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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1111届全国少数民族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传统体育运动会99月月88日—日—1616日日

在郑州举行在郑州举行

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华诞
民族的大团结 你我的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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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详见3版）新闻热线：67655551http://www.zynew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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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张昕）8月 13日，
第 11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筹委会副主任、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筹委会副主任、
副省长戴柏华调研民族运动会筹备工作，
要求各级各部门提高站位，加强领导，全力
以赴，把各项筹备工作做精做细做深做实，
高质量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民族运动会
圆满成功。

省民委主任贾瑞琴，市领导王新伟、
杨福平、牛卫国、孙晓红、吴福民、王万鹏等
参加调研或座谈。

徐立毅一行实地察看了黄河迎宾馆、华
美达酒店、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体育馆、奥体
中心等处，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筹备工

作情况，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徐立毅指出，民族运动会筹备工作已进

入关键时刻，各级各部门要保持节奏、保持
力度，聚焦重点、集中精力，以安全保障一
流、城市环境一流、竞赛场馆一流、赛事组织
一流、接待服务一流的“五个一流”，争取大
型活动出彩、精神风貌出彩、成就展览出彩、
舆论宣传出彩、志愿服务出彩的“五个出
彩”，交出一份满意答卷。要细之又细，各项
工作都要在“细”字上下功夫，坚持问题导
向，按照属地化、实体化、扁平化要求，做到
方案细、工作细、责任细、检查细，确保精细
安排、精准服务。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到重
点难点心中有底，确保万无一失。要继续做

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强化管理、
点面结合，带动整个城市形态风貌和内涵品
质的提升。要健全组织体系，强化要素保
障，建立责任明晰、行动高效、反应迅速的工
作机制。要加强领导、靠前指挥，着眼实战、
强化安保，统筹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等
工作，确保运动会圆满成功。

戴柏华对民族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紧盯目标任务，细
化方案、压实责任。筹委会、执委会各部门
要加强统筹、通力协作，确保各项筹备工作
落实落细。要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向
最高目标迈进，务求最好效果，同时做好万
全准备、应对各种可能情况，通过一流的服

务保障将运动会办成一流的民族盛会。
王新伟表示，执委会要按照任务全覆

盖、点位无盲区、责任全链条、联动无间隙的
原则，切实做到保障要专，实现专人、专班、
专案抓落实；演练要严，按照实战化要求，做
好综合演练、应急演练；行动要快，以舍我其
谁、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一线办公、挂图作
战，确保民族运动会安全节俭创新出彩。

核心提示

干净整洁、绿植茂盛、红花点缀、出行通畅。漫步
街头，惊喜连连。

郑州，出落得楚楚动人。
一座城市的建筑、绿廊、景观、雕塑等构成这个城

市的“家具”和“会客厅”。
一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决定了市民的幸福

指数。让市民诗意地栖居在天地之中、黄河之滨的郑
州，是城市管理者的不懈追求。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调研民族运动会执委会
工作情况和环境提升工作时强调，做好序化、绿化、洁化、
亮化的文章，实现市容市貌和城市管理新提升。要坚持
“以人为本”，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着力转变城市发
展方式，加快打造有秩序、有气质、有品位的宜居宜业城
市，以高质量的城市环境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座让人爱上的城市，不仅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广
厦，更应该有宜居宜业追求品质的人文情怀。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路长制”开展以来，郑州正在
以“绣花功夫”管理城市，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服务、从
突击整治向长效管理、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参与、从简
单粗放向精准施策加快转变，全市各级城市管理责任
得到层层传导、各种城市治理活力得到充分激发、各
类城市顽症痼疾得到源头治理，城市形象明显改善。

郑州，正在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打造一座整
洁、有序、舒适、愉悦的城市。

宜居宜业，是为城，更是为人。
郑州全媒体——《郑州日报》、《郑州晚报》、郑州电台、

郑州电视台、中原网及所属新媒体“报台网微端”联动，推
出系列报道《最美示范街区》，每星期报道一个区的一条精
品道路，用小切口、在细微处发现郑州之变、郑州之美。

本期关注二七区解放路街道办事处民主路的变化，
下一期将报道管城区北下街街道办事处清真寺街。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
讯员 赵晶晶 闫波 栗璋鹏
文/图）记者昨日从中国铁路
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
到，当日，郑万铁路郑州东至
邓州东段正式开始联调联
试，综合检测列车和检测确
认列车同步上线，标志着线
路开通进入倒计时。

联调联试简单地说就是
以综合检测列车和检测确认
列车，通过列（动）车与线路
（轨道）、电路（接触网）的反
复磨合，以达到高速动车组
运行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
重要技术保障。检测试验内
容包括轨道、道岔、路基、桥
梁、隧道等多个项目。

据了解，伴随着郑万铁
路开通倒计时，河南“米”字快
速铁路网逐渐成形，对于完善
全国路网结构，提升郑州全国
性综合交通枢纽地位，助力河
南更加出彩意义重大。

郑万铁路河南段联调联试
全线开通进入倒计时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
财政和审计工作

本报讯（记者 董艳竹 实习生 于晴）昨日，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胡荃带领部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预算监督委员
会成员，就全市财政和审计工作进行视察。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贵欣参加视察，副市长陈兆超陪同视察。
胡荃一行先后对“四个中心”项目建设和荥阳市索河整治项

目进行视察，了解全市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和审计工作情况。
在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财政暨审计报告初审会议上，市财政

局和市审计局分别作《郑州市 2018年财政决算和 2019年 1~6
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草案）》和《2018年市本级预算
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和 2017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及
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草案）》。（下转二版）

