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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
进一步巩固，但保持疫情防控成
果、防止疫情反弹的任务繁重，必
须保持头脑清醒，做到慎终如始。

4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国
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研究
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时，会议强调必
须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防控成绩，
巩固防控战果，绷紧疫情防控这根
弦，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
控，因时因势完善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各项措施并切实抓好落实，积
极引导人民群众做好必要防护，不
断巩固疫情持续向好形势，为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经济社
会秩序全面恢复提供有力保障。

经过一段时间艰苦努力，我国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境内本轮
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但境外疫
情持续蔓延，我国面临境外疫情输
入风险大幅增加。这警示我们，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决不能放
松，决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决

不能让疫情向好形势发生逆转。
必须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疫情形势
变化，充分认识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防控疫情
要强调再强调、坚持再坚持，始终
保持警惕、严密防范，抓紧抓实抓
细常态化疫情防控，精准落实到复
工复产和社会生活各方面。

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
控，就要把内防反弹各项措施落
到实处，把疫情防控网扎得更密
更牢。（下转四版）

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
人民日报评论员

风景如画的郑州黄河文化公园一角 本报记者 成燕 摄

《郑州市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实施方案》公布

全力建设国家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
年底前初步形成全省
国土空间开发“一张图”

河南出台相关实施意见

本报讯（记者李娜）昨日记者获悉，省委、省政府近日印发《关于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到，今年，
河南要基本完成省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
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有序编制详细规划和相关专
项规划，初步形成全省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

根据《意见》，2020年，基本完成省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
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有
序编制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初步形成全省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一张图”。

到2025年，健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体系、实施监督体系、
法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全面实施国土空间监测预警和绩
效考核机制。

到2035年，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基本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
水秀、安全和谐、富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

根据《意见》，我省要建立覆盖省、市、县、乡镇4级的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严格实行国土空间规划指导目录清单管理制度，不得在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外编制其他涉及国土空间利用的规划。

《意见》提到，科学编制省国土空间规划，增强郑州大都市区等重点
地区和城市的经济、人口承载能力，优化全省人口和城镇空间布局。

根据《意见》，我省要坚持先规划、后实施，不得违反国土空间
规划进行各类开发建设活动。规划一经批复，任何部门和个人不
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因国家和我省重大战略调整、重大项目建
设或行政区划调整等确需修改规划的，须经规划审批机关同意后
方可按法定程序修改。

成交规模稳步增长

上市三年郑商所白糖期权
日均成交量增长 2.6 倍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昨日从郑州商品交易所获悉，作为

中国期货市场首批上市的商品期权产品，白糖期权自2017年 4月
19日在郑商所上市至今，成交、持仓规模稳步增长。截至 4月 19
日，白糖期权累计成交量1443万手，近一年的日均成交量约2.6万
手，相较于上市首年的1万手，增幅达160%。

另据统计，白糖期权近一年日均持仓量近 13.5万手，最高时
达到 18.9 万手，相对于上市首年的日均 6.7 万手增长了两倍。
2019年 5月，郑商所统一了期权和特定品种的适当性标准，进一
步简化了客户开户流程。中粮期货郑州营业部负责人表示，从成
交持仓结构来看，白糖期权客户从上市初期以做市商为主，逐步转
变为做市商、自然人客户和法人客户等多方积极参与的格局，投资
者正积极有序地参与期权市场。数据显示，2020年 3月白糖期权
月度日均交易客户近 800个，较去年同期增幅达 64%。白糖期权
累计参与客户数逾 1.8万个。目前，白糖产业企业参与白糖期权
的数量超过80家，较上市初期有明显提升。

据了解，目前郑商所已经上市了包括白糖期权、棉花期权、
PTA期权、甲醇期权和菜籽粕期权在内的5个期权品种，是国内上
市商品期权品种最多的期货交易所。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
艳竹）依托沿黄生态走廊将自创
区、金水科教园区、智慧岛、鲲鹏
软件小镇等串联打造沿黄科创
带，力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7%左右，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
值增长 8%左右……市政府办公
厅近日印发《郑州市 2020年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了
制造业规模增长、投资增速、招商
引资、创新发展、质量效益五方面
目标，并实施一揽子举措，推动我
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力争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7%左右

