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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市民：
近期接到部分市民反映，“郑州星源外国语学校经开

校区”和“育新高中郑州分校”两家机构在未取得相关资质
的情况下面向社会宣传招生。针对市民反映的情况，经开
区教文体局进行了调查，现将相关情况告知如下：

1.“郑州星源外国语学校经开校区”和“育新高中郑州
分校”两家机构未经过经开区教文体局审批，属无证违法
办学，违规招生。经开区教文体局已对其下达停办通知
书，责令其停止无证办学违法行为并停止招生。

2.经查，郑州市教育局下达的2019年郑州市普通高中
招生计划中，无“郑州星源外国语学校经开校区”和“育新
高中郑州分校”，如学生就读将无法办理学籍。

3.经查，“郑州星源外国语学校经开校区”和“育新高中
郑州分校”收费标准未经物价部门审核备案，属违规收费。

基于以上情况，希望各位市民自觉拒绝无证办学机
构，依法选择合规办学机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若家长
不听劝告，执意选择，一切后果自负。

特此告知
监督咨询电话：86538080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文化体育局
2019年7月29日

告知书

7月 24日，全省对外开放大会在郑州
召开，大会对郑州开放工作提出了新的更
高的要求。其中指出郑州要擦亮名片，精
细化管理，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按照这一要求，我市城市管理部门
将用“绣花精神”，和“让龙头扬起来”的
目标，在全市推行以“路长制”为抓手的
城市精细化管理模式，高质量推进城市
管理工作。

“绣花功夫”擦亮城市窗口形象
打扫干净屋子迎宾客，展示郑州新形

象。作为我省对外开放的形象窗口，扮靓
市容市貌、提升城市品质成为我市城管部
门的一道必答题。

“城市之美，在于精致；城市管理，在
于精细。”城市管理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擦亮我市窗口形象，不只是企业服务上的

“笑脸相迎”和审批流程上的“一次办成”，
更需要市容环境的外在提升和文明涵养
的内在升华。

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我市城市
管理工作用更细、更深、更巧的“绣花功
夫”把“客厅”扮整洁、扮靓丽、扮出风格，

下一步将持续按照“序化、洁化、绿化、亮
化”要求，全面实施“千条优秀路、百条卓
越路、十条极致路”路段创建，打造一批

“市容整洁、景观优美、管理规范、市民满
意”的示范标杆路段。

不少市民发现，最近干净清爽的道
路、造型新颖的绿化带、优美宁静的社区
……从大街到小巷，城市管理逐渐实现了
从“面子”到“里子”的有序整洁美观。

道路设施得到了修缮，城市家具整饰
一新；出入市口、绕城高速、铁路沿线得到
了整治，生态廊道生机勃勃；公园游园还
绿于民，道路绿化三季有花，四季常青；
126 条街道经过夜景打造，流光溢彩；结
合沿街微景观塑造，设置标志性小景观、
小雕塑，融入城市记忆，赋予城市温度，城
区面貌焕然一新。

打造绿色宜居的国家中心城市
一方水土一座城。城市建设难，管

理更难。近年来，得益于独特的区位优
势和国家相关政策扶持，郑州发展势头
迅猛，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急剧上升。
2017 年以来，郑州已跻身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行列，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扑面
而来。

“对外开放大会对郑州开放提出了
新要求，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市
精细化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下一
步将继续以“路长制”为依托，提纲挈领，
自上而下，层层专人负责，落实到城市各
区、各乡镇（办事处）、街道的每一条路，
把城市的管理下沉到最基层，真正做到
无死角、精细化，效率提升，效果突出，社
会反响良好。

近期，根据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
工作要求，全市将对环境卫生、网线入
地、地铁保通路及站点周边整治、道路养
护、道路绿化改造提升、门头招牌整治、
夜景亮化提升、铁路沿线及城乡接合部
综合整治、占道经营、餐饮油烟治理、违
法建设、噪声污染整治等方面进行综合
治理，营造了良好的城市容貌和井然的
城市秩序。

