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鲁河：草丰水美鸟欢鸣 环境综合整治带来新变化！如今的贾鲁河草丰水美鸟欢鸣，成为
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 本报记者 马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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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张昕）8月 12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会见新华
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于英涛一行。
双方就深化大数据应用发展等方面的合
作进行了沟通交流，达成广泛共识。

徐立毅表示，郑州发展电子信息产
业有基础、有优势、有人才、有潜力，郑州
将完善政策，打造平台，希望与新华三集
团在打造产业生态、推动信息安全及相
关产业发展、促进全面数字化转型等方

面深化合作。于英涛感谢郑州市的大力
支持，表示将拓展在郑产业布局，扩大合
作成果，不断推动郑州大数据发展实现
新突破。

史占勇参加会见。

徐立毅会见新华三集团负责人

在关怀与自强中活出精彩人生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

之“弱有所扶”篇

扶弱济困，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美德。

做好困难群众的民生帮扶工作，实现“弱有所扶”，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

鼓励残疾人活出精彩人生，祝福下岗再就业职工日子过得更好，在农村低保户家

问实情唠家常送温暖……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困难群众的安危冷暖，鼓励他们努力

创造更好生活。

如今的他们，生活得更好、心气儿更足、获得感更多。

前7月我省外贸
同比增长1.3%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 见习记者 孙珂）记者昨日从郑州海
关获悉，今年前 7个月，我省进出口完成 2514.7亿元，同比增
长 1.3%，累计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外贸呈现回暖势头。
其中出口 1685.1 亿元，增长 4.6%；进口 829.6 亿元，下降
4.7%。值得一提的是，民营企业成为拉动我省外贸增长的绝
对主力。

具体来看，前7个月全省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速较高，加工
贸易进出口下降幅度收窄。一般贸易进出口1110亿元，增长
9.9%，高于总体增速 8.6个百分点。加工贸易进口 1363.5亿
元，下降 4.2%，占 54.2%，下降幅度较上半年缩小 3 个百分
点。民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长。前7个月全省民营企业进出
口909.9亿元，增长16.5%，占同期我省外贸总值的36.2%。7
月份当月，我省进出口 410.6 亿元，增长 15.7%；其中出口
246.9 亿元，增长 12.1%；进口 163.7 亿元，增长 21.6%。进出
口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态势，创今年以来月度新高。

分析指出，前 7 个月我省外贸有四大亮点。参与外贸
进出口企业数量持续增加，前 7个月，有进出口业绩的企业
7311 家，较去年同期增加 776 家。外贸方式结构持续优
化，产业链长、增值率较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占同期我省
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44.1%，较去年同期提升 3.5 个百分点。
与新兴市场进出口保持较高增速，前 7 个月，全省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 6.6%，对拉丁美洲和非洲进出
口分别增长 16%和 24.1%，与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速均明
显高于全省总体增速。民营企业对全省外贸进出口贡献
最大，前 7 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达 16.5%，占比较去
年同期提升 4.7 个百分点。经测算，民营企业对全省外贸
贡献率为 396%。

8月12日，郑万高铁高速检测列车从邓
州东站驶出开往郑州东站，从郑州南站第七
轨道驶过，这标志着郑州南站站房工程主体
结构施工全面展开，并正式进入既有线施工
阶段。

今年4月18日，郑州南站ZNZFS-1标
段站房工程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规划，2022
年郑州南站将开通运营，目前已全面进入站
房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本报记者 张 倩 文 马 健 图

7月郑州CPI
环比降0.1%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 见习记者 孙珂）国家统计局郑州调
查队昨日发布信息，2019年 7月份，我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
上涨3.4%，高于国家0.6个百分点。

与去年同月相比，7月我市食品价格上涨 11.5%，非食品
价格上涨 1.6%，消费品价格上涨 4.9%，工业品价格上涨
2.3%，服务价格上涨 0.7%。分类别看，食品烟酒类上涨
8.1%，衣着类上涨 2.2%，居住类上涨 0.1%，生活用品及服务
类上涨1.1%，交通和通信类下降3%，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上涨
5.7%，医疗保健类上涨1.9%，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上涨9.1%。

