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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将利剑直插到基层

职称评审有新规
六大亮点抢先看

导读导读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市委宣传部举办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确保全市意识形态
工作不断向上向好

本报讯（记者 苏瑜）市委宣传部近日举办“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活动，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黄卿就意识形态工作进行
授课。市委第十一指导组参加。

党课结合郑州实际和宣传业务，对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思想进行了深入解
读，带领大家重温了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从

“什么是意识形态”“如何理解意识形态的极端重
要性”“当前意识形态面临的形势”以及“怎么抓好
意识形态工作”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和讲解。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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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雨 风力偏北风2~3级 温度最高17℃最低14℃ 降水概率100% 新闻热线：67655551http://www.zynews.cn

争先进位谋出彩 跨越发展奏强音

郑州中央文化区引领郑州中央文化区引领““四个中原四个中原””高质量建设高质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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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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发中原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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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昕 刘俊礼）
10 月 8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徐立毅在调研全市财税工作时强
调，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按照
大统筹、大平衡、可持续、高质量
要求，进一步稳定税收增长、完善
财政管理体制、提高收支管理水
平，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
生高质量改善提供坚实保障。

徐立毅来到市财政局，实地
察看国库处、采购办，与工作人员
进行深入交流，并与市财政局领
导班子成员及郑州市税务局、航
空港区税务局、省税务局第三税
务分局主要负责同志座谈，共商
下步工作举措。

徐立毅指出，财税工作牵涉
面广、系统性强，是经济发展的

“晴雨表”，反映着一个地方经济
发展的基本面，也是党委政府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做好财税工作，站位要高、思路要
清、谋划要深、施策要准。要坚持

“大统筹”，树立全市一盘棋、一体
化思想，统筹一般公共预算、土地
出让金、国有功能性平台收支三
个“盘子”，构建统分结合、分层
分类的现代财政管理体制，提升
统筹能力与水平。要坚持“大平
衡”，按照财权、事权相统一、相
一致的原则，进一步理顺市、区
两级财政关系，建立动态平衡和
长期平衡机制，实现各类政府性
资金良性循环、滚动发展。要坚
持“可持续”，通过发挥好财税杠
杆调节作用，确保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税源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要坚持“高
质量”，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税收占比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在 GDP 中占比稳步提升、政府
负债控制在合理范围，以财税工
作高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
高质量。

关于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
徐立毅强调，要确保税收稳定增
长，在继续用好城市化红利的同
时，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提升
经济发展质量。要完善财政管理
体制，充分调动各城市区、开发区
的积极性，促进增量持续做大、财
权事权相统一，有力推动公共服
务优质均衡，有效防止出现系统
性风险。要提高支出管理水平，
保证公共服务支出稳定增长，加
大对企业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等
的支持力度，完善并落实好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平衡机制，优
化区域开发建设机制，树立正确
利益导向，引导各级把工作重点
放到培育税源经济上，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稳定、健康、可持续的
财力支撑。

王鹏、牛卫国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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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张昕）10月 8日，
市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深入学
习贯彻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省委
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
市下一步审计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市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徐立毅主持会议。

王新伟、周富强、王贵欣出席会议。
徐立毅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治理体系

的重要内容，事关党和政府工作大局，事关
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各级党委政府和审计
机关要切实提高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加强党对审
计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增强抓好
审计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要把党的领导
贯穿到审计工作的全过程和各环节，充分发
挥审计“利剑”作用，不断拓展审计监督的广
度和深度，努力开创审计工作新局面。

徐立毅强调，要聚焦重点，增强审计工
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做好审计工作，要坚
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中央、省委重
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聚焦人民群众关
心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聚焦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聚焦重大风险隐患防范化解，聚焦
权力规范运行，促进被审计单位既“治已
病”又“防未病”，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守法守
纪守规、真担当真作为，为郑州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徐立毅要求，要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审

计工作的权威性、严肃性。各级各部门要
按照中央、省委统一部署要求，从政治上、
组织上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完
善审计监督体系，加强审计队伍建设，推动
形成衔接顺畅、保障有力、配合有效的大监
督工作格局，加快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
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

