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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主题团日活动举行

弘扬五四精神
勇担青春使命

本报讯（记者 李娜 张影）为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昨
日，郑州共青团“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五四主题团日活动
在郑州艺术宫举办。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焦豫汝，市委常
委、副市长谷保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新中，市政协副主
席刘睿参加活动。

活动共分为“青春岁月、青春奋斗、青春梦想”三个篇章展开，
通过主题微团课、团旗下的演讲、志愿者展示等形式，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激励和引导全市广大青年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大力弘扬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矢志投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勇于改革创新，争做奋发有为的新时代青年。（下转二版）

昨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河南省分行举行了

“互联网+不动产登记+金融”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至此，市不动产登记已
和 3家银行达成战略合作，市民今后
可在中原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
的网点申办不动产登记业务。

3家银行网点今后
也能办不动产登记

详见详见22版版

今年郑州将启动
22处生态遗址工程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我市近日举行全市生态遗址工程现
场观摩推进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杨福平，副市长吴福民带领
观摩团，先后来到中原区、新密市，现场观摩遗址生态公园建设
进展，并就全市生态遗址工程建设工作做出部署安排。

观摩团一行先后来到中原区马庄遗址生态文化公园、白寨遗
址生态文化公园，新密市前士郭遗址生态文化公园，详细了解公园
规划、建设情况和公园绿化、周边配套路网完成情况。（下转二版）

一季度，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大幅增长，协议投资3080万美

元，增长475%。

全省对外直接投资中方协议额7.73亿美元，对外投资主要投向航空、新

材料、跨境电商等行业。

一季度我省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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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明日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本报讯 4 月 28 日，中国共产党河
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扩大）
会议在郑州召开。全会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
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动员全省上下牢牢抓住新时
代河南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紧紧扭
住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总抓手，进一步巩
固脱贫攻坚战果，进一步提升“三农”工
作水平，推动我省加快由农业大省向农
业强省转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让中原
更加出彩奠定坚实基础。

全会审议讨论了《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审议并表
决通过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届委员
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决议。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

记王国生，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分
别作了讲话，省委副书记喻红秋通报
了 2018 年度全省脱贫攻坚成效考核
情况。

省委常委孙守刚、任正晓、李亚、黄强、
孔昌生、马懿、穆为民、江凌在主席台就
座。

全会指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发表了
重要讲话，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

“三农”工作指路领航，讲清了河南的地
位、优势和责任，讲清了工作重点和实现
的方法路径，讲清了需要弥补的突出短
板和统筹的重大关系，为推动河南高质
量发展特别是为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为
做好各项工作确立了更高标准，极大地
激发了一亿河南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
争先进位谋出彩的奋斗精神。

全会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把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
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与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指
导河南时的重要讲话贯通起来学习理
解，联系河南实际思考谋划，愈加深刻
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
深厚情怀和远见卓识，愈加深刻感受到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原人民和河南工作
的关怀厚爱，愈加深刻感受到肩头有沉
甸甸的担子、身后有沉甸甸的期盼。要
清醒认识“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

“三农”的基础性地位从未改变，事关生
存之基、强国之基、执政之基；“三农”的
全局性影响举足轻重，牵动发展大局、
改革大局、稳定大局；“三农”的战略性
作用愈加凸显，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进程，必须责任上肩。要
准确判断新时代“三农”发展趋势和阶
段性特征，充分认识到农业正由增产导
向向提质导向转变，农村发展正由传统
种养业为主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转
变，农村劳动力正由单一城镇集聚向城
乡双向流动转变，城乡关系正由二元结
构向加快融合发展转变，必须与时俱
进。要深刻把握新时代“三农”工作重
大关系，（下转二版）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省委常委会主持会议 王国生陈润儿讲话

审议讨论了《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审议并表决
通过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决议

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推进乡村振兴
的河南实践，在希望的田野上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三农”篇章

本报讯（记者 裴蕾 肖雅文）市
委副书记、市长王新伟近日会见株
洲市委副书记、市长阳卫国率领的
考察团一行。

市领导吴福民、史占勇参加
会见。

王新伟代表郑州市委、市政府
对株洲市政府考察团一行表示欢
迎。他说，郑州是国家支持建设的
国家中心城市，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区位交通优势明显，航空港实验区
等国家战略叠加落地，空中、陆上、
网上、海上四条“丝绸之路”架起了
连通世界的桥梁。当前，郑州正以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为统揽，以航空
港实验区为龙头，以“1+4”大都市
区建设为方向，全面推进“五区联
动”“四路协同”，加快建设“一枢纽
一门户三中心”，站在了高质量发展
的新起点。

王新伟表示，株洲是国内老工
业基地，在轨道交通、航空、新能源
汽车等领域有着独特优势，尤其在
科技创新、产业转型等方面的成功
做法，为郑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
验参考。（下转二版）

港区一季度完成省市
重点项目投资逾110亿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杨宇）市委常委、郑州航空港实

验区党工委书记马健日前带队调研督导航空港区重点项目建设
进展情况。

马健一行先后来到朝虹配套项目、华锐光电、空港科锐、仙
霞街等项目现场实地察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询问施工进度，协
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据了解，2019年，该区列入省、市重点项目共计60个，其中
省重点项目41个，总投资177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86.7亿元，
一季度完成投资96.7亿元，占总投资的25%；（下转二版）

4月 27日，太室山下嵩阳书院内雅韵齐鸣，来自郑州市的
300名少年，诵读和演唱从《大学》《论语》到唐宋诗词名篇名
章，展现中华经典的恒久智慧和无穷魅力，并由此开启“传承
国学 诵读经典”读书大会盛会。 本报记者 李晓光 摄

传承国学
诵读经典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昨日，来
中国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的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
彼得来到郑州，乘坐我市的快速公
交，并到公交一公司石楠路公交场站
参观，“取经”公交建设、管理经验。

据市公交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期来我市公交参观访问的外
国友人络绎不绝，公司代表也不断
受邀出国介绍我市公交在新能源车
辆应用、智能公交系统等方面的先
进经验，“郑州公交的成绩在国内外

都受到了广泛肯定”。
据介绍，截至 2018 年底，郑州

公交拥有公交车辆6373台，其中混
动及新能源公交车辆达6273台，占
总车辆数的 98.43%。建成新能源
公交车辆充电站38座，其中包括两
座省级示范充电站，配备1150个充
电枪，为全市新能源车辆的正常运
营提供了有力保障。

郑州公交自己研发的智能公交
管理系统，（下转二版）

外国友人来郑
“取经”公交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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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第十一届全国一届全国少数民族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传统体育运动会动会

132132 天天开幕还开幕还有有

距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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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让子孙后代
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

●●●●●●●●●●●●●●●●●●●●●●●●●●●●●●●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
发表了重要讲话，为推动河南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为我们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做好各项工作确立了
更高标准，极大地激发了一亿河南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
争先进位谋出彩的奋斗精神

●●●●●●●●●●●●●●●●●●●●●●●●●●●●●●●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做好“三农”工作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 要认真总结我省“三农”工作
的实践探索，坚定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做好“三农”工作的信心和
决心

●●●●●●●●●●●●●●●●●●●●●●●●●●●●●●● 要 牢 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托，不断深化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做好“三农”工作的河南实践

●●●●●●●●●●●●●●●●●●●●●●●●●●●●●●●要紧盯优先任务，坚决打好
打赢脱贫攻坚战

●●●●●●●●●●●●●●●●●●●●●●●●●●●●●●● 要加强党的领导，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提供
坚强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