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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原区中 加快“四个中原”建设、构建“一心两轴三区六片两园” 开启以郑州中央文化区（CCD）为引领的国家中心城市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新征程

诵读中华经典 传承民族文化

诵读中华经典成为今年中原区图书馆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的一大亮点。中原
区图书馆倡导读者放声诵读的形式，追忆先
贤亲友，感受无限春光。

从 4月 18日开始，三棉东社区、电力社
区、金苑社区、井下社区、绿都社区、白鸽社
区、中原二社区、湖光苑社区、郑煤机社区、
万达社区、正商明钻社区、晶华城社区、西十
里铺社区、帝湖花园社区、阳光新城社区、秦

江社区等 12个街道 23个社区图书室、分馆
等基层服务网点组织开展了以“读经典、学
新知 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的同城共读活
动。诵读活动中，锦绣城社区《木兰辞》、白
鸽社区分馆《史记——张释之之冯唐列传》、
阳光新城社区分馆《曾国藩家书》的经典诵
读吸引了读者积极参与。万达社区还开展
了“书香儿童”评选活动。

通过诵读经典，让现场每位读者都沉浸
在阅读经典名著的喜悦中。他们目光炯炯，
神采飞扬，经典名著对于他们心灵的呵护，
精神的滋养，已如雨点滋润了心灵，打开了
他们美好的感情世界，激发心底的善良，引
领穿越纯净的精神时空。

4 月 21 日下午，中原区图书馆社科馆
还邀请专业老师，对该馆部分经典藏书进行
了解读，并与读者互动，分享阅读心得。开
卷有益，学习古籍经典，贵在坚持，重在分
享。活动中，工作人员引导读者以不同的学

习方式，徜徉知识的海洋，感受精神的愉悦。

体验传统习俗唤醒文化记忆
风筝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着特殊的寓

意，人们通过风筝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
向往。为了让孩子们感受春天的气息，亲近
大自然，4月 14日，中原区图书馆工作人员
以“风筝”为切入点，通过了解风筝、彩绘风
筝，让孩子体验自己手绘风筝的乐趣。

回顾手绘风筝的整个过程，从接触风
筝、了解风筝、手绘风筝、放飞风筝的整个过
程中，孩子们是主角，还以绘画涂鸦的形式，
让小读者参与进来。本次主题活动的举办
充分激发了孩子们的积极性，使孩子们更全
面地了解风筝的历史过程、制作过程、结构
特点等，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

3月 24日，方圆经纬分馆还开展了“妙
手生花，永驻芳华”手工制作活动。活动现
场，青堂美学的老师用生动的语言和夸张的

动作为社区小朋友们讲述了蝴蝶蜕变的过
程。同时，将环保知识贯穿于课堂之上，让
社区儿童了解大自然的同时也增强了环保
意识，让手绘蝴蝶“飞舞”在蓝天下。

拓展借阅平台增添“文化味道”
在全民读书系列活动的过程中，中原区

图书馆通过专题讲座、手工培训等多种形式
为读者带来丰盛的文化大餐，吸引了读者的
欢迎，也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图书馆及分馆，
选择自己喜欢的图书阅读。

据介绍，进入 4月以来，中原区图书馆
为各社区分馆、流通站送去图书近 2000
册，既体现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又体
现了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更好地向社区读
者传播了他们需要了解和掌握的各类知
识，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原区
图书馆还在“世界读书日前夕”新增两家社
区分馆加入郑州市图书借阅联盟，让图书
馆在居民身边落地开花，增添了基层社区
的“文化味道”。

“世界读书日”当天，中原区图书馆还有
公开课直播，诸如养生课堂、艺术插花培训
也将陆续在中原区图书馆和中原区22个分
馆及图书流通站里分别举办。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于成林）
关注公众健康，强化慢性病危害宣传，加强
引导防范慢性病发生。日前，中原区构建政
府主导、部门协作、动员社会、全民参与的慢
性病综合防治机制，通过倡导“每个人是自
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调动社会和个
人积极参与慢性病综合防控防治。

心脑血管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我国居民的主
要死亡原因。2018年郑州市死因监测分析
显示，我市居民死因顺位前五位的分别是心
脏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和
伤害，慢性病是威胁我市居民健康和生命的
主要疾病，超过 85%的死因归因于慢性病，
其导致的疾病负担不断加重。为加强慢性
病防控，中原区以创建“省级慢性病综合防
控示范区”为切入点，积极开展慢性病危害
宣传和防控，多措并举推进该项工作。

