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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本报讯（记者 张昕 刘俊礼）7月 15日，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走访黄河水利委
员会，并到市水利局调研防汛工作。他指
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减灾救灾的
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手抓防汛，一手抓抗
旱，切实做好防汛抗旱工作，高标准规划建
设黄河生态文化带，确保全市汛期安全。

黄河水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岳中明，
副主任牛玉国参加黄委会座谈。

王鹏、牛卫国、吴福民、董继锋参加
活动。

在黄委会，徐立毅详细了解黄河防汛工

作及黄河生态文化带规划情况。徐立毅说，
郑州因黄河而生，黄河安澜也是郑州城市安
全的重要前提。要高度重视黄河防汛工作，
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确保黄河安澜。规划
建设黄河生态文化带，是促进黄河流域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抓手，是推进工程水利
向资源水利、生态水利转变的重要载体。要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黄
河生态文化带郑州段作为郑州生态工程的
主体工程，突出抓好沿黄环境综合整治，充
分考虑黄河滩内外功能区分、与城市功能衔
接等关键点，将河势的稳定与生态重构紧密
结合，将防洪、生态、休闲、文化更好融合，把

黄河生态文化带郑州段打造成全流域的示
范带。

在市水利局，徐立毅听取了全市防汛工
作准备情况。他强调，主汛期已至，全市上
下要按照中央、国务院安排部署，落实省委、
省政府“一个确保、三个不发生”要求，客观
认识防汛形势，高度重视防汛工作，时刻保
持头脑清醒，认真查找薄弱环节，做到防汛
抗旱两手抓。要提高局地性强降雨等灾害
性天气的预测预报水平，做好水利工程运营
调度，落实好地质灾害防范措施。城市防汛
要重点对地铁等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加强
监管，确保安全度汛。对城区积水区域，要

综合施策，消除隐患。要落实救灾抢险应急
预案，确保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险情与灾
情。要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部门联
动、各司其职，条块结合、强化基层，夯实防
汛指挥工作的组织体系，确保人民群众的生
命安全。

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6.3％
GDP总量达45093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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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毅走访黄委会并调研全市防汛工作

立足防大汛坚持两手抓
切实做好全市防汛抗旱工作

市人大出台行动方案
助环境综合整治提升
本报讯（记者 袁帅）昨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迎民

族盛会 庆七十华诞”助推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专题会议，
贯彻落实省会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和市委决策部署，凝聚全市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的智慧和力
量，全力助推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胡荃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广灿主持会议，副主任王贵欣、
赵新中、张春阳、王福松、孙黎出席会议。

会议宣读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
华诞”助推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行动方案。 （下转三版）

本报讯（记者 曹婷 文/图）昨日上午，跨南水北调干渠的
西四环奥体大桥正式合龙。

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是郑州主城区“两横两纵两
环 ”快速路系统中“两环”的外环，由大河路、东四环、南四环
及西四环组成闭合环线。西四环奥体大桥，是四环线及大河
路快速化工程项目中塔柱最高、钢箱梁最宽、单跨跨度最长、
施工难度最大、设计理念最新颖的单体工程。其斜拉桥主塔
采用了水滴造型，宛若天上滴落的水珠。

15日凌晨 3点，西四环奥体大桥最后一节钢箱梁架设到
位。最后一节梁长 12米、宽 49.16 米、高 3.512 米，重达 345
吨。据介绍，西四环奥体大桥主塔柱高88.485米，施工历时8
个月，于 7月 7日按节点工期如期封顶。目前钢箱梁顺利贯
通，斜拉索也全部安装完成。下一步，奥体大桥将进行桥面附
属、亮化等施工，预计今年8月中旬达到通车条件。

郑州慈善拟5年
募捐超 15亿元
救助困难群众超500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李丽君）记者从昨日上午召开的郑州慈善
系统2019年上半年工作座谈会上获悉，全市5年拟募捐超15
亿元，救助困难群众超500万人次。

