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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原区中 加快“四个中原”建设、构建“一心两轴三区六片两园” 开启以郑州中央文化区（CCD）为引领的国家中心城市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新征程

创新发展，开放发展，以新的发展理
念，高质量建设“四个中原”，高水平打造以
郑州中央文化区（CCD）为引领的国家中心
城市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助力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为中原出彩、中部崛起做贡
献。8月 31日，中原区委十一届八次全体
（扩大）会议，吹响中原区阔步发展的嘹亮
号角。

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推
动中部崛起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落实全省对外开放大会和市委十一届
十次全会工作部署，总结今年前一阶段工
作，安排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动员该区
上下认清形势、把握方向，走好创新发展、
开放发展路子，进一步加快“四个中原”建
设 步 伐 ，奋 力 开 创 以 郑 州 中 央 文 化 区
（CCD）为引领的国家中心城市产城融合示
范区建设新局面，为郑州高水平扩大对外
开放、进一步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为实
现中原出彩、中部崛起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今年以来，中原区坚持稳中求进总基
调，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统筹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
项工作，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
高质量。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
态势更加明显。上半年，中原区生产总值
完成 252.8亿元，同比增长 8.1%，市内六区
排名第二；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16.27 亿元，增长 4.36%，市内六区排名第
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62.3 亿元，增长
13.1%，市内六区排名第一；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完成 106.7 亿元，增长 11.6%，市内
六区排名第一。

市委全会结合郑州发展目标，作出了
“加快建设高水平开放平台、塑造现代化城
市形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郑州
文化软实力、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打造宜

居宜业的人居环境”的工作部署。中原区
围绕“一心两轴三区六片两园”的空间布局
及产业功能分区，着力实施组团发展，片区
发展，以项目带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原区委十一届八次全会明确了，今
后一个时期中原区五项工作重点。

大力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牢固树立新
发展理念，提高规划设计标准，扫除发展障
碍，解决发展难题。重点做好形态更新、业
态更新、功能更新、公共服务更新。围绕解
决群众需求，重点关注老旧小区改造，把公
共设施、加装电梯、节能改造统筹推进。谋
划推进好三厂项目，尽快启动保吉寨建设，
加大二砂文创园、郑煤机科创园项目的建
设力度，积极协调新力电厂搬迁后做成产
业片区。加快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
进 21条新建、续建道路及市定支线建设，
确保按计划通车。同时，积极谋划明年的
路网建设计划。加快综合管廊、环廊建设，
确保中央文化区北片区管廊、环廊工程全
部完工，市民大道管廊投入使用。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围绕“4+1”
产业发展体系，聚焦重点，着力推动“六片
两园”产业发展。须水河片区，要强化要素
保障，加快土地供应，力争年底前欢乐谷、
水公园、海洋馆、欢乐海岸等核心产业实质
性开工。“四个中心”周边片区，着力提升片
区整体辐射力和带动力。贾鲁河片区，加
快启动金科项目二期项目建设。二砂文化
创意园片区，加快国创公司混改进度，尽早
全面开工建设；郑煤机双创园项目，首开区
要尽快建成投用，确保年底前项目二期招
商及建设工作基本完成；郑州纺织工业博
物馆项目，要完成保留建筑主体文物修缮，
确保年底前博物馆主体建设工程大头落
地。纺织服装片区，要加快锦艺国际轻纺
城四期建设，力争年底前主体封顶；加大片

区剩余地块招商推介力度，吸引更多客商
前来投资。家居片区，加快一期建设进度，
新天地、综合主题馆尽早实现开业运营；二
期规划要尽快确定，加快土地供应，确保年
底前部分项目开工建设。科研设计园，要
加强与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和设计单
位对接，力争新引进一批甲级资质以上研
发设计单位入驻园区。环保产业园，要抓
紧确定建设运营模式，着力解决土地性质
问题，积极引进培育一批环保企业。

提升文化软实力。中原区明确，把中原
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好、挖掘好、利
用好，让每一个到中原区的人都能感受到历
史的厚重感。将商周文化、农耕文化、土寨
文化等历史文化演绎好，将工业文化、现代
文化、非遗文化展示好，全面打造中原文化
特色，着力提升中原区的城市气质。捡起历
史文化的“碎片”，丰富城市文化元素，政府
主导、科学有序保护历史文化遗址，加快推
进二砂文化创意园区建设，努力打造郑州新
的文化地标。找准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文
化与娱乐融合发展、文化与城市建设融合发
展、文化与产业打造融合发展的结合点、切
入点，创新运营模式，培育新型业态。

