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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静北静惠济惠济 落实“北静”发展定位 优化“一核三带六园”空间布局 建设“生态城、旅游城、健康城、科技城”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李妮妮）为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委关于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三大战役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
发挥人大法律监督职能，进一步推动《土壤污
染防治法》的贯彻执行，惠济区人大常委会率
先启动《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大检查

按照惠济区《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
实施方案，区人大常委会于 6月份对全区《土
壤污染防治法》贯彻执行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成立执法检查组，组织辖区内各镇（街道）及区

直相关单位开展普法教育、法律知识测评和视
察调研等各项工作。

区人大常委会要求全区各单位要提高认
识，高度重视，切实增强《土壤污染防治法》执
法检查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由市生态环保局惠
济分局牵头，联合区直相关单位和各镇（街道）
全面开展自查，摸清全区土壤污染底数，突出
重点，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充分做好迎检抽检
准备，要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真正落实落
细土壤污染防治各项工作任务，切实提升惠济

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水平。
土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是人类赖以

生存的根基所在。当前土壤污染形势严峻，给
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造成
影响，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迫在眉睫。土壤污染
属于面源污染，相对于大气、水体等点源污染，
面源污染治理起来难度更大、周期更长，投入
也会更多，付出的努力也就更加艰辛。此次执
法检查要求各镇（街道）及相关单位要统一思
想，认准职责，严格要求，按照执法检查内容和

重点，迅速行动，积极配合，查漏补缺，切实将
问题整改落实到位。全区上下要齐心协力，同
频共振，坚决打赢打好三大污染防治战之一的
净土保卫战，擦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绿水青山的鲜明底色！

惠济区人大常委会向各镇（街道）及相关
单位下发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单行本和《土壤
污染防治宣传手册》，敦促各相关单位认真组
织，迅速在本系统内掀起《土壤污染防治法》学
习热潮，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治理土壤污染 造福人民群众

惠济区启动《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大检查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张慧 文/
图）记者昨日从惠济区文化馆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获知，惠济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成功申报4个市级项目、一个市级展
示馆、一个市级传习所、9个区级非遗项目。

为进一步加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队伍建设，惠济区成功申报
4 个市级非遗传承人项目，分别是：吹糖
人、君兴双桥酒酿造技艺、陈氏面塑、老汤
猪蹄制作技艺。

展示馆、传习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宣传展示的重要阵地。2019年惠

济区成功申报的一个非遗项目展示馆为
任更顺烙画展示馆；一个非遗项目传习所
是过炁捶传习所。

结合惠济区实际情况，为进一步加强
惠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建设，惠济区文化旅游局开展了第五批惠
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申报
和评审工作，经区人民政府批准，区文化
旅游体育局确定的惠济区第五批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共包含 9个项目，
分别是：传统美术类 2个：花园口剪纸和新
刚玉石雕刻技艺；传统技艺类 7个：老东关

黄焖肉制作技艺、豫东李氏皮影、古韵堂
锔瓷制作技艺、肖家老汤红烧肘子制作技
艺、岳家老汤烧鸡制作技艺、铁牛黄河大
鲤鱼制作技艺、“冰润”金石传拓技艺。其
中的豫东李氏皮影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各种各样的人物雕刻精美逼真，唱腔吸收
了豫剧、道情、曲剧等剧种的唱腔，使自己
的皮影戏别具一格，自成一家。铁牛黄河
大鲤鱼是经典的豫系代表菜，传承了黄河
渔民祖辈留下的烧制技艺。在传承人张
铁牛潜心研制、反复改试的基础上，推陈
出新，积淀了一整套全生态的制作流程，
使得铁牛黄河大鲤鱼色香味俱佳，深受广
大食客喜爱。锔瓷技艺能使破碎的瓷器
复原再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民间绝活的传
承和中国瓷文化的发展以及考古、修复、
古玩古旧瓷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老
东关黄焖肉是古荥镇风味名吃，选用上等
猪腿五花肉手工剁制，加入生姜、大蒜、八
角、胡椒粉和 30多味香料制作的秘制调料
精心调配，最后上笼蒸制而成。蘸特调酱
汁而食，味道浓郁，入口软糯，肉香四溢，
味道绝佳。