根据工作安排，2019年~2023年，郑州慈善事业规划全
市捐赠总额超 15亿元，惠及困难群众超 500万人次；发展慈
善志愿者超 50万人；慈善活动数额年均增长率达 10%；慈善
信息公开达标率100%。

到 2023年，全市慈善城市创建达标率达到 80%。各县
（市、区）开发区在辖区重点公共广场、公园、旅游观光景点等
地方至少打造 1个公共参与度高的慈善广场或慈善地标，实
现慈善四级网络全覆盖；开展十百千万工程，即评选十大时代
慈善楷模、百名慈善标兵（企业和个人）、千名慈善之星、万户
慈善家庭。

本报呼和浩特专电（郑报全媒
体记者 王文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昨日
进入第四比赛日，在下午进行的
8000米民族速度赛马比赛中，河南
代表队发挥出色，共有 3名选手最
终闯进前八名。贺喜叶乐图夺得第
二名获二等奖，另外两名选手额呢
日乐和乌恩其分列第六、第七名，获
得三等奖。

昨日下午，在呼和浩特分赛场

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
动中心，进行了本届民族运动会马
上项目 8000 米速度赛马和 5000
米走马比赛。其中，在 8000 米速
度赛马比赛中，河南代表队的贺喜
叶乐图携战马“赤羽骓”以 9 分 49
秒 99的成绩获得第二名，仅比第一
名内蒙古代表队的双英 9 分 47 秒
09 的成绩慢了两秒多；额呢日乐、
乌恩其分别携战马“蓝色经典”和

“北方街头”夺得第六、第七名斩获

三等奖。
33岁的贺喜叶乐图表示，赛前

目标是“拿第一”，对于最终结果，他
说：“有些遗憾！这匹马曾在其他比
赛中拿过两个冠军，但这次一直处
于跟跑状态，直至最后两圈才冲刺
往上追，不过一直被头马压制。获
得第二名尽管成绩尚可，但心里却
总有些不得劲。”

对于弟子的表现，河南代表队
速度赛马教练刘贷强表示：“几名队

员的表现都不错。之前河南队发挥
不太理想，通过 8000米比赛鼓舞了
士气，后面还有两项速度赛马比赛，
力争取得好成绩。”

在昨日下午进行的 5000 米走
马比赛中，内蒙古代表队的呼和最
终以 7 分 31秒 81的成绩夺得第一
名。另外，昨日上午还进行了马上表
演项目的第二轮竞演，内蒙古代表队
在两轮竞演中均获得最高分，最终
荣获一等奖。 （相关报道见8版）

民族运动会马上项目进入第四比赛日

8000米速度赛马河南获佳绩
3名骑士闯入八强

主干道铺就“彩色路”
颜值与安全兼备

西四环奥体大桥实现合龙
预计8月中旬达到通车条件

本 报 讯（记 者 谷 长
乐 文/图）近 日 ，美 观 又
醒目的“彩色路”亮相郑州
街头（如图）。

为给市民提供更好的出
行体验，市政部门在金水路、
迎宾路、嵩山路、建设路和人
民路等 5条主干道铺筑了摩
擦系数大、耐高低温、醒目
美观的彩色陶瓷颗粒防滑
路面。

据介绍，“彩色路”是将
一种特殊的高分子树脂黏合
剂涂抹于路面，撒上不同颜
色的耐磨骨料，以精确的数
量铺设而成，增强了路面的
抗车辙性，缩短至少 45%刹
车距离，减少 75%的打滑现
象。能预防非机动车驶入机
动车道，最大限度减少交通
事故的发生。

郑州市对五云山
开发问题展开调查

本报讯 记者从郑州市委宣传部获悉，7月 15日，《人民日
报》“读者来信”栏目刊登了《违规修建跑马场、高尔夫练习场、
独栋别墅 五云山开发乱象缘何得不到整治？》的来信调查。
郑州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当天成立了由市、区有关
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赴上街区对五云山开发问题开展
调查。郑州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将按照实事求是、依法
依规的原则，对发现的问题不遮掩、查清楚、改到底，有什么
问题就处理好什么问题。同时，感谢媒体对郑州工作的监督
与帮助。 （郑州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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