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马拉松装备
10日起开始领取

10月10日起，2019郑州国际马拉松赛组委会
开始物资发放工作，参赛跑友可前往郑东新区如意
湖文化广场领取，截至时间为10月12日2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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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一核三带六园”空间布局 打造“生态城旅游城健康城科技城”

惠济惠济：：奋力谱写新时代绿色发展新篇章奋力谱写新时代绿色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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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70年砥砺奋进，70年谱
写辉煌，70年壮美华章。为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省
对外开放大会和市委十一届
十次全会精神，浓墨重彩展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原腹
地郑州高质量发展的光辉历
程、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宝贵经
验，本报推出“壮丽70年·奋
斗新时代”“中原出彩 郑州先
出彩出重彩”系列报道，重点
反映郑州各县（市、区）、开发
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党建、民生、生态、文明等重点
领域的深刻变革，揭示发展背
后的宝贵经验，展现“中原出
彩 郑州先出彩出重彩”的新
担当新作为新风貌，以优异成
绩庆祝新中国70华诞。今日
刊发惠济区篇。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张
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惠济
区位于郑州市最北部的黄河之滨，区
位优势、生态优势明显。惠济区委、区
政府提出构建“一核三带六园”空间布
局，全力打造“生态城、旅游城、健康
城、科技城”，其中“生态城”建设是放
在第一位置上的。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调研时主持
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指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源头上解决生
态环境问题，努力打造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经济体系，坚决打赢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要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保障黄河长治久安，改善人民
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把
沿黄生态保护好，提升自然生态系统
质量和稳定性，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

市委书记徐立毅到惠济区调研时
提出，惠济区要以黄河生态建设、文化
建设为抓手，突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
展，打造全市文旅融合主体功能区。
并且提出，要让城市北部“静下来”“慢

下来”，将惠济区打造成为“最具北方
城市气派和文化代表性区域”。

惠济区提出的生态城建设，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省委、市委对
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本质上是一脉
相承的。惠济区山、水、城、林交相辉
映，枯河、索须河、贾鲁河、东风渠“三
河一渠”长度近 100公里，是郑州市内
生态水系最丰富的区域；全区 600万
株树木、6.4 万亩有林面积，森林覆盖
率42%以上，城市绿化率达50.6%。

近年来，惠济区全面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抢抓郑州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重大机遇，以古荥大
运河文化区建设为带动，各项事业进
入快速发展黄金期。2018年，全区生
产总值完成171.3亿元，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21.03亿元。今年，惠济区经
济发展保持了良好态势，为“生态城”
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惠
济区主要领导同志表示，要坚决贯彻
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结合惠济
区独特的生态、区位优势，大力加快生
态经济强区建设，努力把惠济区的生
态优势转化成为现实的经济优势，依

托濒临黄河的最大优势，发扬奋斗精
神，紧密结合实际，加快实现“一核三
带六园”空间布局和加快推进生态
城、旅游城、健康城、科技城“四城联
建”工作。

每一项伟大成就的取得，都是接
续奋斗的结果。在下一步的工作中，
惠济区将以大运河文化区建设为龙
头，全力推进沿黄生态带、索须河观光
带、东风渠滨河特色商业带建设，全力
抓好汴河遗址公园、黄河国家湿地公
园、苗木花卉种业科技产业园、健康产
业园、特色商业园、北部商业园建设，
加快构建森林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
统、流域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切
实提高环境保护水平，健全完善生态
环境保护体制机制，构建生态环境风
险防范体系，强化环境监管措施，加
大污染防治力度，提高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标准，突出辖区生态环境优势，
融入黄河文化、古汉文化、运河文化
元素，高质量走好组团式发展路子，
加快实现“一核三带六园”空间布局
和生态、旅游、健康、科技“四城联建”
目标，为郑州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贡
献惠济力量。