以人为本开启城市治理现代化
城市即人。要实现“诗意的栖居”的

城市梦想，必须围绕人的需求，因地制宜，

提升硬件和优化软件并重，才能让人生活

得更舒心、更舒适、更便捷。

“只有以更高的标准营造城市品质、

增强城市魅力，才能建设一个近悦远来

的城市，才能在城市群中树立起宜居宜

业的城市品牌。”城市管理部门相关负责

人说，城市发展的逻辑正在改变，将更加

注重内涵发展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下一步，我市将打造一流的对外开

放环境，用现代化方式推进城市的现代

化治理，组建智慧城市建设智库，对郑

州智慧城市建设把脉问诊，对建设和规

划提供优质高效的技术支撑；深化“互

联网＋”政务服务应用，加快数据共享

和资源整合；围绕城市精细化管理，加

快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建设，开发智能停

车 APP，实现就近共享停车和智能化导

航、电子化支付，提升停车管理服务，同

时加快智慧交通建设和完善交通信息

共享交换平台和交通综合指挥调度平

台，实现高效率通行，让市民真切感受

到智慧城市带来的便捷和生活品质的

提升。

以“绣花精神”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

让城市更便捷更舒心更宜居
本报记者 谷长乐

本报讯（记者 曹婷 通讯员 王光晨 李
煊）记者昨日从第四届全国质量创新大
赛上了解到，郑州奥体中心项目《超大
跨径车辐式索承网格结构施工质量创
新成果》与港珠澳大桥项目同获建筑领
域 的 质 量 技 术 大 赛 最 高 级 技 术 成 果
（QIC-V 级）。

据了解，这是我省建筑领域首次获
得该类大奖。大赛吸引了全国包括航
天航空、制药、食品、石油、通信等 20 多
个行业、19个省市的新技术、新产品、新
服务、新商业模式，以及品牌创新、过程
创新和管理创新等相关的质量创新项
目共 1000 多个项目参赛，在“创新”和

“质量”两个维度进行评价。大赛主办
方介绍，该创新成果将有望代表中国参
加 2020 年在以色列举办的国际质量创
新大赛。

据悉，该项目由中建八局承建，项目
管理团队通过对郑州奥体中心结构体系的
受力性能研究，结合当前施工技术水平，研
发了一套全新的“超大跨径车辐式索承网
格结构施工质量控制技术”，实现了对该复
杂结构体系“建力”与“找形”的双重控制，
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此前，郑州奥体中心超大跨径车辐式
索承网格结构先后斩获多项大奖，包括省
级工法 7项、省级科技创新奖成果 13项、
专利 16 项、省级 QC37 项、国家级 QC8
项 、BIM 技 术 大 奖 4 项（2018 年 全 球
AEC BIM国际大赛全球第二名、2018年
龙图杯一等奖、2017 年中原杯一等奖、
2017年全国建设BIM大赛一等奖）。

郑州奥体中心捧回
国家质量大赛最高奖

在我省建筑领域尚属首次 另一获奖项目为港珠澳大桥

建设中的全国民族运动会主场馆——郑州奥体中心 本报记者 王秀清 摄

全国“最美奋斗者”评选
请为“出彩郑州人”投票

本报讯 (记者 苏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力弘
扬“幸福源自奋斗、成功在于奉献、平凡造就伟大”的价值理
念，近日，中宣部等部门组织开展了“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
活动，我省共有 20位入选，郑州市推荐的常香玉、任长霞、胡
佩兰3人入选。

据了解，学习宣传活动将评选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年以来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涌现出来的，来自生产一线、群
众身边的先进人物，共200名。根据统一部署，中宣部于7月
22日至8月5日在网上组织群众投票。群众投票结束后，活动
组委会将根据网友投票数，按照正式人选1.2倍比例，在综合
考虑地域、行业、民族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240名左右“最美
奋斗者”候选人初选名单。再经过组委会评审组专家投票、部
门审核、媒体公示等，最终评选出200名先进模范。目前，投票
正在进行中，为将我省、市优秀典型推向全国，特设郑州投票
入口(http://zmfdz.news.cn/m/index.html)，公众可通过此
页面查看候选人事迹，并按提示参与投票，选出心中的最美奋
斗者。投票期间投票人对同一候选人限投一票，全程可分多
次投票。

