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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少数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99月月88日—日—1616日日
在郑州举行在郑州举行

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华诞

习近平：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民族的大团结 你我的运动会

3版

“一征三议两公开”
老旧小区蝶变美丽家园

“原先院内路面坑洼不平，尤其一到阴雨
天，积水很深，污水满溢，不仅路难走，味道也
难闻，不少老住户都搬走了。”说起一年前的
小区，家住纬二路 26号院 3号楼的郑桂珍话
匣子就收不住了。

纬二路 26号院始建于 20世纪 50 年代，
共有住宅楼 24幢 830户，是省会由开封迁至
郑州后省政府建设的第一个家属院。风雨沧
桑，小区“老了”，26号院逐步“老化”成一个基
础设施陈旧、物业管理混乱的老旧楼院，居民
对提升院区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的呼声越来

越迫切。
居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工作目标，甲院社区党总支遵循“党建引领、
群众参与、政府主导、共建共享”的工作理念，
深入运用“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高标准
高质量推进老旧片区提质改造。

改什么？哪儿需要拆？哪儿需要改？怎
么改？街道党工委把这一系列问号交给居
民，让居民获得充分的“话语权”，让社情民意
把一个个问号拉直——

“要想彻底解决积水问题，必须对地下管
网设施进行雨污分离改造”；

“各家一楼后院围栏材质五花八门，围栏
内私搭乱建、乱堆乱放现象严重，要进行统一
规范”。

通过入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社
区收集整理居民意见建议600余条，梳理出院
区积水严重、私搭乱建多、道路品质差、物管
水平低、缺乏居民活动场地等五大类亟须解
决的问题。同时召集职能部门、驻区单位一
同商讨改造方案，科学制定小区改造方案，再
提交社区党总支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审议，经
居民代表会议决议通过后，确定改造计划。

院区居民自发成立了工程监理小组，对
文明施工、工程质量等各项环节进行全程监
督，把好工程质量关。郑桂珍还和本院的几
个老姐妹自发组建了“六姐妹”义务调解队，
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做居民的工作，帮助社区
解决了改造过程中的不少难题。

老区一整修，“颜值”大提升：小区实现了

“路平、灯明、便民、院绿”；
老区一整修，干净又便民。联合省事管局

协调拆除汉兴中医诊所私围的停车场，新建了
近600平方米的电动车充电棚，既解决了电动
车集中充电的问题，又方便了社区居民。原先
很多搬到东区的老住户又搬回来了；

老区一整修，赢得点赞声：“原先的废弃
门球场改建成了小花园，
园内放置了休闲桌椅，铺
装了健康步道，种植了绿
化景观，平时可
以 到 这 里 散 散
步、看看风景，非
常舒适。”

（下转二版）

党建引领街区治理“三重奏”

花园路街道唱响幸福花园新乐章
纬五路上，通信花园社区大门口近百

米的文化墙，“花园馨苑”“小桥流水”“家”
等三处微景观，花开鲜艳，绿意盎然；一个
个盆景，小巧玲珑，引人驻足；古色古香的
墙体上，“丰富多彩的活动聚人气，贴近生
活的服务赢民心”“把实事做到居民心上，
把幸福写在居民脸上”的遒劲书法，张扬
有力……

这一面文化墙，彰显的是通信花园社
区的文化“强”。书法作品，出自社区书法
班老师穆光远手下；盆景，是拥有30人之
众的社区养花协会成员们的杰作和奉献，
而王顺心老人则把精心培育了20多年的
大盆景奉献给大家观赏；自家的家园自己
管，“银发路长”们不仅负责着门外街头景
观花草的日常管理和养护，还成了全天候
的“马路天使”。

咱们花园有力量。这种力量的“底
色”“底肥”和底蕴得益于花园路党工委以
党建引领实现街区治理的“三重奏”，从而
唱响幸福花园新乐章。

习近平指出，新形势新任务对人大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地方人
大及其常委会要按照党中央关于人大工作的要求，围绕地方党委贯彻落
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地做好立法、监督
等工作，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自觉接受同级党委
领导，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接地气、察民情、
聚民智，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依
法履职能力和水平，增强工作整体实效。

习近平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
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张昕）7月 18日，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严格对照政
策标准，对五云山开发建设有关问题实事求
是进行核查，举一反三排查类似问题，依法
依规进行处理。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
主持会议。

王新伟、焦豫汝、胡荃、黄保卫、马健、
周富强、王鹏、杨福平、于东辉、牛卫国、
黄卿、白江民、王跃华出席或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五云山开发建设问题处置

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目前，五云山所有“跑
马场”和“高尔夫练习场”已全部拆除，垃圾
清运和用地恢复工作正在推进；山区公共道
路所有关卡栏杆已全部拆除；项目建筑及用
地的核查工作有序开展；扶贫资金修路问题
已整改到位。

会议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强
调要增强法治思维，坚持依法依规做好各项
工作，对存在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有什么
问题就处理好什么问题。对已界定清楚的
违规建筑，要尽快处置到位，按原有用地性