惠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
责人介绍，截至目前，惠济区已成功申报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4个，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14个，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56个，在全市名列前
茅。四个民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馆
分别是黄河澄泥砚展示馆、黄河澄泥砖雕
展示馆、任更顺烙画师范展示馆、剪纸展
示馆，两个民办传习所为黄河澄泥砚传习
所、过炁捶传习所。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王
慧）“大河涌春潮，我情不自禁唱一曲
春天的黄河谣；唱走那祖辈的忧愁，唱
出那最美的祈祷；唱得那黄河再无怨，
唱得岁月更丰饶……”黄河是中华民
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滔滔大河，奔
腾不息，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华夏
文明。但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素来

“多淤、多决、多徙”，治理成为困扰中
华民族几千年的难题，而“三年两决
口、百年一改道”，更是给两岸百姓带
来深重灾难。千百年来，中华儿女为
了保卫黄河、治理家乡进行着不屈不
挠的斗争。

从毛泽东主席发出“要把黄河的
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到习近平总书
记在郑州发表《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党
的领导下，新中国的中华儿女先后抵
御洪水 12次，保障黄河 70年不决口，
20 年不断流，实现黄河安澜 70 载，流
域两岸面貌焕然一新。如今，“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
大国家战略，带着祖祖辈辈的梦想，黄
河迎来了新时代的春天。

近日，一首由惠济区文化旅游局
携手省、市艺术家及惠济区文化干部
共同创作，惠济区委宣传部指导推送
的《春天的黄河谣》入选“2020 年度河
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重点
创作项目”。依靠文艺作品凝聚合力，
鼓舞人心，《春天的黄河谣》唱出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黄河儿女在党领导下，
开创治黄事业新篇章，创造黄河岁岁
安澜历史奇迹的喜悦心情；唱出了走
进新时代，黄河儿女积极投身黄河流
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事业的豪
情，以及“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
河”的美好憧憬。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工作的不断深入，惠济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春天的
黄河谣》对于发出“黄河声音”，讲好“黄河故
事”，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坚定中华民族
文化自信，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惠济区文化旅游体育局负责人表示，今后
惠济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
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聚焦黄河文化，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根脉，以创新为动力，创作、生产、推广更
多符合当代时代精神，体现黄河文化精神，反
映惠济特色，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精品，
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助力郑
州建设具有鲜明特色的国家中心城市，助力惠
济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迈向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邱
路宽）“没想到招工能这么顺利，感谢
你们利用网上平台为我们提供的帮
助！”惠济区纪委监委驻区人大机关纪
检监察组在对辖区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进行回访时，毛庄印刷厂经理毛桂英
高兴地说到。

近日，驻区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
针对区总工会依托河南工会职工服务
平台开展网上服务辖区企业复工复产
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将企业反
馈的情况和现场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区
总工会机关进行了反馈，督促驻在单
位党组织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在申请登
录、审核批准、网上发布等环节优化办
理流程、缩短审批时间、提升工作效
率，为辖区企业提供更加优质服务。

“原来企业在网上发布招工信息
中介机构还收取费用，现在通过在河
南工会职工服务平台发布招工信息不
仅有区总工会审核把关，而且还是免
费的，可信度提高了，打电话咨询或者
直接现场面试的多了。目前区总工会
已为辖区 31家企业在河南工会职工
服务平台发布了用工信息，企业用工
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区总工会相关负
责人说到。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开展主动监
督、全程监督、精准监督，督促驻在单
位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认真履行本行业本领域监管责任，
持续推动‘四责协同’机制落实落细，
助推企业复工复产顺利开展。”惠济区
纪委监委驻区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负
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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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昨日，河南省人
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中华源·河南故
事”中外文系列丛书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
上获悉，我省首部以河南文化元素为主题
的中英文双语套书——“中华源·河南故
事”中外文系列丛书首批十个分卷已出版
完成，昨日正式对外发布。