《方案》明确了今年制造业发
展目标：

规模增长目标：力争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左右，规模
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8%左右，
主导产业占全市工业的比重达到
75%左右。

投资增速目标：全年工业投
资达到 700 亿元，技改投资增长
20%以上。

招商引资目标：签约亿元以
上制造业项目 100 个以上，签约
金额 1500亿元以上；制造业占全
市引进资金的 30%以上；战略性
新兴产业占制造业引进资金的
60%以上。

创新发展目标：高技术产业
增加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的比重达到 20%以上；力争全
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1%。

质量效益目标：制造业全员
劳动生产率增长 7%左右，单位能
耗下降4%以上。

启动5G产业园建设
聚焦工业运行，我市将完善

市县两级工业经济运行监测体
系，市级重点抓好 66家龙头骨干
企业经营指标的预判分析，县级
抓好 20~30家骨干企业生产指标

的监测预警。
稳住民营经济，推动民营企

业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和健康发
展，切实增强自身融资能力，进
一步放宽民营企业准入，扎实做
好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账款工作，完成国家、省定清欠
目标任务。

统筹好制造业发展和生态环
境保护，2020 年力争新增 5家国
家级、省级绿色工厂(园区)，完成
涉气工业企业深度治理。

聚焦转型升级，智能终端(手
机)方面，稳定富士康手机产能，推
进非苹手机智能转型，加快富士
康科技集团中州技术研发中心等
项目建设，着力引进一批关键零
部件配套企业。

信息安全方面，重点完善信息
安全“产业基地+产业大厦+专业
孵化器”载体链条，着力打造安全

“中国芯”，力争创建为国家信息安
全产业示范基地。 （下转二版）

今年高质量制造业发展目标敲定

郑州将依托沿黄生态
走廊打造沿黄科创带

4月18日，郑州的大型商场内，品牌专卖店、商场促销区和餐饮店的人气持续攀升，
人们熟悉的烟火气再次出现，城市生活的味道正在慢慢回归。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 健 摄

交通守法率逐步提高 交通环境得到相应改善

我市5条道路拆除
中心交通隔离护栏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邢红军 李楠）为深
入推进“三项工程、一项管理”工作，提高道路通行效率，打造整洁、
有序、舒适、愉悦的城市交通环境，近日，郑州交警部门先期对市区
英才街（文化路—花园路）、东风路（文化路—中州大道）、中原路
（西三环—西四环）、商都路（中州大道—东三环）、长江路（西三环
—紫东路）等5条道路的中心隔离护栏进行拆除。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加大了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和科
技设备的投入，尤其加强对道路违法停车、不礼让斑马线、闯红灯、
随意掉头左转、变道加塞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交通参与者的守
法率逐步提高，交通环境得到改善，部分隔离设施已失去应有的作
用，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被撞的中心隔离护栏残段飞起，也易
造成二次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因此郑州交警对市区部
分道路中心隔离设施进行精简拆除。

此次 5条道路共拆除中心隔离交通护栏 17310米，道路中心
隔离护栏拆除后，交警将通过道路监控抓拍、增加铁骑警力流动巡
逻、定期集中治理等措施，加强对机动车压黄线掉头、非机动车行
人横穿马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

本周气温回升昼夜温差大
宜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昨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六个节气“谷

雨”，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本周我
市仍是多云或晴天唱主角，周内无明显降水，但昼夜温差大，请大
家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根据预报，本周前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周一、周三有弱冷
空气活动，并伴有 4级左右东北风，本周前三天的最高气温都在
20℃左右徘徊。周后期天气晴好，气温迅速回升，周末最高气温
将升至29℃左右。

本周我市的具体天气预报情况为：4月 20日（星期一）多云，
东北风 3级，10℃~21℃；4月 21日（星期二）多云，10℃~20℃；4
月 22日（星期三）多云，东北风4级，9℃~19℃；4月 23日（星期四）
多云，7℃~20℃；4月 24日（星期五）晴天间多云，8℃~24℃；4月
25日（星期六）晴天间多云，14℃~28℃；4月 26日（星期日）晴天
间多云，12℃~29℃。