习近平

作为新中国的同代人，你们见证了国家几十年的沧桑巨变，
亲历了“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你们说为自己是中国人
感到由衷的骄傲，我相信这也是广大澳门同胞的心声。希望你
们坚持老有所为、继续发光发热，多向澳门青年讲一讲回归前后
的故事，鼓励他们把爱国爱澳精神传承好，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携手把澳门建设得更加美丽。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张昕）佳节又重阳。
10月 7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专程走访
慰问老人，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徐立毅首先来到中原区看望慰问百岁老人
刘杰。老人现年 101 岁，1938 年参加革命，
1939年 9月入党 。徐立毅与老人话家常、说传
统，回忆革命岁月。刘杰动情地说：“现在国家
强大了，人民赶上了好时代，越来越享福啦！”看
到老人精神矍铄、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徐立毅
致以衷心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为党和
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

徐立毅随后来到郑州老年公寓。“祝老人们
节日快乐，健康长寿。”徐立毅与老人们一一握
手，送上节日祝福。徐立毅仔细察看了公寓住
宿、餐饮、娱乐活动场所条件，详细了解公寓管
理、运行、费用等情况，叮嘱养老机构负责人进
一步加强管理，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

走访中，徐立毅说，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着力
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不
断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以居家养老、社区

日间照料为主，机构集中养老为辅，推进医养结
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满足老年人多层
次需求，提供更加优质、更加温馨的养老服务，
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
乐、老有所安，生活得更安心、静心、舒心，共享
郑州改革发展的成果。

据了解，截至 2018年底，全市 60周岁及以
上 户 籍 老 年 人 已 达 138 万 ，占 人 口 总 数 的
15.7%。目前，全市已建成养老服务机构150多
家，城乡养老服务照料设施 580多个，设置养老
托老床位 4.4 万多张，高龄津贴已实现 80岁以

上户籍老人全覆盖，初步构建了以居家养老为
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医养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牛卫国、马义中参加慰问。

徐立毅走访慰问老人送上节日问候和祝福

让老年人生活更安心静心舒心

习近平回信问候勉励澳门退休老人
向全国的老人们致以重阳节的祝福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盼 文/图）
70年风雨兼程，70载沧桑巨变，2003年，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第一根基桩轰然入地，拉开郑
东新区建设的帷幕。如今，郑东新区已成长
为建成区面积 150平方公里，入住人口达 150
万，建成绿化面积 50平方公里，城市核心区绿
化覆盖率接近 50%，展示河南、郑州对外开放
的窗口。

一城风景半城水，回顾郑东新区建设历
程，湖湖相应、水水相连，水域靓城一直是郑东
新区的印记，伴随着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的开
建，如意湖率先注水成型，而如今，在游轮上赏
龙湖落日余晖，沿龙子湖劈波斩浪，往象湖看
圃田春草……一个个如诗如画的湖景画面即
将在郑东新区精彩呈现。

泛舟如意湖看东区风貌

郑东新区被誉为如意之城，在很多人看
来，完全是因为身临如意湖畔，仰望“大玉米”，
你能够在这里感受到郑州这座城市扑面而来
的发展磅礴伟力。

“呜呜……”10月 1日上午，伴随着清脆的
汽笛声，一艘古色古香的画舫船在郑东新区如
意湖正式启航，标志着如意湖水上旅游线路正
式开通，也意味如意湖这张郑州名片将焕发出
更为绚丽的精彩活力。

如意湖位于郑东新区 CBD中央公园的中
心，周围分布着CBD三大标志性建筑——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河南艺术中心、绿地中心千玺

广场。CBD中心与CBD副中心通过如意河相
连，空中俯瞰，酷似中国传统的吉祥物——如
意，因此得名。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让群众过得更幸福。为方便
市民水上游玩并欣赏周边美景，体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关系，郑东新区在如意湖投入画舫船、
现代休闲艇各1艘，小画舫船只4艘，10月 1日

正式与市民见面。本次开通的游览线路从如
意湖旅游码头启程，绕如意湖、昆丽河一周，全
程用时约 40分钟，运营时间为每日 10时至 22
时，每两小时一班，游客们在如意湖文化广场
游客中心即可购票。