还将采取“遗址公园+博物馆”“工业
遗址+博物馆”“文保单位+博物馆”等模
式，加快博物馆群建设，打造形成特色鲜
明、内涵丰富、服务完善、文化聚集新高
地，展示中原文化的“新窗口”；加快马庄、
白寨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建设，确保年底前
建成开放；加快推进国家方志馆中原分馆
建设，服务好“四个中心”，使其发挥更大
的效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

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聚焦商务、法
治、社会等重点，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让
一流的营商环境成为中原区高质量发展的

新标识。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一
件事情、一套资料、一个流程、一次办成”。
完善企业“承诺+监管”体系、群众“移动+
身份证”办事体系，最大限度地减事项、减
材料、减环节、减时间，最终达到企业事项
以承诺告知制为主、“准入即准营”，公民办
事凭一张身份证、凭手机就可以实现不见
面审批，最大限度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
和司法公信建设，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褒扬
诚信，惩戒失信，让诚实守信、履诺践约成
为社会风尚。

高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更大的
力度推进生态建设，在久久为功，持续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同时，大力实施全域增
水行动，加快推进以秀水河、市民湖、九曲
莲湖等为主体的“两纵两横六湖一库”生态
水系建设，力争今冬明春基本建成。要高
标准做好增绿工作，把生态绿化作为城市
建设的主体工程来实施，围绕“城市园林
化、廊道林荫化”目标，加快推进铁路沿线、
生态廊道、绕城高速、高速互通立交及出入
口区域绿化；树立“老城区+公园”“新城区
公园+”工作理念，以三环内见缝插绿、三环
外模块化植绿为重点，进一步优化公园绿
地布局，加快公园游园建设，打造覆盖全区
的“绿道”“绿网”“花海”，助力郑州由“绿
城”变为“绿都”。

中原区委全会强调，要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一定要
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
进党的各项建设，把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落
到实处，以过硬的政治素质、高强的成事本
领、务实的责任担当，汇聚起各方力量，形
成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保证。

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建设“四个中原”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张光明 张黎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黄俊博）
用优美的音乐奏响民族大团结的和谐乐
章，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8月 30日晚，“迎民族盛会·庆七十华
诞”中原区庆祝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专场音乐会在中原区青少
年活动中心一楼礼堂精彩上演。

本场音乐会是由中原区委、区政府主
办，中原区委宣传部、区文化旅游局承办，

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区文化馆协办。
音乐会也是中原区 2019 年郑州爱乐乐团

“魅力中原”系列惠民音乐会。
本场音乐会中郑州爱乐乐团上演了

民族交响组曲《炎黄风情》中的多首极具
中华民族地域特色的经典曲目《太阳出
来喜洋洋》《茉莉花》等，还有新疆民歌改
编的《掀起你的盖头来》和根据河南曲剧

曲牌改编的《大起板》等。
据了解，郑州爱乐乐团“魅力中原”系

列惠民音乐会全年贯穿“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盛大主题，并在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郑举办期间，开
展“迎民族盛会·庆七十华诞”系列惠民音
乐会活动。将把更多中外古典音乐艺术作
品呈现给市民，并加大创作力度，将优质公
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迎民族盛会 庆七十华诞

中原区举办专场音乐会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孙婧）日前，我市最大规模电
动汽车充电站——星星充电财
经学院充电站在中原区投入运
营。这也标志着中原区新能源
充电站建设驶上“快车道”。

为加快推进电动汽车普及
及应用，2016 年市政府出台了
郑州市“十三五”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和加快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办
法，采用政策补贴等形式加快推
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中原区积极科学规划、积极
引进社会资本，用足政策，推进
这项节能工程项目。

这次投入运营的星星充电
财经学院充电站位于中原区中
原路与西三环东北角，利用拆
除的原二砂铁路专线场地进行
合作建设。占地 15亩，投建 20
台 630kVA 变 压 器 ，120 台
120kW 直流双枪充电桩，240
把充电枪，可以满足240台车同
时充电。该项目还配建“司机之
家”、自动售货机、自动洗车机、
超市等便民设施。据星星充电
河南公司总经理裴春松介绍，财
经学院充电站每天可供1000辆
网约车和私家轿车、货车充电。
同时，星星充电还计划投资 2亿
元布局郑州，再建设 50座大型
充电场站，全部建成投运后，可
满足1万辆电动汽车充电。

