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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观察客户端

今天白天到夜里 多云间晴天 风力 偏北风3级 温度 最高32℃ 最低20℃ 降水概率10% 新闻热线：67655551http://www.zynews.cn

本报讯（记者 王莹）百年大计，教育为
本。9月 1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郑州学校
揭牌暨 2020—2021学年开学典礼举行，标
志着郑州市与清华大学深化校地合作结出
新硕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清华
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姜胜耀，副省长霍金花
出席活动。

徐立毅在致辞中向清华大学、清华附
中对郑州的信任和支持表示感谢，向清华
附中郑州学校正式招生开学表示祝贺。
他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
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
程，也是事关城市竞争力、发展吸引力、群

众幸福感的重要事业。近年来，郑州市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事业
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持美好生活从美
好教育抓起，以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带动
城市功能提升、市民素质提升、创新要素
集聚。相信清华附中郑州学校一定会发
展成为传承清华精神、彰显郑州特色、教
学质量过硬、创新氛围浓郁的国际名校，
成为郑州人才成长的摇篮。也希望郑州
与清华大学开展更多务实合作，共同让清
华精神、清华力量在中原大地传承发展，
为推动中部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姜胜耀在致辞中感谢各级领导、各界人
士对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发展的支持，并表
示，清华大学高度重视与河南和郑州的合
作，清华附中郑州学校顺利落成，是省校、市
校合作的一件大事。希望清华附中郑州学
校弘扬本部办学经验和特色，坚守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管理好、运行好、发展好
学校，为国家培养好建设者和接班人。

清华附中郑州学校是清华大学在华中
地区设立的唯一一所公办学校，也是清华大
学正式批准的首个覆盖从幼儿园到高中全
过程基础教育的异地办学学校，对于补齐郑
州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短板、提升郑州基础教

育发展水平、服务支撑郑州创新发展，将发
挥重要作用。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清华附中郑
州学校校长王殿军，省教育厅副厅长毛杰，
市领导牛卫国、孙晓红出席活动。

优化营商环境
郑州成为标杆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由人民日报社指导、环
球时报社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化营商环境高峰
论坛暨《2020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投资评估报告》发
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报告》显示，郑州因综合
表现突出荣获“中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标杆城
市”称号。

据悉，《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投资评估报告》由
环球时报—环球舆情中心提供数据与研判支持，覆盖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此次郑州能跻身“标杆”，得益于这几年在“放管
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上的持续发力。近几年，我市
对标国内、国际先进地区，以“一网通办、一次办成”为
抓手，围绕企业和群众的办事体验和需求，大刀阔斧推
动流程再造、数据打通，以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持续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一系列数字，充分彰显了全市政务服务能力的大
幅度提升。截至目前，全市共梳理386个“一件事”，申
请材料由 1577项压减至 653项，压减 58.59%，办理时
限由 3007天压减至 756天，压减 74.86%，跑动次数由
577次压减至 101次，压减 82.5%。“一次不用跑”事项
从最初的 254项增加至 1077项，占比从 17.7%提升至
73.87%。

其次，“一网通办”比例全面提高。截至目前，全市
政务服务“最多跑一次”事项由 2月 19日的 1120项增
至 1458项，已实现 100%事项“最多跑一次”；全市网
上可办事项由 470项增至 1458项、网办比例由 31.7%
跃升至100%。

“一证办”扩容增效。目前，市民凭身份证可以办
理的事项清单共有 168项，涵盖出生、就业、车辆、住
房、社保、生活缴费等民生高频领域。另有125项实现
APP“刷脸办”、智能办、不见面。 （下转二版）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郑州学校揭牌
徐立毅姜胜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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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昨
日，市政府印发《森林郑州生态
建设规划（2020—2035 年）》，
加快推动郑州从“绿城”向“绿
都”跨越提升。

推动郑州森林“绿城”
向森林“绿都”跨越提升

森林郑州生态建设是一项
艰巨性、长期性、系统性工程。《规
划》基准年为 2019 年，前期为
2020—2022年，后期为2023—
2027年，展望到2035年。

到 2035年，郑州市所有宜
林地造林绿化，所有县(市)建成
省级森林城市，所有生态廊道
得到绿化，所有区县(市)实现森
林公园、湿地公园或郊野公园
全覆盖。森林覆盖率达到36%
以上，森林蓄积量达到 756 万
立方米，湿地面积达到 105万
亩，林下经济面积年累积达到
66.7 万亩，森林植被碳储量达
到 503 万吨，森林生态服务价
值达到 348.6 亿元/年，森林质
量明显提升，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推动郑州森林“绿城”向森
林“绿都”跨越式提升，实现天
蓝地绿水净的美丽郑州。

构建“一河二区四带
三网多组团多园区”