本套丛书由中共河南省委外事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总策划，中国翻译协会常务
副会长黄友义、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
界研究院副院长杨平、当代中国与世界研

究院对外话语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范大祺
等翻译与传播专家担任顾问，汇聚 10 个
地市、18所高校 300余位中外文专家的团
队力量。

丛书初步规划有汉字、古都、中医、豫
剧、少林功夫、太极拳、老子、庄子、焦裕禄、
红旗渠、大别山、航空城、黄河文化、河洛文
化、脱贫攻坚、空中丝绸之路等近 30个选
题，力求向世界呈现一个多彩、立体、全面
的河南。

在各方努力下，历经初期调研、选题

论证、专家对接、编评润色、出版社审校等
各个环节和流程，首批十个分卷《中医》
《汉字》《农业》《古都》《少林功夫》《太极
拳》《“人工天河”红旗渠》《焦裕禄》《丝绸
之路》《手工艺》已完成出版，昨日正式对
外发布。

本套丛书是我省迄今唯一以河南文化
元素为主题的中英文双语套书，也是对外
传播中华文化、提升河南形象的重要载体，
中国外文局将其列为“中国思想文化术语
多语种对外翻译标准化建设”重要项目成

果。出版发行后，省委外办将利用外交外
事渠道向全球推广，并适时在欧洲举办发
布式，力图以本套丛书为载体，将更多优秀
的河南文化元素展现给世界，进一步提升
我省海外影响力。后续其他分卷正在编译
中，将于今明两年陆续出版发行。

值得指出的是，丛书推出了世界上第
一本英文版的《红旗渠》、第一本英文版的
《焦裕禄》，这对于向世界讲述中国共产党
的初心和使命，讲好这个近百年大党的故
事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中华源·河南故事”首批十个分卷发布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郑州美术馆了解到，该馆正在
面向国内艺术专业大学生及具有相关经验的艺术爱好人士招募

“新馆开馆项目志愿者”，为那些有意愿进入美术馆学习和实践的
人们提供机会与平台。

据了解，作为河南省内成立最早的公立美术机构，郑州美术馆
一直致力于美术馆人才培养及储备计划，不断扩大志愿者招募的
辐射广度和影响深度，竭尽所能将“美的艺术”传递给更多人。郑
州美术馆新馆位于郑州常西湖新区，是市政府着力打造的“中央文
化区（CCD）”主要场馆之一，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建成及投入使
用。该新馆开馆展览包括“百年西泠·古韵中原”大型系列展览、

“青春万岁——中央美术学院现当代大家专题展”、“星火·传薪”系
列展览。展览类志愿者招募 6人，志愿者将协助完成开馆展览的
布展、撤展等相关工作；负责撰写相关展览信息、新闻等文字；参与
学术交流会议的筹备及实施。应征者须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具
备扎实的艺术及艺术史等专业知识；具备文字撰稿能力，能够起
草、编辑展览相关信息；具有开放前沿的艺术思维，积极参与到学
术会议方案的策划中；有展览工作经验者优先，男生优先。

公共教育部项目志愿者计划招募 5人，主要负责展览项目的
讲解及导览、美术馆线上新媒体运营与日常维护等工作。应征者
应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设计学、艺术教育或艺术史等相关专
业背景知识；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较强的现场组织、协调及应变能
力，有美术教育授课经验最佳；需熟练运用各类办公软件，具备一
定的文字撰写能力；能够熟练操作设计软件、摄影、视频剪辑制作
者优先。

