，毛入学率达91.23%。安排中央和省级
专项资金8.7亿元。

2019年，我省要积极推动高中阶段教

育普职融合、普及发展。继续实施高中阶
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持续改善薄弱高中
办学条件。深入开展综合高中班试点工
作，持续推动普通高中特色化发展，为初中
毕业生升学提供更多选择。

强化郑大河大“双一流”建设
2018年，郑大、河大“双一流”建设加

快推进，郑州大学实现部省合建，纳入教
育部直属高校排序。全省高校新增博士
学位授权点 38 个，居全国第 4，增幅达
71.7%。 （下转六版）

新建改扩建1000所幼儿园，“大班额”持续“消肿”，加速“双一流”高校建设……

教育工作大盘敲定您关心的都有呼应
本报讯（记者 裴蕾 肖雅文）昨

日，我市召开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
头看”及大气污染问题专项督察整
改工作推进会暨 2019 年环境污染
防治攻坚战第二次调度会，市委副
书记、市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领导黄卿、马义中参加会议。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按

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以秋冬季
大气污染防治和重污染天气应急管
控为重点，扎实推进工作开展，形成
了系统的工作经验和做法。王新伟
指出，当前，个别单位仍存在思想重
视不够、污染防治措施落实不严、工
作标准不高、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进
展缓慢等问题，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切实认清形势，正视问题，提高标
准，真抓实干，坚决打好打赢冬春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王新伟要
求，一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
识到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
政治责任，坚定不移地推进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二要切实做好中央环保
督察问题整改，抓好组织领导、坚持实
事求是、严格销号时限，确保整改目标
全部实现、措施全部落实、任务全面完
成。三要进一步明确大气污染治理工
作重点，加快完成全年工作谋划，加强
工业企业监管、散煤污染治理、工地扬
尘治理、面源污染治理，严格烟花爆竹
禁放，严格落实各项污染治理措施。
四要加强重污染天气预警及应急管
控，做好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坚持节假
日24小时值班，适时果断采取应急应
对措施，保障节日期间空气质量。五
要严格督导督查，节假日期间，各级各
相关部门要做好排班值班工作，坚持
领导带班开展夜查、晨查，确保上传下
达渠道畅通、应急管控落实及时、督导
督查跟踪到位，奋力保障全市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

本报讯（记者 裴蕾 肖雅文）昨日，郑州豫能热电有限公司
2×660MW超超临界燃煤热电联产机组工程#1机组及附属设
施正式投运，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新伟参加投运仪式。

市领导黄卿、史占勇参加投运仪式。
投运仪式前，王新伟一行先后来到瀚海变电站、地下电缆隧

道、郑州豫能热电有限公司集控中心进行实地参观。
王新伟对各项工程的进展和运行给予肯定，并慰问现场工

作人员。他表示，电力工程是城市基础工程，是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的保障工程。面对技术难度大、施工任务重、工期要求短
等突出问题，参战施工单位勇于创新、挺身担当，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新手段，提前高质量完成任务，为全市电力系统建设
做出了贡献，新春佳节将至，向全市基础能力建设领域的劳动
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推动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的步伐更大、速度更快、质量更好。

据了解，郑州豫能热电有限公司 2×660MW 超超临界燃
煤热电联产机组项目，是河南省优化电源结构、推进节能减排
的重点工程，是省、市重点建设项目，郑州市十大民生工程。
项目设计年发电量 66 亿千瓦时，规划供热面积 2356 万平方
米。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电力供需矛盾，满足郑州西区和
荥阳市迅速增长的集中供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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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豫能热电#1机组
及附属设施正式投运

昨日，“仰望星空”天文科普展在郑州科技馆向公众免费开放。一件件集声光电于一身的新奇
展品和仪器，满足了观众对探索宇宙的好奇心。据悉，春节期间，科技馆将于2月4日至2月7日
闭馆4天，展览将持续到3月31日（每周一、周二闭馆）。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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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内将建设1000个
校园快递综合服务站

6版

不满商纣王荒淫无道的遏父拒绝为其烧制精美陶器，一
家三口被商军追捕，多亏八岁的妫满（陈胡公）急中生智，一家
三口才死里逃生投奔了黄帝之后西伯侯姬昌……本周日晚，
《龙族的后裔》第9、10集将在河南卫视星光剧场播出，这不仅
是一部精彩的“大国工匠”成长记，还是一堂生动的“人生逆
袭”哲学课，更是姓氏文化的一次有趣“科普”。

匠心独运立奇功
爱情事业双丰收

妫满从小跟随遏父制陶，手艺日渐精湛。其与周武王
长女太姬相恋，但两人身份悬殊前景渺茫。妫满却不卑不
亢，处事极有分寸，韬光养晦积蓄能量。机智过人的他，在
尽职尽责完成分内工作的同时，想出了好的减震办法保证
陶器驰骋千里不碎。他还烧制出陶哨代替骨哨传递军情，
并根据窑工的身体特点发明了木制投枪，为牧野之战取得
胜利立下奇功。 （下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