新能源汽车推广运用是市
委、市政府一项重大决策部署，
充电桩建设是前提和基础，市
委、市政府重视，企业关注，市民
关心，既是重要民生工程，更是
推动我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中原区把充电桩建设摆上重要
日程，进一步调整计划、夯实责
任，倒排工期、克难攻坚，加快电
动汽车充电站建设。据中原区
发展改革和统计局负责人介绍，
2018 年，中原区共新建 550 个
新型能源汽车充电桩。2019年
截至本月，中原区共完成充电桩
建 设 任 务 300 个 ，完 成 率 为
75%。与此同时，位于中原区西
四环的奥体中心内，395个充电
桩正在建设中。这些充电桩的
建成可同时满足2500辆电动汽
车同时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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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 通讯员 张海
军）他身残志坚、毅力顽强，在党的扶贫政
策鼓舞下，不忘党的初心，用行动喊出“拉
一把、站起来”的时代强音，克服各种困难
种香菇、养黑猪，不但自己率先脱贫，还带
领全村 200余户群众增收致富……近日，
以我省贫困户杨书春为原型的脱贫攻坚
主题电影《铁拐》在省人民会堂首映，为观
众讲述了一个精彩感人的扶贫故事。

电影《铁拐》由三门峡市卢氏县广播
电视台出品，黄荣山执导，淳于珊珊主
演，吴刚友情出演，是一部以脱贫攻坚为
鲜明主题、反映我省基层贫困群众在各

级党委政府帮扶下，自强不息、奋发有
为，大打脱贫攻坚战的农村故事影片。
影片讲述了劳动模范王庆春为了治好妻
子的病去矿山打工，却惨遭意外，左腿被
截肢，本就负债累累的家庭从此跌入深
渊。自强不息的王庆春牢记党的初心，
在党中央精准扶贫政策的引领下，在各
级党委、政府亲人般的关怀下，重新站了
起来，顽强奋斗并带动全村人奔向了通
往小康的幸福大道。

影片主人公王庆春的原型杨书春是
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国家秦巴山区
连片特困地区河南省卢氏县的残疾农

民，他是一亿中原儿女不屈不挠、自力更
生、奋发脱贫的优秀代表，是河南省十大
扶贫人物，今年 5月，杨书春被评为“全国
自强模范”。

影片以满腔热情谱写了神州大地上数
千万人脱贫攻坚的壮丽诗篇，抒写了伟大
的新时代，赞颂人民辛勤劳动取得的丰硕
成果，是我省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文
艺精品力作，已列入全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第二批主题教育重要学习内容。

据影片出品方介绍，《铁拐》于 2018
年初策划创作，当年 11月开机拍摄，影片
既反映了卢氏县乃至我省大打脱贫攻坚

战的现实生活，又表现了各级党员干部
牢记初心、不忘使命的责任担当，还反映
了贫困群众淳朴、善良、勤劳的优秀品
格，以及豫西地区的村容村貌、风土人
情，是一部反映时代主题、唤起精神力量
的主旋律影片。

放映过程中，1200 多名现场观众被
剧情深深吸引，不少人在动人之处流下热
泪。一位观众说，观看这部影片心灵仿若
受到了一次洗礼，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责
任感和担当精神，真实细腻打动人心。

影片将于近期在全国上映。

聚焦河南脱贫攻坚战

电影《铁拐》在郑首映 本报讯（记者 陈凯）8 月
31 日，2019 工银信用卡郑州
网球公开赛市民交流活动，在
绿地新都会·新田 360 广场举
行。与前三场郑网推广交流活
动不同的是，参与这场交流活
动的主角是一群可爱的孩子，
他们的天真无邪也让整个活动
变得“萌萌哒”！值得一提的
是，今年郑网赛事部分双打阵
容也于当日公布，中国“金花”
郑赛赛将在单打和双打项目上
双线作战。

8 月 31 日活动现场公布
的 2019 郑网部分女双参赛球
员的名单中，中国“金花”郑赛
赛和段莹莹将携手出战，杨钊
煊和韩馨蕴将分别搭档一位
日本选手和一位澳大利亚选
手出战。此次一共公布了 10
对参加 2019 郑网女双比赛的
组合，其中目前排名最靠前的
是妮可·梅里查尔（美国）/科
维塔·佩斯克（捷克）这对组
合，前者今年 26岁，后者则是
一位 44 岁的老将，这对组合

