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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第二届中国··河南招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

中国中国··河南开放创河南开放创新暨跨国技术转移大会新暨跨国技术转移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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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记者 张晓
松 罗争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庆
祝活动总结会议16日上午在京举行。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庆祝活动筹办工作
有关方面代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
问候，对他们在工作中取得的优异成绩给予
充分肯定，勉励大家奋发有为、再立新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参加
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参加会
见并在总结会议上讲话。

16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华灯璀
璨、气氛热烈。10 时许，习近平等来到这

里，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同大家亲切
握手、不时交谈，并合影留念。

日前，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专门听取庆祝活动总结报告并发表
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庆祝活动是国
之大典，气势恢弘、大度雍容，纲维有序、礼
乐交融，充分展示了新中国成立 70年来的
辉煌成就，有力彰显了国威军威，极大振奋
了民族精神，广泛激发了各方面力量。庆祝
活动是在第一个百年即将到来之际，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朝着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奋进的一次伟力凝聚；是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全体中
华儿女对共同理想所作的一次豪迈宣示；是

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
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
东方，并且愈发蓬勃、愈发健强的一次盛大
亮相。

习近平指出，庆祝活动涉及单位多、参
与人员广、时间跨度长、组织任务重。活动
能够取得圆满成功，根本在于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在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
同努力。

习近平强调，庆祝活动是人民群众爱国
主义精神的集中展示，要抓住契机，加强对
人民群众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引导。庆祝活
动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要总结好
做法好经验，用以指导今后的重大庆祝活

动。庆祝活动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
神财富，要加强对这些精神财富的发掘利
用，使之转化为亿万人民群众奋进新时代的
强大动力。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下转四版）

习近平向首届世界科技
与发展论坛致贺信

习 近 平 就 中 蒙 建 交 70 周 年
同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互致贺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总结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亲切会见庆祝活动筹办工作有关方面代表
会议传达习近平关于庆祝活动的重要讲话 对学习贯彻讲话精神作出部署

官渡黄河大桥昨官渡黄河大桥昨日正式通车日正式通车
郑州新乡两地间黄河公路大桥增至郑州新乡两地间黄河公路大桥增至44座座

★官渡黄河大桥项目
路线全长31.775公里，按
一级公路建设标准设计，
总投资39.1亿元。其中，
跨越黄河特大桥一座，全
长7377米，双向8车道

★该桥是国内目前同
类桥梁中根数、吨位最多
的特大桥

★目前大桥只允许小
型客车、中型客车(19座
及以下客车)通行。短时
间内暂不具备货运车辆通
行条件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王治 李丽君）昨日，
我市举行庆祝第十二个“郑州慈善日”暨捐赠活
动，省慈善总会会长邓永俭、秘书长刘高贵，市
领导王新伟、胡荃、杨福平、徐军、李喜安、薛景霞、
刘睿出席活动仪式。

活动仪式上，宣读了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徐立毅对第十二个“郑州慈善日”的重要批示。

王新伟在致辞中说，近年来，全市上下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保障、公益慈
善的重要论述，广泛汇聚慈善力量，不断激发慈
善活力，实现了助老、助残、助医、助学的“全覆
盖”，打造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大舞台”，涌
现了一批慈善楷模、慈善标兵、慈善之星、慈善
家庭，营造了全城关注慈善、全民参与慈善的浓
厚氛围，用“七星级慈善城市”的荣誉称号，擦亮
了郑州大爱温暖的城市底色，让更多人群得到
了实实在在的救助。

王新伟表示，慈善是一项高尚的事业、光彩
的事业、为民造福的事业，要加强对慈善事业政
策支持和引导，全方位为慈善事业发展保驾护
航，大力弘扬崇德向善、慈善光荣、奉献可敬的
社会风尚，促进慈善事业全面持续健康发展。
要推动慈善事业与脱贫攻坚精准对接，积极开
展救助范围广、社会效果好、群众迫切需要的慈
善救助项目，通过尽情助医、深情助困、热情助
学等方式，努力为纾难解困、造福民生敞开慈善
大门。要健全完善内部管理和运行机制，落实
信息公开制度，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和社
会的监督，努力打造公信慈善、透明慈善、阳光
慈善。要形成政府协调机制与行业协作机制互
补、政府行政功能与行业自治功能互动、政府管
理与行业自律有机结合的慈善组织管理格局，
努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文明和谐、精准脱贫做出
积极贡献。

据悉，10 月 16 日是第十二个“郑州慈善
日”，延续了“助力脱贫攻坚、创建慈善城市”的
主题，活动现场爱心企业、单位和个人共捐赠善
款3.8亿元，再创慈善日捐款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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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市国资系统专项以案