短时强降水难解酷暑
未来几日闷热仍在线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被桑拿天控制多日的郑州昨日午

后终于降雨了。本周后几日天气如何？记者采访了市气象
部门。

受副热带高压南退和高空槽线东移的共同影响，加上水
汽条件较好，不稳定能量充足，29日 12时至 16时，我市出现
短时强降水天气，雨量分布不均，降水集中在二七区、管城区
和郑东新区。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郑东新区聚源路小学 57.2
毫米。降水量较大的站点有：郑州市区商鼎路小学 52.1 毫
米，二十七所53.1毫米，普惠小学50.5毫米，四十七中36.9毫
米，新密的白寨17.7毫米，登封的白坪18.9毫米，新郑的唐寨
水库 11.5 毫米。根据预报，今天白天，郑州多云，26℃~
36℃。

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本周前期我市多分散性阵雨、雷
阵雨天气，周中后期有一次较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周前期仍
以高温闷热天气为主，周内最高气温 37℃左右，周中后期高
温天气有所缓解。

本报讯 (记者 成燕 通讯员 石丹丹）
金秋时节，市民游玩、运动、休闲又将增
添好去处。记者昨日从双鹤湖中央公园
获悉，郑州首家定向运动主题公园正在
该公园紧张建设，预计将于今年9月正式
对外开放。

据了解，定向运动起源于瑞典，最初
只是一项军事体育活动，距今已有百年
历史。定向运动是一项集体能与智能于
一体的娱乐性时尚户外旅游运动。参与
者可利用地图和定向软件到访地图上所

指示的各个点标，以最短时间到达所有
点标者为胜。

双鹤湖中央公园位于郑州航空港
区南部，按照欢乐岛、探索岛、鲜花港三
区多元的规划结构，把水与城、园与丘、
花与田等景观特色交汇于莲鹤双湖之
间，是一座既先于城市又融于城市的中
央公园。

“双鹤湖定向运动一共设置 52 个
固定点标，呈现数字化、智能化、全天
候特色，能同时容纳千人以上开展定

向活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主
题线路设计上，该公园将园区文化、旅
游特色融入主题线路设计中，并结合
时下热点，规划设计出重走长征路、走
近双鹤湖、全民健身等 10 个不同线路
主题。

据该项目负责人介绍，双鹤湖定向
运动创新采用智能手机 APP新玩法，游
客可实现自助式全程参与，在探索和发
现中体会到定向运动的独特旅游体验。
参与者只需登录双鹤湖定向 APP，按照
软件提示，寻找隐藏在景区内的各个点
标，当寻找到目标点后，手机APP可自动
弹屏触发指令，游客按照指令要求寻找
线索，从而完成一系列通关，在完成通关
回到终点之后，可以得到一份成绩单，感
受到定向运动的快乐。

今后企业也能为
技能人才“评级”
我省拟确定10家试点单位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记者从省人社厅
获悉，我省按照自愿申报、择优遴选的原则，拟
在全省确定 10家左右基础较好的企业（不含
人社部已备案试点企业）作为用人单位职业技
能等级评价试点机构，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试点工作。

什么是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据了解，是指
经人力社保部门备案的评价机构依据国家职
业技能标准或行业企业工种岗位评价规范，对
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水平进行认定的行为，对认
定合格人员，由评价机构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享受同等待遇。

试点职业（工种）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中收录的技能类

职业（工种）和新职业。《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

单内的职业（工种）不纳入试点范围。

有意愿的企业可向省人社厅提出申请并

附相关材料；省人社厅将组成评估专家组对申
请企业进行评估遴选；符合条件的，由省人社
厅给予备案，并在相应工作网站公布。市级人
社部门应指导本辖区申报企业做好备案申报
工作。