加强组织保障，构建防控体系。中原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慢性病的防治工作，积
极开展“河南省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创
建。4月 18日，中原区组织中原区委宣传

部、中原区总工会、中原区教体局等相关单
位召开中原区创建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
范区协调会，就慢性病综合防控工作做出具
体安排，统一思想，统筹安排，抓好创建工作
落实，强化责任，确保工作效果。

强化部门协作，掌握慢病动态。为保障
综合防控工作顺利推进，中原区政府组织建
立了各相关责任单位联络底册，协调各单位
开展工作。形成各司其职、无缝对接，多部
门协作、全社会参与的慢性病综合防控新格
局，实现了从“卫生部门单打独斗”到“部门
公众协作参与”的转变。要求相关责任单位
吃透标准，进行自查打分，为评价中原区慢
性病综合防控工作提供基础数据。

掌握特殊人群，开展慢病监测。为做到
慢性病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期给予积极的健
康指导和合理的治疗，提高生命质量，促进
广大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提高。中原区作
为全国疾病监测点，目前开展了死因、肿瘤、
心脑血管事件等监测工作，自 2007年以来
每三年开展一次全国慢病危险因素调查，为
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开展35岁及

以上人群首诊测血压工作，医疗机构首诊测
血压覆盖率为 100%。全区 29个医疗机构
开展了死因、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监测工作，
报告覆盖率为100%。

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健康意识。中原区
积极开展各种类型的健康教育宣传活动。
开展“郑州健康大讲堂”和“河南省健康素养
巡讲”活动；利用“世界无烟日”、“全民健康
生活方式行动日”“全国高血压宣传日”“联
合国糖尿病日”等大型主题宣传活动日，为
群众发放宣传资料及控油壶、限盐勺等健康
支持工具，提供健康咨询，讲解慢性病防控
知识；设立健康教育专栏，开展健康教育“五
进”活动，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逐步强化群
众的健康意识。

建立防控体系，加强全程管理。目前，
中原区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均设立了疾病预
防控制科，配备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承担慢性
病监测管理等职责。疾控中心设有慢病科，
基层医疗机构积极开展慢性病防控工作，在
全区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推进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慢性病健康教育以及慢性病人群的健

康管理纳入了家庭医生的工作范畴，为推进
慢性病分级诊疗奠定了基础。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开展65岁以上
老年人体检工作，加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
的管理。高血压、糖尿病登记率、规范管理
率和 65 岁以上老年人体检率均达到了国
家的要求。为探索建立“医患合作、患者互
助、自我管理”的群防群控慢性病的工作模
式，中原区从 2014年起在全区逐步创建高
血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小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护人员定期针对小组成员开展
自我管理健康知识教育，强化自我健康管
理意识。

从有病看病到无病防病，群众健康理念
和生活方式悄然改变。在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卫生城市的大背景下，中原区顺势而为，
开展“河南省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
工作，打响一场与“慢性病”赛跑的“战役”，
为中原区着力打造“四个中原”及建设以郑
州中央文化区为引领的国家中心城市产城
融合示范区提供健康保障，为提高全区人民
群众的健康水平作出积极贡献。

加强组织保障 强化部门协作 开展健康教育

多措并举创建“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举办专题讲座

学习巡视巡察知识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郝欢欢）为落实中原

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巡视巡察工作进党校课堂
的要求，日前，中原区委第二巡察组在巡察期间到党校
课堂开展巡视巡察工作知识专题讲座。

此次专题讲座中，中原区委第二巡察组巡察专员
以《信任不替代监督》为题，给中原区委党校春季主体
班学员集体授课。讲座从巡视巡察工作的重要意义、
巡察方式方法、巡察机构的人员组成及巡察范围与纪
律，以及把派驻纪检组纳入巡视监督范围等几个方面，
为学员们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讲解。

专题讲座结束后，学员们纷纷表示，巡视巡察工作
是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确保党始
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重要
举措。大家深刻认识到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有责任、有
义务支持和配合巡视巡察工作，主动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政治觉悟，把巡视巡察工作作为参加“政治体检”的
机会，敢于发现问题、正视问题、纠正问题，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巡视巡察工作上来，全力以赴配合巡视巡察
工作顺利开展，自觉接受监督，推动巡视巡察反馈问题
整改落实到位，为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打下坚实基础。