市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把党的领导贯穿审计工作全过程各环节
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王
耀祖 张黎）上个月，一场 56个民族的
聚会，让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聚焦郑
州，聚焦郑州中央文化区（CCD）之新
地标——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璀
璨的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原区这片丰饶
的沃土上精彩绽放，中原区也全面展示
了良好的城区形象和蓬勃的发展态势。

盛世中华，阔步前行。在生态中
原、文化中原、活力中原、幸福中原的新
发展理念指引下，号角嘹亮。中原区干
部群众策马扬鞭，砥砺奋进，担当作为，
助力中原腾舞，也使得这个厚重的老工
业区正阔步向现代服务业城区转型。

时光回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
原区砥砺奋进，阔步前行，经济总量持续
攀升，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实现了从工业
化初期到后工业化阶段的巨大跨越。地
区生产总值：由1949年的168万元跃升至
2018年的470.7亿元，年均增长10.5%，比
全国、全省平均水平高出2.4个和1.8个百
分点，每7年翻一番。人均GDP：从1949
年的19元到2018年的9013美元；地方
财政收入：从 1987 年的 2645 万元到
2018年的30.1亿元，增长了113.8倍。

旌旗激扬 70 载，活力中原巨变。

阔步新时代，中原区正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郑州时
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同心共筑中国梦、
争先进位谋出彩的具体行动，奏响中
原发展的时代强音。

生态中原。依托南水北调、贾鲁
河、金水河、须水河等河流和西流湖、常
庄水库等大型天然水系，建设水生态系
统。加快推进生态水系项目建设，以水
清河美为目标，严格落实河湖（库）长
制，扎实推进“四水同治”工作，坚持“全
域水系、循环水系”的建设理念，在现有
水系的基础上新开挖秀水河、市民湖、
九曲莲湖、太极湖、柳湖，形成“两纵两
横六湖一库”的生态水系格局。

文化中原。以中央文化区（CCD）
为龙头，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文
化产业、文化事业发展。依托二砂文创
园、郑煤机老厂区改造、郑州纺织博物馆
项目，坚持模块化、复合型开发，合理保
护开发工业文化遗存，发展生产型文化
创意产业，努力打造引领型、示范型、标
杆型文创产业亮点。实施“生态保遗”工
程，加快建设马庄、白寨遗址生态文化公
园、保吉寨历史人文街区，积极培育商周

文化、农耕文化、土寨文化，传承城市文
脉、彰显文化特色，展现厚重中原历史。

活力中原。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今年共梳理确
定重点项目 212 个，年度计划投资
505.33亿元，上半年完成投资265.8亿
元，完成比例 52.6%。加快家居、纺织
服装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从
制造向服务跃升。大力发展文化旅游、
创意会展、演艺娱乐等业态，推动文化
创意旅游业规模化发展。依托华侨城、
中原环保产业研究院等省市重点产业
项目，加快现代服务业品质化发展。

幸福中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共享发展理念。以绣花功夫、匠心精
神促进城市管理规范化、标准化、精准
化、智慧化。老旧片区建设提质，将
2002年以前建成投入使用的涉及10个
街道的576个小区纳入整治提升范围。
强力推进安置房建设，25个安置房项目
已回迁，回迁群众9.68万人；34个安置
房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罗庄等13个项目
先后进行网签，累计完成安置房网签
22172套。加快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年
度计划实施道路建设项目72个，总里程
120.34公里，总投资37.67亿。

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

在魅力乡村“望山见水留乡韵”
——国庆假期乡村旅游气象新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发展乡村旅游不要搞大拆大建，要因地制宜、因
势利导，把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
游，搞活了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

国庆假期，记者走访北京、河北、河南等地乡村发现，乡村旅游业的兴起，让农村变美、令农
民致富、促农业发展，激发了乡村振兴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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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郑东新区69所公办中小学在全市率先
启动午餐配送、课后延迟服务。本报记者 王红 摄

在校午餐午托晚托
郑东新区先试先行

69所公办中小学推行校内课后延时服务

国庆期间，《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连续聚焦郑州，点赞我市各界欢庆新中国70华诞、祝福祖国的精彩活动。

国庆期间《人民日报》央视频频点赞郑州

扫码看人民日报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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