质恢复地貌；对需要进一步核查的建筑，严
格对照政策标准，逐项进行核查，确保核查
处置结果经得起检验。全市上下要把牢“稳
中求进”总基调，对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信
访稳定及群众关注的问题，高度重视、切实
做好工作。

会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依法行
政，学习、掌握、运用好法律法规，确保依法
合规地推进各项工作，以规范法治的行政行
为营造更优的发展环境。要结合正在开展
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守初心、

担使命，坚持群众路线，始终站在群众的角
度思考问题、推动工作，坚持问政于民、问需
于民、问计于民，全面贯彻落实好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听取五云山开发建设问题核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坚持依法依规做好各项工作

我省拟出台68条新政
支持郑州航空港建设

相关条例公开征求意见

本报讯（记者 李娜）为航空港区的发展护航，昨日，记者
从省政府获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条例（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市民意见，征求意见稿列出 68条具体措施，促
进港区发展。征集时间截至7月 24日。

管理体制：管委会可实行年薪制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为实验区管理机

构，行使省辖市级人民政府部分行政管理权限和省人民政府
赋予的特殊管理权限，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管委会与郑州
新郑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支持管委会创新选人用人机制，经批准可实行人员聘用
制、岗位聘任制、绩效考核制等，允许实行兼职兼薪、年薪制、
协议工资制等多种分配方式。 （下转六版）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省统计局昨日发布今年
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全省生
产总值完成24203.80亿元，增长 7.7%，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1.4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870.74亿元，增长
2.1%；第二产业增加值 11209.93亿元，增长 8.3%；
第三产业增加值11123.13亿元，增长8.2%。

具体来看，上半年全省农业生产总体稳定，夏粮
再获丰收。工业生产基本平稳，九成行业保持增
长。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消费品市场平稳运行，
减税降费效应显现，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3%，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40个行业大类中有
36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4个百分点。（下转六版）

河南高招一本投档线公布
137所高校超600分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昨日下午，河南高招本科
一批录取平行志愿投档线公布。统计显示，文科投
档线超一本线 100分以上的招生单位有 5个，理科
投档线超一本线150分以上的招生单位有17个。

文科投档线超一本线100分以上即 636分的招
生单位分别为：北京大学 648分，中国人民大学 637
分，清华大学 655分，复旦大学 638分，上海交通大
学643分。

理科投档线超一本线150分以上即 652分的招
生单位分别为：中国科学院大学 662 分，北京大学
684分，北京大学医学部（医护类）665分，北京大学
医学部（其他类）671分，北京大学医学部 674分，中
国人民大学 658分，清华大学 685分，复旦大学 679
分，复旦大学医学院 677分，南京大学 663分，浙江
大学 669，浙江大学医学院 655 分，上海交通大学
678 分，同济大学 656 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656
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67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676分。

另外，文理科投档线在 600分以上的招生单位
分别有46个和91个。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王治）昨日，中
国（郑州）2019华为软件与人工智能产业
峰会举行，本届峰会以“云智软件，共享未
来”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0多位软
件与人工智能产业的专家学者、企业领袖
齐聚郑州，深入探讨软件产业发展，共同助
力数字经济腾飞。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中国工程
院院士李培根，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
业司副司长李顺福出席会议。

市长王新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王鹏，副市长史占勇出席会议。

黄强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峰
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近年来，我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以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契机，
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全国率先
制定了 5G 产业发展的行动方案，加快打
造 5G 产业发展先行区，全面推进大数据
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建设，规划建设国际化
高水平软件产业园区，着力打造中部地区
软件产业新高地。2018年，河南省数字经
济规模达到 1.25万亿，正在成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动力。华为公司作为全球领先
的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的提供
商，正在与河南深化合作，将对河南数字经
济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真诚欢迎国
内外行业精英和领军企业来中原创新、创
业、创造，为国家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
积极贡献。

王新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峰会召开
表示祝贺，并简要介绍郑州市情。他说，近
年来，郑州市抢抓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
点城市、国家大数据综试区建设机遇，围绕
经济数字化、政府服务数字化、社会治理数
字化，着力打造发展平台、集聚创新要素、
完善产业生态，构建形成了以智能终端、信
息安全、（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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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街道干净整洁，秩序井然（7月18日摄）
本报记者 丁友明 谷长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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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在高新区调研

持续加大改革力度
释放创新创业活力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下午，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
焦豫汝带领市科技局、市商务局、市人才办等部门负责同志，
深入高新区调研体制机制改革及开放创新工作。

在猪八戒网河南总部园区二期项目现场，焦豫汝实地调
研“互联网+”型创新创业综合示范基地运行情况，详细了解

“互联网+双创”、金融、科技、智造、知识产权、文创等产业发
展状况。在梧桐园区运营中心，焦豫汝认真听取园区运营、创
新孵化培养体系建设及“双创”生态体系推进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焦豫汝听取了高新区体制机制
改革及开放创新工作整体情况，对高新区在管理体制与人事
薪酬制度改革中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焦豫汝表示，要倍加
珍惜当前的改革成果，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下转二版）

一起发现身边的变化一起发现身边的变化
一起为郑州更美好说出您的金点子一起为郑州更美好说出您的金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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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今日《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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