备案试点企业独立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工作，认定结果经市级以上职业技能鉴定
（指导）中心审核后，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公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式样及证书号编码规则制作证书。试点企
业颁发的证书信息经当地职业技能鉴定（指
导）中心报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省职业
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审核后申请纳入国家查询
数据库。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近日，省发展
改革委印发《河南省企业境外投资管理
实施办法》，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
点，深入推进境外投资领域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支持企业创新境
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推动形
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
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
优势。

2014年，省发改委发布《河南省境外
投资项目备案暂行管理办法》，将境外投
资管理方式由逐项核准改为备案为主、

核准为辅。
与“老办法”相比，此次印发的“新办

法”突出“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进一
步便利企业境外投资。突出省级层面管
理特点，重点对投资金额3亿美元以下的
非敏感项目备案流程进行了规范。同
时，取消了省辖市发改部门初审、转报环
节。由投资主体通过全国统一的境外投
资管理服务网络系统，直接向省发改委
提交材料，在网上即可实现备案全部手
续，最快可7个工作日内完成境外投资备
案手续，提高了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让

企业好办事、少跑腿。
为加强项目属地管理，实施办法明

确规定投资主体通过网络系统提交项
目备案表时，需同时将项目情况通过网
络或其他形式告知所在地发改部门。
省发改委也由原先的“批而不管”或“备
而不管”，变为通过在线监测、约谈函
询、抽查核实等方式对境外投资进行监
督检查。并引入项目完成情况报告、重
大不利情况报告、重大事项问询和报告
等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对境外投资的全
程监管。

华侨城文化旅游节
分会场活动拉开序幕
本报讯（记者 侯国昌）7月 27日，2019华侨城文化旅游

节中部集团分会场活动在南昌玛雅乐园拉开序幕。该分会
场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以“欢乐楚韵湘风”为主题，依托郑
州、武汉、南昌、襄阳、长沙等城市展开多项文旅活动，涵盖自
然生态、主题公园、特色小城、文化艺术、亲子活动、互动市集
等领域，带领人们共同探索人与自然、人与城市、人与人之间
的美好。

据了解，华侨城充分利用中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和交通
环境便利的优势，开发多样化的文化旅游新产品。目前，华
侨城中部集团旗下已在郑州、武汉、南昌、襄阳、湖南开发建
设八大项目，为中部地区文旅产业发展赋能。

我省出台企业境外投资管理新政

7个工作日完成境外投资备案手续

首家定向运动主题公园9月开放

“定向体育+公园旅游”想不想来嗨

上半年全市电商
交易额增长16.8％

本报讯（记者 赵柳影）昨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上
半年全市电子商务交易额 4298 亿元，同比增长 16.8％。
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 58.1 亿美元（398 亿元），占外贸
28.8%，同比增长 20.3%。

数据增长的背后，是电商市场主体的不断壮大。据市
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市本土电商企业加速发
展，UU跑腿、云和数据、易赛诺等一批电子商务业务营收高
速增长，企业规模不断壮大，以郑州为起点抢占全国市场。
世界工厂网、中钢网、中华粮网等成长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行
业性平台和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持续推进电商园区建设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基础。郑投科
技创新园、凯越邮政跨境电商产业园、中国邮政郑州跨境电商
产业园和苏宁云商华中地区物流枢纽、唯品会中部地区区域
枢纽物流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增强了电子商务核心要素的
集聚能力和产业承接与服务能力。

据了解，目前全市已拥有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两个、
国家级示范企业 7家，省级示范基地 16个、省级示范企业 84
家，市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122家、市级电子商务示范园区
（基地）15个、市级电子商务人才教育示范基地6个、市级电子
商务示范乡镇 2个、市级电子商务示范社区 2个，市级跨境电
子商务产业园区12个，市级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暨企业孵
化平台5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