《规划》提到，在郑州市下
辖 6 区 1 县 5 市，以及航空港
区、郑东新区、高新区、经开区
等，国土总面积7446平方公里
范围内，对接《森林河南生态建
设规划（2018―2027 年）》“一
核”郑州大都市生态区，结合郑
州市“东强、西美、南动、北静、
中优、外联”城市发展功能布
局，综合考虑国土空间布局，按
照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
要求，以森林为主体，系统配置
森林、湿地、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等生态空间，统筹推进森林、湿
地、城市等生态体系建设，着力
构建“一河二区四带三网多组
团多园区”的总体布局。

一河：黄河生态屏障范围，北以郑州市行政边界为界,西
南以 S314省道和东南 S312省道为界,涉及巩义市、荥阳市、
惠济区、金水区、中牟县、郑东新区等县级行政区的13个乡镇
街道，占郑州市国土面积比例10.6%。（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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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日从有
关部门获悉，2020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核心场馆黄河网络安全
科技馆目前已完成整体
展项建设与技术调试，进
入试运营阶段。

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宗福 摄

（相关报道见6版）

黄河网络安全
科技馆试运营

市领导开展暗访督导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
全面提升工作质效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周富强带领市
文明办、市城管局等有关单位负责人来到惠济区，就深入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暗访督导。

暗访组一行先后来到市房屋交易和不动产登记南阳路
服务大厅、清华园社区、惠济桥村，走进沿街店铺、背街小
巷，随机暗访服务大厅及小区周边环境，督导城乡结合部综
合改造工作。

周富强说，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事关长远发展、城市
形象和群众生活品质，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紧盯细节、直面短板，以铁的决心抓创建、铁的纪律抓整治、铁
的手腕抓落实，全面提升城市文明水平。 （下转二版）

郑州慈善总会累计
募集善款6.38亿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丽君）在“中华慈善日”“99公
益日”和“郑州慈善日”到来之际，昨日，市政协主席张延明到
郑州慈善总会机关调研指导工作。

据介绍，近年来郑州慈善总会累计募集善款6.38亿元，慈
善项目、慈善基金、精准扶贫、SOS紧急救助支出6.3亿元，救助
各类困难群体约1000万人次。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郑
州慈善总会筹募款物8000余万元，第一时间拨付抗疫一线。

张延明高度赞扬郑州慈善总会的工作，他说，越是到了脱
贫攻坚、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越是需要高度重视慈善事
业。人民政协是慈善事业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下转二版）

生态修复，岁岁安澜锁大河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黄河孕育着生命，滋养着华夏儿女。一代又

一代华夏儿女在对黄河的认识、治理过程中，获
得生存智慧，汲取创造灵感，塑造精神世界，同时
也赋予黄河生命，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图腾。

“万里黄河第一坝”，说起三门峡，外地人无
不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雄伟壮美所震撼。
三门峡因黄河而生、因黄河而建、因黄河而兴。
传说，大禹在该地治水时，信奉堵不如疏，于是手
挥神斧将阻隔黄河水的高山劈为人门、神门、鬼
门三道峡谷，引黄河之水滚滚东去，三门峡由此
得名。近年来，随着三门峡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
提升，每年到三门峡栖息越冬的野生白天鹅由
1988年 20多只增加到 2018年的 1万多只，占全
国越冬白天鹅总数的一半以上，也被誉为“黄河
明珠”“天鹅之城”。

1957 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齐聚三门
峡，吹响了建起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水利
枢纽工程的号角。而今，三门峡作为一座新兴工
业城市拔地而起，成为全国重要的黄金生产基地、
重要的铜箔生产基地、煤化工基地、最具前景的新
型铝材料基地，以及全国重要的苹果生产基地和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最丰富的地市。（下转五版）

“黄河颂歌——中原回响”沿黄实地探访活动第 站 三门峡

“天鹅”高吟安澜曲
本报记者 李国江 王文霞 覃岩峰曹婷 文 李焱 图

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天
上来。

黄河蜿蜒九曲，一路向东，奔腾
不息，进入河南，进入三门峡。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流经三门峡206公里，占河南境内
的近三分之一。这条奔腾不息的河
流，用甘甜乳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
中华儿女，孕育出光辉灿烂的华夏
文明。

2019 年 9 月，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郑州主持召开座谈会，明确“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重
大国家战略，语重心长地嘱托“让黄
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为沿黄
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明前行方向，擘
画崭新宏伟蓝图。

8月31日至9月1日，郑州报
业集团、郑州日报社“黄河颂歌——
中原回响”沿黄实地探访活动采访
团队来到第一站——三门峡市，触
摸这座“黄河明珠”的发展脉搏，感
受“天鹅之城”的生态魅力。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会议强调
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三门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未来将打造成生态治理保护、黄河文化
传承、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一体化融合发展示范区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9月 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明日上午举行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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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2222 天
（9月24日—9月26日）

开幕距 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三十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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