品味古典风韵，坐享城湖美景。游客乘
坐画舫船畅游在如意湖上，不仅可以欣赏秀
丽的湖光景色，而且可以一览郑东新区的现

代化城市风貌，感受“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
游”的意境。

夜间泛舟湖面，欣赏迷人“夜郑东”。随着
郑东新区以“大玉米”为核心的夜景亮化工程
全面完工，538 栋楼宇亮化交相辉映、100 余公
里河湖光影紧密相连，灯光下的“夜名片”更加
迷人，端坐船头欣赏灯光盛宴，乘画舫船在如
意湖夜游将为游客完美呈现“水光潋滟，桨声
灯影”的曼妙美景。

乘古风画舫赏秀美风光

画舫船既是观光船，也是宣传郑州城市形
象、郑东新区发展现状的鲜活载体。

画舫船在如意湖文化广场首次起航时，郑
东新区特别邀请了获得 2014年度CCTV感动
中国人物“陇海大院”作为首航嘉宾，和近50名
市民游客乘着画舫踏浪而行，沿途欣赏如意湖畔
风光，流连忘返。“大玉米”、艺术中心、郑东新区
湿地公园……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阳光明
媚，微风轻拂，如意湖水面平缓，坐在画舫中，游
客欣赏湖光景色，享受惬意假期。 （下转二版）

画舫游船亮相如意湖 水域靓城再添新名片

河南旅游进账
超过500亿元

省文化和旅游厅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七天假
期，全省共接待游客 663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2%；旅游收入502亿元，同比增长8.1%。

数字看国庆长假

扫二维码看郑州
《新闻联播》视频

郑州接待游客
逾1400万人次

据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抽样调查和重点景区统计，“十一”长
假，全市共接待游客1408.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3.3亿
元，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进馆人数达7.31万人次。

全省零售和餐饮
消费达54亿元

省商务厅监测显示，国庆长假期间，全省800家
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共实现销售收入54.16亿
元，同比增长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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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发改委监测显示

全省节日市场商品
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昨日从省发改
委获悉，国庆长假期间，省发改委对全省主要商
品供应及价格情况监测结果显示，长假期间全
省主要商品总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运行。

10月 4日监测数据显示，主要粮油市场价
格稳中趋降，主要蔬菜价格降多涨少，肉类价格
微幅涨跌，鸡蛋价格继续下降，全省肉蛋菜平均
价格较 10月 1日小幅下降。主要粮油市场价
格稳中微降。10月 4日监测数据显示，与10月
1日比，受新玉米集中上市影响，玉米价格继续
小幅下降，其余品种微幅涨跌。与上年同期比，
小麦、粳米价格下降，玉米、面粉、挂面价格上
涨。分析指出，玉米价格同比上涨主要是今年
以来玉米深加工在我省持续推进，需求面扩大，
需求量增加所致。

主要蔬菜平均价格下降。所监测的 11种
蔬菜，与 10月 1日比 1升 8降 2平，同比 9降 1
升 1平。生猪价格小幅上涨，肉蛋类价格降多
涨少。10月 4日当天，生猪全省平均出场价格
每 500克为 13.63元，比 10月 1日上涨 1.04%，
高于上年同期125.55%。与节前比，精瘦肉、五
花肉、牛肉、羊肉价格小幅回落，鸡肉价格微
涨。鸡蛋价格继续回落，全省平均价格每 500
克为 5.18 元，比 10月 1日下降 2.81%，同比上
涨 11.88%。国庆期间主要景区门票价格保持
稳定，低于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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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冷空气
将两次造访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记者昨日从市气象部门获悉，本
周我市有两次冷空气活动，分别在周二和周六；周三到周五
阴雨相间，其他时间多云。

本周具体天气预报为：10月 8日（星期二），白天多云，
偏北风 3~4级，夜里阴天转小雨，13℃～22℃。10月 9日
（星期三），阴天有小到中雨，13℃～15℃。 10 月 10 日
（星期四），小雨转阴天，14℃～20℃。10月 11日（星期五），
多云到阴天，傍晚前后有阵雨，15℃～20℃。

10月 12 日（星期六），多云，偏北风 4级左右，11℃～
19℃。10月 13日（星期日），多云间晴天，12℃～20℃。

气象部门提醒，8日凌晨有雾，白天风力较大，请注意安
全；8日夜里到 10日白天有降水，降水期间道路湿滑，注意
出行安全。

（
详
见
三
版—

七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