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成燕 文 李焱 图）昨日，沐浴
着初冬暖阳，一批批市民来到郑州美术馆新馆，
在这座美丽的建筑前打卡拍照，入馆参观展览
（如图），沉醉在浩瀚的艺术海洋。记者从郑州
美术馆了解到，该馆新馆开放刚过半月，已吸引
逾 3万名观众前来观展。其中仅 11月 8日就接
待观众近 5000人次。在由六大精品展览、七场
学术活动、30多场公共教育活动组成的“艺术海
洋”包围下，该馆迅速成为郑州全新的网红打卡
地、文化会客厅和公众美育基地。（下转七版）

郑济铁路郑州黄河
特大桥转入桥面施工
本报讯（记者 曹婷 通讯员 孙涛杰）记者从中铁大桥

局项目部了解到，9日上午，随着最后一片 40米公路箱
梁准确落位，郑济铁路黄河特大桥公路箱梁架设任务安
全顺利完成，开始全面转入桥面系施工阶段。

郑济铁路是河南“米”字形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作
为全线关键性工程和重点控制性工程——郑济铁路黄河
特大桥，为“三桥合一”的公铁两用桥，上层为双侧 6车
道、设计时速100公里的郑（州）新（乡）快速公路；下层上
游侧为设计时速 350公里的郑济高铁，下游侧为设计时
速160公里的郑（州）新（乡）市域铁路。

据了解，该大桥于 2017年 8月开建，预计全线建成
后，郑州到济南预计缩短至两小时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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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郑州市重点民生实事意见征集表

为持续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加注重
民生改善、增进群众获得感，进一步提升 2021年郑州市重
点民生实事征集谋划的工作透明度、社会参与度和群众满
意度，确保各项实事能够实实在在帮群众解难题、为群众增
福祉、让群众享公平，现面向全市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征集
2021年民生实事建议。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时间
从公告之日起，截至2020年 12月 15日。
二、征集原则
（一）立足实际，合理可行。实事项目应坚持从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充分考虑我市发
展实际，一般为年度可以完成的任务，原则上能够当年立
项、当年完成、当年见效。

（二）以人为本，普惠共享。实事项目应围绕社会普遍
关注、急需解决的共性热点难点问题，具备涉及面大、受益
面广、代表性强等特点，单位或个人需要解决的个例问题不
建议作为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三）依法依规，顺应发展。实事项目应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和现行政策规定，切合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三、征集内容
主要包括就业创业、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交通出行、健

康养老、文化旅游、便民服务、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生态环
境、社会保障等方面。

四、征集方式
主要采取网络征集、电子邮件、信函邮递的形式提出。
（一）网络征集。通过扫描市政府门户网站、郑州发布

微信公众号、《郑州日报》、《郑州晚报》公布的民生实事二维
码提交建议。

（二）电子邮件。相关建议发送到zzmsss@126.com。
（三）来信地址：郑州市河南工业大学嵩山路校区，市发

展改革委综合处（邮编：450007）。信封左下角请注明“民
生实事征集”字样。

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踊跃参与，积
极献言献策，提出当前亟须解决、涉及面较广、具有一定可

行性的建议，以更好地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民生
持续改善。

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11月11日

关于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1年郑州市重点民生实事建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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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李铮 冯芸）11月
10日，全省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在郑州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农村和城市基层党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视
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村（社区）“两
委”换届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交流经验做
法，对我省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进行动员
部署。省委书记王国生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村（社区）“两委”换届是全省人
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推动城乡基层
治理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要提高政治站
位，把村（社区）“两委”换届摆在突出位置，从
深入领会五中全会精神中增强使命感，以对党
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换出带动有力的
好“头雁”、团结务实的好“两委”、干事创业的
好氛围，夯实建设现代化河南的基础支撑；从
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重大要求中增强责任
感，以这次换届为契机，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农村和城市基层党建的重大要求贯彻好，在提
升基层组织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
织力、社会号召力上有一次大的进步；从准确

把握河南特殊省情中增强紧迫感，把握我省乡
村面积大、社区人口多的省情，高标准要求、高
质量推进，使换届过程成为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有机统一的
过程，成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巩固党的执政
根基的过程，成为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发
展的过程。

会议强调，要把握重点关键，高质量推进
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村（社区）“两委”
换届工作，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头戏”，
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坚持党的领导，
建立省市县乡（镇）党委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
级、层层抓换届的责任链条，各级党委特别是
县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
人职责，建立领导干部换届工作联系点制度，
把党的领导体现到整体安排、政策制定、人选
把关、选举组织等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正确
导向，扩大选人视野，拓宽选人渠道，严把政治
关、廉洁关、能力素质关，选好基层组织带头
人，高质量推行“一肩挑”，优化“两委”班子结
构，着力形成老中青合理搭配的梯次结构，打

造一支组织满意、群众拥护、致富能力强的带
头人队伍。要坚持依法依规，把严格依法依规
办事作为一项重要换届纪律，规范操作流程，
细化实施办法，确保法律法规不变通、政策执
行不走样、程序环节不出错。要坚持底线思
维，突出问题导向、强化风险意识，发挥党的群
众工作优势，整治好突出问题，管控好风险隐
患，坚决抓好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积极稳妥
做好换届各项工作，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会议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为高质量推进
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提供坚强保障。要坚
定信心抓换届，巩固基层基础工作中的好势头，
总结运用探索形成的好做法，选好用好大战大
考中涌现出来的好干部。要落细落实抓换届，
注重在思想引领上走深，在群众工作上走心，在
干部关爱上走实，以从严从实的作风解决换届
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要严明纪律抓换届，始终
保持高压态势，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
在先，强化监督问责，以铁的纪律确保换届风清
气正。要统筹兼顾抓换届，把“两委”换届同其
他村（居）组织建设统筹起来，与市县乡党委换