促改警示教育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昨日，全市国资系统专项以案促改警示

教育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周富强出席并
讲话，副市长史占勇主持。

周富强要求，全市国有企业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考察国有企业时的指示精神，从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优化政治生态、落实严管厚爱、保障国有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角度深刻认识以案促改的重要意义。要汲取惨痛教训，在
自我检视和查摆问题环节上下真功夫，深入剖析违纪违法案件特
点和发案原因。要强化党的领导，把以案促改和正在开展的第二
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机结合，以案例明法纪促整
改，发挥警示作用，一体推进“三不”机制建设。要压实工作责任，
国资委党委、工信局党组和国企党组织要自觉扛起以案促改主体
责任，紧盯关键少数，把握重点环节，围绕项目投资、物资采购、资
金拨付、工程招标、担保借款、人事任用等重点部位，改革体制机
制，扎牢织密制度笼子，确保各项权力不被滥用。

全市1000多名国企领导干部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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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州全媒体记者 李爱
琴）昨日，记者从河南省市场监管局
获悉，今年前三季度，全省新登记市
场主体116.2万户，同比增长23.4％。

据介绍，省市场监管局组建
以来，先后起草了优化营商环境
15 条政策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24 条政策，牵头在全省大力推进
“多证合一”“证照分离”“先照后
证”等涉及多部门综合性的重点
改革，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 4
天，大力推广企业登记全程电子
化，持续深化名称、住所、注册资
本等登记事项改革，建成了企业

注销一网通办专区。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推动各类

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和投资热情激
增。截至 9月底，全省市场主体总
户 数 达 666.3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18.4%，居全国第五位、中部六省第
一位。

我市实施产业扶贫项目百余个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产业是重要支撑。

记者昨日从市农委获悉，近年来我市充分发挥各县（市）产业扶贫
主体作用，精准谋划产业扶贫项目并推进项目落实落地，全市六县
（市）共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161个，在 181个贫困村共选聘了 673
名产业发展指导员，带动指导贫困户12071户。

据悉，我市各县（市）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产业扶
贫扶持政策，印发了产业扶贫实施方案，积极争取国家、省、市财政
支持，实施了光伏扶贫项目、县级产业扶贫项目等。我市把项目建
设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抓手，围绕特色种植、特色养殖、乡村旅游、
特色加工、光伏扶贫、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等“七大类产业”，精
准谋划产业扶贫项目。六县（市）实施产业扶贫项目共 161个，其
中，种植业类项目 65个、养殖业类项目 12个，加工业类项目共 34
个、其他类项目 50个。全市 6个县（市）在 181个贫困村，共选聘
了673名产业发展指导员，带动指导贫困户12071户。

本报讯（记者秦华）昨日，国务院
正式发布《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八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全国新
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762处。其
中，我省有62处入选，包括我市9处。

我省此次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的62处分别为：古遗
址20处、古墓葬3处、古建筑27处、
石窟寺及石刻 3处、近现代重要史

迹及代表性建筑9处。
其中，包括我市古遗址4处，分

别为：郑州市二七区老奶奶庙遗址、
荥阳西史村遗址、荥阳市官庄遗址、
新密市窑沟遗址；古建筑3处，分别
为：登封市三祖庵塔、登封玉溪宫、
登封崇福宫；石窟寺及石刻1处，为
荥阳市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近现
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处，为

郑州第二砂轮厂旧址。
据了解，国家文物局自2018年

7月启动第八批国保单位相关申报遴
选工作，经过认真审核，邀请专家进
行评议投票，对存疑项目进行实地复
核，并多次召开专题会，最终研究形
成了第八批国保单位推荐名单。

截至目前，我省的核定国保单位
有400余处，位居全国各省份第二。

前三季度河南新登记市场主体116.2万户
同比增长23.4％

我市新增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交通“王牌特拍员”
助力文明交通出行

本报讯（记者 张倩）昨日，由省运输事业发展中心、河南省高速
交警总队二支队、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共同发
起的助力文明交通出行2019首届“王牌特拍员”活动在郑启动。

车主们注意了！你的不文明行车行为小心被举报。同样，当
你遇见不文明行车行为也可以随手拍下进行举报。首次“王牌特
拍员”计划将面向全省进行公开招募，所有机动车车主均可搜索并
添加微信公众号“在途视频”，回复“报名”即可参加本次活动。“王
牌特拍员”们只需要通过使用“在途视频APP”系统上传行车路上
的不文明行车行为，即可获得平台给予的奖励，同时也可赢取交通
大礼包，并获得由相关部门颁发的“王牌特拍员”荣誉证书。

牢记嘱托 奋勇争先 谱写新谱写新时代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干事创业敢担当
为民服务解难题

开展多样活动
深化主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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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黄河大桥昨日正式通车 本报记者张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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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创汇”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举行决赛 2版

我省去年农业产业扶贫惠及156万贫困群众 3版

郑州马拉松，一个向上的能量场 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