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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快，城市停车供需矛盾日益突
出。近日，市城管局停管部门划定第二批夜间
限时免费停车位，尝试探索解决夜间停车难问
题。据市停管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2月份市
停管中心在经八路试点了第一批夜间车位效
果不错，在充分的研究论证后，决定在金水区
划设第二批夜间限时免费停车位。目前，经八
路上的夜间车位也已改为蓝色。如果效果好，
将在全市推广。 （相关报道见3版）

“蓝色”夜间限时免费
停车位有望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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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庆成民族运动会志愿者
携《风华绝代》公益演出助力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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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全国民族运动会

国际钢琴艺术节奏响郑州“强音” 扫二维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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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运动会马上项目开赛仪式今日举行

全力推进城市环境
综合整治提升

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华诞

习近平：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民族的大团结 你我的运动会

我奉献我奉献我行动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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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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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余栋楼宇
完成亮化提升

绿城使者在行动
文明素养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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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

“红船精神”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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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人民网将目光聚焦郑东新区，以
《郑东新区“智慧岛”：在这里遇见未来》为
题，报道了作为国家首批5G示范城市之一
的郑州，率先在郑东新区智慧岛区域实现
5G信号全覆盖，其通信低时延、高可靠、超
高速、高容量的特性，正让“数字”改变人们
的生活。本报今日予以编发。

169期

本报讯（记者 张昕 刘俊礼）昨日，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徐立毅来到二七区，以“弘扬‘二七精
神’、砥砺初心使命，把为民服务更好落实到行动
上体现到效果上”为题，为基层党员干部讲“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落脚到以人民为中
心、为人民服务上来，传承和发扬好“二七精神”，
提高群众工作能力，把为民服务落细落小落实，让
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徐立毅说，二七区是“二七精神”的发源地，
“二七精神”是对我们党初心使命的深刻阐释，
是激励我们奋力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从中我
们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唤起中国工人阶级觉醒
的强大真理力量，感受到了共产党人谋求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的使命担当，感受到了革命先烈
视死如归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感受到了党密
切联系群众、坚持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二七
精神”，是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我们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重要学习载体。要传承好二七红色基
因、弘扬好革命精神、发扬好优良传统，让“二七
精神”更加鲜明地体现在每位党员身上，体现在
为民服务的具体行动上。

新时代如何弘扬“二七精神”、践行初心使
命？徐立毅强调，根本落脚点是以人民为中心、为
人民服务。服务人民才能赢得民心，必须寓政治
引领于服务之中。基层管理治理本质是服务人
民，良好的服务是最有效的管理，必须寓管理治理
于服务中。基层是大熔炉，服务群众是试金石，必

须寓个人成长进步于服务群众之中。要强化理论
武装，让为民服务的思想和行动更加自觉；要回应
群众关切，把为民服务落细落小落实；要掌握工作
方法，提高群众工作的能力；要切实转变作风，把
党群干群关系搞得更加密切，深入联系群众，团结
凝聚群众，把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落实好，让人
民群众看到更多发展变化，感受到更多贴心服务，
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七区各级领导干部、基层优秀党员、先进党
支部负责人及各行业党员代表在现场聆听党课。

讲党课前，徐立毅来到二七区淮河路街道办
事处绿云社区，调研基层社区党建工作。徐立毅
对绿云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做好基层治理工作给予
肯定，希望基层党组织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创新
治理方式，办好为民实事。

徐立毅到基层讲党课

弘扬“二七精神”砥砺初心使命
把为民服务更好落实到行动上体现到效果上

徐立毅会见中国
电子集团负责人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张昕）昨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

会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芮晓武一
行。双方就深化电子信息产业项目合作深入交流，在致力于打造
自主创新计算机研发和生产基地建设、推进数字郑州建设上达成
广泛共识。

王鹏、牛卫国、史占勇参加会见和相关签约仪式。

驻新乡市省政协委员莅郑
调研现代物流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实习生 于晴）昨日，新乡市政协主席
邢亚平带领部分驻新乡市省政协委员和新乡市政协委员莅郑调
研我市现代物流产业发展。市领导黄保卫陪同调研。

邢亚平一行先后来到经开区郑州国际陆港公司、航空港区机
场西货站、顺丰物流分拨中心、航空港区城市会客厅等地，听取郑
欧班列运行情况介绍，详细了解运贸一体化、郑欧商城业务量及航
空港区规划建设等情况。