迎接世界地球日
送上单车骑行卡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今年的 4月 22日是第 51个世界地球
日。今年世界地球日主题是：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地
球日来临之际，市生态环境局携手市妇联，联合共享单车企业，给
市民送上5天免费骑行卡。

在众多出行方式中，不少人觉得私家车安全又方便。可是你
知道吗？每使用 1个塑料袋≈10克碳排放，每产生 100克纸张垃
圾≈120克碳排放，每开车出行1公里≈290克碳排放，而自行车骑
行和步行产生碳排放为0。

市民可关注“绿色郑州”微信公众号进入活动链接，输入手机
号就可以一键领取。

◆基层执业25年可直接申报副高职称

◆乡镇、社区基层全科医生发放岗位津贴

◆探索建立乡村医生“乡聘村用”

职称评聘倾斜 发放岗位津贴

基层医生待遇将逐步提高

守护人民健康，离不开千万坚守在基层的医
务人员。为了让医务人员的劳动得到充分尊重，
让他们安心舒心从医，我省将强化人才支撑，加快
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社区下沉，提高基层医生待
遇，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医。

相关报道见2版

人间烟火气 最抚凡人心

本报讯（记者 成燕 董艳竹）建设黄河
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黄河国家博物馆、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等一批精品文化项目；加快
推进三年 100处以上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建
设，积极构建全国文物分布密集型城市全域
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加快推进三年100家
以上各类博物馆建设，打造城市重点文化

“会客厅”……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郑
州市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实施方案》，以

“一带三核”等为抓手，我市将全力建设国
家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和黄河国家文
化公园。

打造国际级黄河文明寻根胜地
立足在中华文明中的突出价值和黄河

流域核心示范区的重要地位，我市将以“华
夏文明之源、黄河文化之魂”为主题，以“一
带三核”(即打造黄河文化带和“天地之中”
文化核心展示区、黄帝文化核心展示区、郑
州商代王城文化核心展示区)为抓手，深入
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建设黄河文
化带、大运河文化带和黄河国家博物馆等一
批精品博物馆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举办世
界大河文明论坛，打造展示黄河文明重要窗
口、国际级的黄河文明寻根胜地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观光体验目的地等中华文明标识，
建设国家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和黄河
国家文化公园。

此外，相关部门还将积极参与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考古中国”和河南省“考古中原”

重大研究，推进“寻找中国丝绸之源——双
槐树遗址、青台遗址、点军台遗址”和大河村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重点项目考古发掘、科
研转化及保护展示。

加快推进生态保遗公园建设
我市将加快推进三年 100处以上遗址

生态文化公园建设，构建遗址保护与生态文
明建设、文化内涵突出、城市形象凸显、民生
文化需求等融合发展新格局，积极将青台遗
址、双槐树遗址等纳入省级遗址公园建设，
推进东赵遗址数字化遗址公园建设，打造城
市文化新地标。

同时加快推进三年 100家以上各类博
物馆建设，打造城市重点文化“会客厅”。加
强郑州运河遗产博物馆、郑州纺织工业遗址
博物馆、郑州樱桃沟早期人类起源遗址博物
馆和南水北调博物馆及相关行业博物馆建
设。推动数字博物馆建设，实施文物博物馆
单位开放绩效考核，强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功能。

加强文物价值传播推广
我市适时将文物普法教育和保护利

用常识纳入中小学和干部教育培训体系，
完善中小学利用博物馆学习长效机制，公
布 一 批 中 小 学 社 会 实 践 活 动 博 物 馆 基
地。同时编制文物价值全媒体传播计划，
加强文博创意产品研发和古代制作技艺
恢复及遗产纪录，广泛传播文物蕴含的历

史和时代价值。

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相关部门将开展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工程，建设革命文物数据库和革命文物数

字博物馆，利用革命旧址、名人故(旧)居等
打造红色纪念馆，规划建设革命文物片区红
色文化旅游精品路线；提升郑州二七纪念
馆、北伐战争纪念馆、豫西抗日根据地纪念
馆等革命主题博物馆(纪念馆)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