届衔接起来，与做好后续工作、中心工作统筹起
来，把换届激发的正能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自
觉行动，在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开启新征
程上展现出新气象、新作为。

孔昌生、马懿、戴柏华出席会议。南阳市
委、新密市委、临颍县委、开封市顺河回族区
委、宁陵县张弓镇党委、汝州市煤山街道党工
委负责人作交流发言。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和县（市、区）设分
会场。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村（社
区）“两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联络员和
换届办有关人员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又讯（记者 张昕）昨日，全省村（社区）“两
委”换届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徐立毅，市领导周富强、吕挺琳、
杜新军在郑州分会场收听收看。

王国生在全省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高质量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换出乡村发展新气象基层治理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 陈凯）作为疫情
防控形势下国际乒联率先重启的国
际赛事，2020国际乒联总决赛将于
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2 日在郑州奥
林匹克中心体育馆举行；11 月 18
日，2020年全国乒乓球“业余球王”
总决赛将在比邻郑州奥体中心体育
馆的综合训练馆开赛。这是记者从
昨日在郑州市政府新闻发布厅召开
的 2020国际乒联赛总决赛新闻发
布会上获得的消息。

32位名将聚郑一较高下

2020国际乒联总决赛，由国际
乒乓球联合会、中国乒乓球协会主
办，郑州市人民政府、河南省体育局
承办，是该项赛事继2019年后连续
第二年在郑州举办，也是郑州市、河
南省第二次举办规格最高、规模最
大的国际性乒乓球赛事。比赛设
男、女单打两个项目，赛事总奖金
100万美元。

参加本次总决赛的共有来自
14 个国家和地区 19 个乒乓球协
会的 32名运动员（男、女运动员各
16 名），其中包括中国选手马龙、
樊振东、许昕、林高远，陈梦、孙颖
莎、王曼昱、王艺迪，以及德国名
将奥恰洛夫，日本名将张本智和、
伊藤美诚等。比赛将于 11 月 19
日上午 10 点开战，具体赛程为 11
月 19 日、20 日全天比赛，21 日下
午半决赛，22 日下午决赛，共计
30场。

“草根达人”诠释业余精彩

如果说 2020 国际乒联总决赛
是职业乒乓球选手比拼的“战场”，
全国乒乓球“业余球王”总决赛，则
是“草根达人”的“秀场”。

本次“业余球王”赛事，设男、
女单打和男、女团体四个项目，分
男、女 15~30 岁组、31~50 岁组、
51~60 岁组、61~70 岁组和 71 岁
以上组等组别，从河北、浙江、安
徽、湖北、黑龙江、贵州、海南、甘
肃、重庆、山东等十个省、市分站
赛脱颖而出的各组别“业余球王”
将齐聚郑州，竞逐最终的全国“业
余球王”。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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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写入胸怀间
——记习近平主席三届进博会主旨演讲

长篇通讯

习近平向博鳌亚洲论坛国际科技
与创新论坛首届大会开幕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发表题为《弘扬

“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
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上海合作
组织要弘扬“上海精神”，加强抗疫合作、维护安
全稳定、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构建
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
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多实
践探索。

本次会议由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俄罗
斯总统普京主持，印度总理莫迪、哈萨克斯坦总
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斯坦代总统扎帕罗夫、巴

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等成员国领导
人，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上合组织地区
反恐机构执委会主任吉约索夫等常设机构负责
人以及阿富汗总统加尼、伊朗总统鲁哈尼、蒙古
国总统巴特图勒嘎、白俄罗斯总理戈洛夫琴科等
观察员国领导人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会。

习近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树立
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
系典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方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为本组织稳定发展和国际抗疫合作注
入了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国际格

局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正在
经历多边和单边、开放和封闭、合作和对抗的重
大考验。“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时代之
问，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历
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睦邻友好必将超越以邻
为壑，互利合作必将取代零和博弈，多边主义必
将战胜单边主义。

习近平强调，当前形势下，上海合作组织要
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为地区国家稳
定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更多实践探索。

第一，加强抗疫合作，构建卫生健康共同

体。要加强各国联防联控，维护地区和全球公共
卫生安全。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关键领导作
用，反对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共同抵制

“政治病毒”。中方倡议成员国疾控中心设立热
线联系，愿积极考虑本组织国家疫苗需求。

第二，维护安全和稳定，构建安全共同体。
要遵循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有效
应对各类威胁和挑战。坚定支持有关国家依法
平稳推进重大国内政治议程，坚定支持各国维护
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坚决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
借口干涉成员国内政。坚持通过对话和协商化
解矛盾和分歧。严防“三股势力”借疫生乱，提升
成员国执法安全合作水平。欢迎各方参与中方

发起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第三，深化务实合作，构建发展共同体。要

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发展战略
及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合作倡议深入对接，畅通
区域经济循环，加快实现复工复产。扩大相互投
资规模，加强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智
慧城市等领域合作。中方将于明年在重庆举行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共同
实施更多民生工程。中方支持设立本组织减贫
联合工作组。

第四，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文共同体。要
促进文明互学互鉴，支持教育、文化、旅游、体育、
媒体、妇女等领域交流合作。（下转三版）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上海合作组织要弘扬“上海精神”
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郑州美术馆新馆
开馆半月迎客逾3万