与上月相比，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下降 0.1%。食
品价格上涨 1.4%，非食品价格下降 0.5%，消费品价格上涨
0.5%，工业品价格持平，服务价格下降 1.3%。分类别看，食
品烟酒类上涨 1.1%，衣着类持平，居住类下降 0.7%，生活用
品及服务类下降 0.1%，交通和通信类下降 3.5%，教育文化
和娱乐类上涨 0.1%，医疗保健类上涨 0.1%，其他用品和服
务类上涨 1.2%。

本报讯（记者 成燕）生活在古老而又
现代的郑州，大家的幸福感是不是越来
越强？“2019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
推选活动日前在京启动，我省 8地入围。
其中，郑州、洛阳、许昌、焦作入围地级及
以上候选城市；新郑、禹州、巩义、荥阳入
围县级候选城市（区）。

据了解，截至目前，由新华社《瞭望
东方周刊》与瞭望智库共同主办的“中国
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已连续
成功举办12年，累计推选出60余座幸福
城市，全国 9亿多人次参与调查，300余
家媒体进行报道，使“城市幸福感”概念
深入人心。

2018年，由瞭望智库牵头成立的中
国幸福城市实验室，研发了基于大数据
的城市幸福感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采
集了包括 100个地级市和 100个县级市
（区）的城市画像和人的行为数据，采集
样本数据超过 10 万亿条，包括就业指
数、居民收入指数、生活品质指数、生态
环境指数、城市吸引力指数、公共安全指
数、教育指数、交通指数、医疗健康指数
九个一级指标，以及上百个二级细分指
标。数据覆盖 95%以上的网民，涉及教
育、出行、健康、就业、消费等近百个类别
的用户兴趣标签，更具科学性和公信力。

据了解，近年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河南自贸区、郑洛新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在郑州叠
加。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征程中，空中、
陆上、网上、海上四条“丝路”夯实郑州开
放之基，架起郑州通向世界的金桥。
2018年，郑州地区生产总值破万亿元、常
住人口破千万、人均生产总值破 10 万
元，郑州城市发展迎来新的里程碑。这
些都为郑州办好民生实事、提升百姓幸
福感提供了雄厚坚实的基础。

今年 2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
经济生活大调查》发布“2018—2019 年
度美好生活指数最高的 10 个省会城市
和直辖市榜单”，郑州榜上有名。

黄河实现连续
20年不断流
据新华社郑州8月12日电（记者 刘诗

平 宋晓东）记者 12日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
员会获悉，从 1999年 8月 12日至今，黄河实
现连续20年不断流，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流
不息，支撑着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人们的印象中，“黄河之水天上来”，
以恢宏的气势奔流入海。但从20世纪 70年
代开始，黄河出现断流，1972年至 1999年的
28年，有 22年发生断流，其中 1997 年断流
达226天，断流河道达704千米，从入海口一
直上延至河南开封。

黄河断流引起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
根据国务院授权，1999年 3月起，黄委会正
式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由国家统一分
配水量，流域机构负责组织实施，省（区）负
责用水配水，用水总量和断面流量双控制，
重要取水口和骨干水库统一调度。

20年来，从频繁断流到河畅其流，万里
黄河累计超过 6000 亿立方米水量，流入了
厂矿企业，浇灌了阡陌沃野，泽被万户千
家。同时，也似一条生态廊道，辐射 75万平
方千米流域面积，成为固守北方生态安全的
屏障。

目前，黄河以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
养育着全国 12％的人口，灌溉着全国 15％
的耕地，支撑了全国 14％的国内生产总值，
是几十座大中城市及众多能源基地的供水
生命线。

郑州候选最具幸福感城市
新郑巩义荥阳入围县级候选城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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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南站站房建设进入新阶段
主体结构施工全面展开

全国民族运动会期间
十部名剧展演好戏连台

昨日上午，“中国剧协第二届民间职业剧团优
秀剧目展演”媒体见面会在郑举行。据介绍，10部
精彩剧目将在9月郑州举办全国民族运动会期间
集中展演。

本报记者 白 韬 摄

少林小子挥汗如雨全力备战迎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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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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开幕还有 天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26

（相关报道见8版）

郑州南站站房效果图

（相关报道见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