6月 21日前，应征者可将报名表格及个人简历、作品集等发
送至郑州美术馆邮箱 zzmsgggwj@163.com，邮件标题备注：应
征职位+姓名。

郑州美术馆开始招募
“新馆开馆项目志愿者”

将于年底前建成投用

本报讯（记者 陈凯 通讯员 任晓凤）东京奥运会虽然
要延期到明年夏天举行，但是身披国家队“战袍”的河南健
儿们没有丝毫的懈怠，他们正在为明年东京奥运会赛场奏
国歌、升国旗、扬国威而积极备战。作为明年东京奥运会
新增正式比赛项目的空手道，一位早早拿下该项目中国队
首张参赛“门票”的郑州姑娘，早已把目标锁定在“拿下中
国空手道项目奥运会首金！”她的名字叫尹笑言。目前，她
正随中国空手道队在太原为东京奥运会进行积极备战。

河南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任晓凤向记者介绍，
中国跆拳道队和空手道队今年 4月 25日转训至太原，在
14天隔离观察期结束后，于5月 9日恢复正式训练。尹笑
言是雅加达亚运会的冠军，2018年世界空手道锦标赛的
亚军。今年 2月 16日结束的 2020年世界空手道联盟 K1
超级联赛阿联酋迪拜站暨东京奥运会积分赛上，尹笑言斩
获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的金牌；3月 2日落幕的奥地
利站，尹笑言再获铜牌。最终，尹笑言以世界排名第一的
身份获得该级别东京奥运会参赛“门票”，成功拿到中国空
手道队首张东京奥运会“入场券”。

任晓凤告诉记者，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跆拳道队、空手
道队媒体公开课上，中国跆拳道协会、空手道协会主席管
健民说：“疫情的出现对我们两支国家队是一个损失，因为
目前是我们运动员状态最好的时候。一年后就不能确定
了，运动员的伤病、恢复、技术等因素都会影响成绩。但我
们依然希望一年后的奥运会空手道赛场能够升起中国国
旗。从目前看，我想有七成把握拿到奥运会空手道第一
金。”

作为空手道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世界现排名第
一的尹笑言，毫无疑问，管健民口中的“七成把握”指的就
是尹笑言。这位敢于担当使命的郑州姑娘目标很明确，

“我的目标就是站在奥运会最高领奖台上。”而谈及东京奥
运会的延期，尹笑言更是自信而从容，“我只是需要重新调
整自己的竞技状态，将备战周期加长而已。我深信机会是
留给准备好了的人，我时刻准备着！”

郑州姑娘尹笑言
瞄准奥运最高领奖台

6月17日，那不勒
斯队球员庆祝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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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勒斯队与尤文图斯
队在90分钟内战成0∶0
平，经过点球大战，那不
勒斯队以4∶2获胜，夺
得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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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7日，曼城
队球员斯特林（右）
在进球后庆祝。

当日，在 2019~
2020 赛季英格兰足
球超级联赛第28轮
的一场补赛中，曼城
队主场以 3∶0 战胜
阿森纳队。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昨日从省文物局获悉，经国家文物局
批准，夏文化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今年正式纳入“考古
中国”重大研究项目。

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
成和发展的关键区域，是华夏文明诞生及早期发展的核心区域，是
从夏商周三代到北宋历史时期的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黄
河文化的核心区。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关于黄河文化与夏文化的重要讲话
和指示精神，河南省文旅厅、河南省文物局组织河南、陕西、山西、
河北四省文物考古科研机构，联合申请“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和

“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两项重大研究项目，并上报
国家文物局批准和实施。

目前，国家文物局已经正式批复 2020年河南考古主动发掘
26个项目，其中灵宝北阳平、渑池仰韶村、巩义双槐树、郑州大河
村、南阳黄山、偃师二里头、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以及与开封宋
都古城保护有关的州桥遗址等 9项考古项目，是探索黄河流域文
化的关键项目，意义重大。

我省两项研究纳入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4个项目入选市级非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