中原西路生态廊道
绿化景观亮点多多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憨态可掬的大象、体态
修长的长颈鹿、活泼可爱的兔子……日前家住中原
西路的马阿姨发现，中原西路生态廊道凯旋路口入
口处，出现了一群用轮胎做成的小动物，伫立在道旁
花草之中,造型多样,引人注目。

为进一步提升中原西路生态廊道园林景观
水平，打造生态廊道精品亮点，绿化人员匠心独
运，在中原西路生态廊道凯旋路口入口处构建了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主题园林小品景点。绿
化工人将废旧轮胎重新利用，经过巧手翻新、拆
分、整合、描绘等制作成大象、长颈鹿、乌龟、兔子
等动物造型。

同时，在此背景下，配置 12000 多株天竺
葵、非洲菊、火焰南天竹、紫色垂吊牵牛等植物
花卉制作成花镜。形象可掬的小动物们在绿
树鲜花掩映丛中交相呼应，安详和谐的玩耍
嬉戏的场景，使静谧的生态廊道顿时焕发出
了勃勃生机，吸引来往行人驻足拍照。

据中原西路生态廊道绿化工作人员介
绍，中原西路生态廊道园林小品景点的构
建，通过打造精品亮点，提高生态廊道园
林景观的艺术品位、文化品位，从整体上
提升了廊道的景观水平，同时变废为
宝，也充分整合利用了废旧资源，增强
了人们绿色环保理念。

书香中原全民阅读
中原区图书馆“世界读书日”倡导读经典学新知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杨艳红）为营造全民阅读的良
好氛围，让阅读无处不在，在第二
十四个“世界读书日”前夕，中原
区图书馆及 23个社区图书室、分
馆及图书流通站积极开展以“读
经典，学新知，链接美好生活”为
主题的 2019 年同城共读全民阅
读活动，通过系列活动的举办，引
领阅读社会新风尚，开创全民阅
读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据郑州海关统计，
今年一季度，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出口完成218.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
占同期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21.5%。其
中，3月份对沿线国家进出口完成 78.3亿元，
同比增长 32.5%，环比增长 38.9%，外贸形势
逐渐回暖向好。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我
省民营企业对沿线国家进出口不断增长，已
连续3个月成为最大进出口主体。

一季度，我省民营企业对沿线国家进出
口完成 110.1亿元，增长 26%，快于总体增速
24.3个百分点，占全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总值的50.3%。
从贸易伙伴来看，一季度，我省对东盟进

出口112.9亿元，增长1.3%，占51.6%，其中越南
为最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完成47.3亿元。同
期，对阿联酋进出口14.7亿元，增长31.5%；对沙
特阿拉伯进出口13.4亿元，增长1.3倍。

在出口货物中，机电产品出口占主导。
一季度我省对沿线国家出口机电产品 84亿
元，增长 7.8%，占同期全省对沿线国家出口
总值的52.7%；出口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9
亿元，增长0.2%。进口也以机电产品进口为
主，煤和农产品进口剧增。一季度，我省自沿

线国家进口机电产品 39.8亿元，占同期全省
自沿线国家进口总值的 67%，其中进口集成
电路 10.1 亿元，增长 21.2%。进口煤及褐煤
4.9亿元，增长 62.8%；进口农产品 2亿元，增
长80.7%。

据了解，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
省与沿线国家贸易保持稳定增长，贸易额呈
逐年上升态势。2013 年到 2018 年的 6 年
来，我省与沿线国家进出口值由 647.5 亿元
快速增长至 1187.9 亿元，年均增长超 10%，
占 全 省 外 贸 总 值 比 重 由 17.4% 上 升 至
21.6%。其中 2016年以来，我省与沿线国家

贸易往来步伐明显加快，年度增速持续保持
在两位数，贸易额接连突破 800亿元、900亿
元、1000亿元大关。据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
介绍，除了现有参与国，近期欧洲国家对“一
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也持续提升。3月 23
日，意大利与我国签署共同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谅解备忘录，成为首个签署该协议的G7
国家，3月 27日，卢森堡与我国签署共建“一
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中东欧 16国和希腊也
已先后与我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将有效提振我国对欧货物贸易，也将为我
省外贸发展带来利好。

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稳定增长
民营企业成为外贸主力军

一季度工业经济运行平稳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黄利斌说，一季度工业经济运行平

稳，呈现几个特点。
一是总体平稳，稳中有升。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6.5％。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到
7.2％，高于去年同期。

二是政策给力，信心提振。全面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
税收减免、大幅放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标准并提高增值
税起征点……政策红利逐步释放，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