据了解，近年来郑州现代物流产业飞速发展，四条“丝绸之路”
协同发展。今年前七个月，中欧班列（郑州）共开行 540班，货值
17.43亿美元，货重24.71万吨，总累计开行2300班。（下转三版）

郑州牵手上海打造机动车
质量检测认证服务平台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昨日，郑州机动车质量检测认证技术
中心委托运营仪式在嵩山饭店举行。郑州机动车检测中心与上
海机动车检测中心正式签约，今后双方将围绕在郑州市打造机
动车质量检测认证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深度合作。市委常委、副
市长谷保中出席活动。

本次签约项目计划入驻郑州市中牟县汽车产业集聚区，占
地 735亩，总投资规模约为 12.5 亿元，规划建设包含性能试验
室、碰撞安全试验室、智能网联场景试验区等，建成后将具备新
能源整车及零部件等检测能力。（下转三版）

市领导督导郑东新区整治提升工作

树立样板精品意识
擦亮城市“脸面”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下午，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
委主任周富强带领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联合督查考核六组，到
郑东新区现场督导环境整治综合提升工作。

周富强一行沿金水路一路向东实地察看道路两侧环境整治情
况。在通泰路路口，督查组发现过街桥梁外立面生锈、管线没有完
全入地等问题，要求进一步提升工作标准，精细化做好问题整改。
在黄河南路、农业南路路口，督查组发现地铁出入口非机动车停放
不规范、道路地砖损坏缺失等问题，要求相关单位立即进行排查，
对于发现的问题，要逐一整改、销号。（下转三版）

民族大联欢场地改造
预计8月15日全部完工

本报讯（记者 李丽君）10日上午，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执委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市委常委、统战部
长杨福平，执委会副主任兼常务副秘书长、市政协副主席王万鹏
带领市文广旅局、市卫健委、国网电力郑州分公司、民族运动会
执委会大型活动部等单位负责人来到黄河风景名胜区，对民族
大联欢活动基础设施改造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杨福平一行先后来到黄河风景名胜区的临时停车场、原孔
雀园区、原大禹耒、炎黄广场等场地询问工程进展，察看方案落
实情况。（下转三版）

本报呼和浩特专电（郑州全媒体记者 王
文捷 郭韬略 李焱 白韬 杨蕴虹 陈曦 李澎
呼和浩特日报记者 冯燕平）民族运动会搭起
连心桥，中原和草原紧握手。7月 11日晚，
参加即将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呼和浩特马上项目开赛仪式的市
长王新伟一行与呼和浩特市长冯玉臻进行了
会见，双方就进一步互联互通进行了亲切友
好的交流。

王新伟在会见中说，感谢民族运动会让
郑州市与呼和浩特市亲切“握手”，也让我们
有机会踏上这片热情的土地感受她的美好。

王新伟说，郑州是河南省会、中原腹地，
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近年来，随着国
家战略相继叠加落地，特别是按照国家发改
委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要求，郑州市正
在加紧推进“三中心一枢纽一门户”建设。相
信随着河南省正在谋划的黄河生态经济带的
建设，和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成功举
办，中原城市与草原都市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希望双方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不断深化合
作，实现共赢。

会见中，冯玉臻首先代表呼和浩特市委、
市政府对王新伟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比赛项目分别在郑州市和呼和浩特市举
办，运动会吉祥物以草原特色与中原特色相
结合，预示着两市的友谊再次向前迈进，祝愿
活动圆满成功。 （下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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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调研河长制和防汛工作

以落实河长制责任为抓手
纵深推进水生态治理

本报讯（记者 李娜 实习生 于晴）7月 11日，市委副书记、组
织部长、市级河长焦豫汝带领市水务局等部门负责人，深入登封
市、荥阳市，实地调研河长制和防汛抢险工作。

大平煤矿位于登封市和新密市交界处，煤矿废水经沉淀、处
理后流入平陌河。焦豫汝一行来到煤矿水质监测站，实地察看
废水净化处理和水质检测工作，并详细了解了平陌河、双洎河流
经区域的河长制落实情况。焦豫汝说，河流是最为重要的自然
生态资源之一，要以落实河长制责任为抓手，纵深推进水生态治
理，严格管控治理水污染问题，持续强化水体水质监测、排查力
度，从源头上确保排放水质持续稳定达标。（下转三版）

上半年我省完成新改建
农村公路 5518 公里

2019年上半年，我省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5518公
里，提前半年完成省政府民生实事确定的年度完成5000
公里的建设目标，其中贫困地区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

4283公里，占全省的78%。（相关报道见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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