二七区民主路：文化融入风景 颜值气质兼修

让你慢下来静下来的“心灵驿站”
本报记者 刘伟平 文 丁友明 图

民主路，位于二七商圈，南北分
别连接解放路和太康路。这里商场
林立，紧邻二七纪念塔，有着郑州最
深刻的记忆——

民主路附近就是老坟岗。新中
国成立前，商业的繁荣带动老坟岗
的民俗文化盛极一时，成为新中国
成立前郑州的文化中心。它既是三
教九流的滋生地、江湖艺人的竞技
场，又是各种小商品、地方风味小吃
的聚集地。加上古城墙、巴巴墓等

古老元素的会聚，见证了郑州的悠
久历史，记忆了整个城市的风韵。

千年一瞬，天地日新。自带“历
史基因”的民主路，经过蝶变新生，正
在以全新的芳容，拥抱郑州群众，迎
接八方来客。

智慧+生态
让城市会“呼吸”

“解放路街道地处二七区商业核
心，人流量每天平峰 30万人次，高峰

50 万人次，无疑让其成了郑州市乃
至河南省的窗口。”该办事处主任李
锦勇说。街道按照一街、一景、一主
题的理念，群策群力、智慧碰撞，着力
打造民主路，探索出集科技、智慧、生
态、文化于一体的具有解放路特色的
城市精细化管理新路径。

透水石砖、雾森系统、精巧别致
的口袋公园……沿着解放路由西向
东进入民主路，别有洞天的景致让人
豁然开朗。 （下转五版）

市领导实地察看指导工作

以环境整治的高质量
实现城市形象新跃升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下午，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市

环境综合整治提升指挥部指挥长焦豫汝带领市直相关部门，先
后来到中原区、二七区、惠济区，实地察看接待宾馆、重点道路及
周边环境整治提升工作。

在陇海西路M酒店，焦豫汝详细了解酒店迎接民族运动会
的筹备情况，认真询问停车、安保、交通等具体工作方案。焦豫汝
提出，各级各部门要倒排工期、精细管理，责任到人、注重细节，
抓紧抓实线缆入地以及酒店周边、商圈附近的环境、绿化提升等
工作，既保持酒店内部环境优雅，也兼顾酒店外部环境整治，加
强盛会氛围营造，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各项工作。

随后，焦豫汝一行来到桐柏路、航海路、江山路等重点道路，
沿路察看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进展情况。（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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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城市GDP百强
郑州居全国第 16 位

（详见2版）

低调中有
内涵，喧嚣中
有宁静，民主
路俨然成了市
民的心灵家园
和网红打卡
地。图为充满
文化艺术气息
的“火车景观”
“钢琴步道”。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王治）昨
日，我市召开深入推进“路长制”市
容市貌大提升活动讲评会。市长
王新伟要求，全市上下要紧紧围绕

“迎民族盛会、庆七十华诞”，按照
“一天一个样、每天不一样”要求，加
速推进市容市貌序化、绿化、洁化、
亮化。

副市长马义中主持会议。
会议通报了 7月份城市精细化

管理考核结果，并对红黑旗路段授
牌。王新伟肯定了近段时间工作成
效，他说，随着全市“路长制”市容市
貌大提升活动不断深入，城市精细
化管理正在向支路背街延伸、向老
旧小区延伸、向城乡接合部延伸、向
铁路沿线延伸，郑州的功能、环境、
文化、服务“四个品质”持续提升，全
面展示了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新面
貌、新形象。

王新伟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强
化机遇意识，盯紧市政道路、酒店商
圈、比赛场馆等重点区域，加快实施
地毯式排查、台账式管理、销号式整
治，努力为广大群众和参赛嘉宾营
造“整洁、有序、舒适、愉悦”的城市
环境，实现“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
城”。要强化集中攻坚，按照绣花匠
心抓管理、全程全域求精细要求，研
究制定城市管理导则，强力推进“千
百十”道路升级达标和“红旗街道办
事处”创建活动，以城乡环境整治全
覆盖、施工围挡大清查、公共区域障
碍物、四环外卫生保洁等为抓手，对
全市地面、立面、空间进行全方位、
立体化、高标准整治提升，切实做到
任务全覆盖、点位无盲区、责任全链
条、联动无间隙。要强化督导考核，坚持日巡查、日通报，周点评、
周通报，月奖惩、月讲评等制度，构建形成条块结合、以块为主、部
门联动、路长负责的工作合力。要坚持民本导向，问计于民、问需
于民、问效于民，和广大市民一起建设好、管理好我们这座城市。

会前，王新伟一行实地观摩了金水区深入推进“路长制”市
容市貌大提升活动情况。

我
市
召
开
专
题
讲
评
会
部
署
重
点
工
作

绣
花
匠
心
抓
管
理
全
程
全
域
求
精
细

持
续
深
入
推
进
市
容
市
貌
大
提
升

徐立毅戴柏华调研民族运动会筹备工作

加强领导 细之又细 精益求精
高质量服务保障好民族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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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经济的成绩单，放眼高
质量发展新前景，中国经济呈现的坚
实支撑、巨大韧性振奋人心。尽管内
有经济下行压力、外有经贸摩擦等风
险挑战，但中国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依然是世
界经济的亮点。

人民日报刊发国纪平文章：

中国有足够信心底气战胜任何困难挑战

中国人民坚信，任何力量都无法
剥夺中国发展的权利，都无法阻碍中
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努力。中国有
足够信心和底气战胜任何困难和挑
战，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不可阻挡，中
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创造美好
未来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