三是市场回暖，预期改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3月
份回升至荣枯线以上。春节后工信部对 1.5万家企业问卷
调查，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表示在手订单较为充足。

积极因素增加，但风险挑战不可低估，巩固向好势头
还需付出努力。

黄利斌说，下一步，工信部将推动落实减税降费举措，
释放内需增长潜力，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实现工业经济
平稳运行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网速更快资费更优惠
“光纤覆盖率到今年 3月底达到了 91％，百兆家庭宽

带成为老百姓的主流选择。”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
闻库说，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网速更
快，资费更优惠。

闻库说，据不完全统计，用户月均移动流量使用量已
超过7GB。

他说，工信部准备在超过300个城市部署千兆宽带网络，
在完成今年网络降费目标同时，进一步推动电信企业推出更
多更优惠的特色产品，并要求电信企业进一步优化精简资费
套餐，实现2019年在售套餐数量较2018年底减少15％。

面对社会关注度较高的5G话题，闻库表示，5G整体部
署有序推进。5G标准、研发、试验和产业化进程加快。相
关运营企业也在抓紧制定5G投资计划，积极稳妥发展5G。

下一步，工信部将和企业一起加速产业链的成熟，加
快5G的商用步伐，早日向社会提供5G服务。

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
黄利斌介绍，未来将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

展。加快充电设施建设，优化公共充电桩布局，在更多使用环
节给予优惠措施，建立新能源汽车市场化发展的长效机制，引
导地方财政补贴向支持充电设施建设等使用环节转换。

与此同时，工信部将建立健全安全检查制度等，推动
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安全运行水平。

提到氢燃料电池汽车和采用锂电池的纯电动汽车，黄
利斌说，这两种都是新能源汽车的重要技术路线，氢燃料
电池汽车将与纯电动汽车长期并存互补，共同满足交通运
输和人们的出行需要。 据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工业平稳网费降低
新能源车发展势头好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热点

一季度工业数据怎么看？提速降费如何推
进？新能源车如何发展？23日召开的国新办
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回应了社会
关注的热点。

知识产权宣传周
主题日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吴瑞格）昨日上午，河
南省知识产权宣传周主题日活动在金水区国家知识产权
创意产业试点园区举行。活动现场举行了企业专利质押
融资贷款及奖补资金发放仪式，向 5家企业发放专利质
押融资评估、担保、保险等奖补资金 208万元，向 4家企
业发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9100万元。

活动还为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中原工学院等三
家首批河南省高校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建设试点单位
授牌。

活动还宣读了我省入选首批国家级中小学知识产权
普及教育示范学校和第四批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
点学校的名单，现场为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 1所示范学
校和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外国语小学、河南省南阳市第
一中学校两所试点学校授牌。

据介绍，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围绕助力和支撑全省
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加快构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知识产权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2018 年，全省
专利申请量达到 154381 件、授权量达到 82318 件，其
中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 46868 件、授权量达 8339 件；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3.48 件；有效商标注册量达
到 62.37 万件、驰名商标达到 267 件、中国地理标志达
到 73 件；受理版权登记 1100 余件，从国、境外引进版
权 163件。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我省将
充分发挥市场综合监管优势，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统
筹抓好知识产权激励奖励、转化运用、服务监管等工作，
加快推动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同时，进一步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建设，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协调和执法协作机
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努力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
更加坚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支撑。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王国
英）从 4月 23日开始，我市开始集中开
展市级层面的中国制造强市和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政策宣讲活动，首场宣讲昨
日在新郑举办，主要对《郑州市建设中
国制造强市若干政策》《郑州市建设中
国制造强市若干政策的补充意见》《郑

州市建设中国制造强市若干政策的补
充意见实施细则》等进行宣讲，帮助广
大工业企业全面了解掌握政策，力争实
现企业申报“只跑一次”。

此轮宣讲活动，市工信局还将围绕
企业培育、技术改造、平台建设、两化融
合等政策进行详细解读，政策全面具

体，含金量高。
据介绍，我市制造强市奖补专项资

金（工业和信息化类）申报工作目前已
经进入企业和县区资料的整理阶段。
市工信局继续采取“一站式”服务，集中
受理各县（市、区）统一联合申报，时间
为2019年 5月 13日至5月 17日。

我市启动制造强市政策集中宣讲活动

4月23日，第
125 届中国进出
口商品交易会（广
交会）第二期在广
州琶洲会展中心
开幕。本期展会
将持续至 4月 27
日，主要展出日用
消费品、礼品、家
居装饰品等。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