在今年斩获了布里斯班、圣何
塞两站 WTA 顶级赛女双冠
军。目前 WTA 女双世界排
名第 18位。

不久前在WTA美国圣何
塞顶级巡回赛，斩获该项赛事
个人职业生涯首个女单冠军的
郑赛赛，将以“卫冕冠军”（郑赛
赛 获 得 了 2018WTA 郑 州
125K系列赛女单冠军）的身份
出战2019郑网女单比赛，她还
将搭档天津队队友段莹莹出战
本次郑网的女双比赛。双打赛
场是郑赛赛最先突破的地方，
职业生涯斩获 4座女双冠军，
其中包括天津公开赛和江西公
开赛；并在2015年澳网打进女
双四强，2019 年法网，郑赛赛
与段莹莹搭档，作为非种子组
合在女双赛场一路过关斩将打
进决赛，双双收获职业生涯首
个双打大满贯亚军。值得一提
的是，郑赛赛和段莹莹与郑州
颇有渊源，前者是去年 WTA
郑州 125K 比赛的女单冠军，
后者则是双打冠军。

郑网双打部分阵容出炉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从河南
省剧协获悉，第四届黄河流域戏曲红
梅大赛近日在青海互助县举办。河南
参赛选手李小宁、单鹏华荣获金奖，方
龙龙、梅喜雪、韩玉池荣获银奖。

此次大赛由青海省文联主办，青
海省剧协承办。大赛期间，来自青海、
四川、河南、河北、北京、宁夏等13省、
直辖市、自治区的130名选手参赛，涵
盖了京剧、豫剧、秦腔、评剧、河北梆
子、藏戏等23个剧种。

赛场上，演员们轮番登台，倾力演

绎，让观众欣赏到不同剧种的艺术特
色，感受到戏剧艺术的异彩纷呈，领略
到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黄河流域戏剧联盟于 2011 年 7
月在青海西宁正式成立，旨在联合
搭建有利于戏剧创作、演出、人才培
养等戏剧资源共享的平台，打造黄
河流域戏剧文化品牌。红梅大赛自
创办以来，得到了黄河流域戏曲专
业人员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推
出了大批戏曲人才，为戏剧事业做
出了重要贡献。

黄河流域戏曲红梅大赛
河南参赛选手收获满满

本报讯（记者 秦华）昨日
上午，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洛阳三彩艺术作品巡展”在
河南博物院开启首展，共展出
三彩艺术作品 300 件。展览
将持续至 9月 20日，免费对公
众开放。

据 介 绍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2019 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
项目“洛阳三彩艺术作品巡展”
由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洛阳师
范院学院主办，河南博物院、中
国三彩艺术馆承办，洛阳三彩
艺陶瓷有限公司、洛阳唐三彩
研究院、洛阳张家彩窑唐三彩
文化园协办。展览共包括“传
统三彩艺术”“现代三彩艺术”

“跨界三彩艺术”“三彩艺术文
献”“三彩艺术影像”“三彩工艺
展示”等6个部分。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琳

琅满目的展品色彩绚丽、造型
独特，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
鲜明的民族特色。观众不仅可
以看到原汁原味的传统三彩艺
术，还能感受到三彩艺术在当
下的创新，同时还能通过视频
深入了解三彩的工艺制作流
程。不少观众表示，参观完展
览，对三彩艺术的理解更加深
入、生动和立体。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洛阳三彩艺
术作品巡展”对于河南国家重
要文化高地建设、河南文化产
业发展以及对河南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有着重要
的建设性和示范性意义，下一
步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积极鼓
励和推动类似的活动，并进一
步将“洛阳三彩”打造成全国
的文化名片。

洛阳三彩艺术作品巡展
在河南博物院开启首展

本报讯（记者杨丽萍）近日，“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名家书画展”在郑
州图书馆举行，来自江苏、山西、甘肃、
北京、天津、河南等全国10余省市的书
画家和书画爱好者共同出席展览。

纵观参展作品，既有钱松嵒、陆俨
少、傅抱石等老一代艺术家的传世之
作，也有刘杰、李秀峰、狄少英等当代

书画名家的精彩作品，这些画作根植
传统，师古不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寄妙理于豪情之外，精彩纷呈，令人大
饱眼福；著名军旅书法家、童氏书法创
始人童心田及其众弟子的 60余幅作
品，承古开新，风格独特，充分体现了
童式书法的无穷魅力，给人以视觉的
冲击力和艺术的享受。

书画名家作品展添彩绿城

9月1日，日本队球员八村塁（左）与土耳其队球员伊利亚索瓦在比赛中
拼抢。当日，在上海举行的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小组赛E组比赛
中，土耳其队以86∶67战胜日本队。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